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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让边关哨卡充满欢声笑语”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毕力格巴特尔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日前，在锡林浩特市举
行的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
汇报演出暨“发扬乌兰牧骑
精神，到人民中间去”草原
综合服务轻骑兵出征仪式
演出上，二连浩特市乌兰牧
骑选送的独舞《牧羊人》引
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带队参加演出的二连
浩特市乌兰牧骑副队长苏
玛拉说：“作为口岸城市，乌
兰牧骑的服务对象有别于
其他地区。我们除了走进牧
区，为牧民送去精神食粮

外，还用更多的时间走进边
关，为官兵送去欢声笑语。
创作灵感源自于哨卡士兵
的《牧羊人》，体现的就是牧
人以积极乐观、昂扬进取的
精神姿态面对困难、战胜困
难的决心以及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今年7月，二连浩特市
乌兰牧骑开展走遍二连边
防哨卡活动，共计16场演出
覆盖了境内所有巡逻点和
哨卡。“每当演出结束时，也
是我们最难受的时候。看着

战士们依依不舍的眼神和
情不自禁留下的眼泪，我暗
下决心，一定要全心全意投
入到工作中，把更好的作品
献给这些最可爱的人。”独
舞《牧羊人》的表演者玛拉
沁夫动情地说。

对于身在口岸二连浩
特市的乌兰牧骑来说，服务
牧区、社区群众和边防官兵
外，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
流，展示草原文化和欣欣向
荣的边城风貌也是他们肩
负的一项重要职责。

“蒙古国功勋演员为队
员授课，我们到蒙古国扎门
乌德口岸进行慰问演出，这
种交流活动很多，不仅提高
了队员们的演出水平，还增
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
谊。”苏玛拉深有感触地说。

二连浩特是我国重要

的陆路口岸，口岸印记贯穿
着二连浩特市社会、经济、
文化的发展。二连浩特市乌
兰牧骑创作的节目大部分
也都是取材于口岸的作品。
原创民族舞剧《风雨伊林》
就是以二连浩特前身———
伊林驿站为题材，以蒙古族

姑娘敖德尔与商队领队天
青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
了清朝末期茶叶之路节点
伊林驿站的兴衰历史，再现
了伊林驿站在历史上的演
变。该节目不仅收到了各界
好评，还获得了自治区五个
一工程奖。

冬日的新疆塔里木盆
地南缘，午后暖阳照耀着伊
斯勒克墩村，一辆“赣A”牌
照的大货车停在红枣合作
社门前，10多辆三轮电瓶车
在巷道里来回穿梭，忙着将
各家打包成箱的红枣装车。

今年6月，村民李德振
和当地25户枣农成立了“洛
浦县支青红枣农民专业合
作社”。“当年要不是1008个
支边知识青年在这里开荒
造田，种下了枣子，我们也
发展不起来。”李德振说。

“伊斯勒克墩”，维吾尔
语意为“灼热的沙包”。李德
振所说的荒地就曾在这里。

伊斯勒克墩村所在的
拜什托格拉克乡是20世纪
60年代江苏支边知识青年
在和田地区洛浦县开荒驻
扎的营地之一。经过40多年
的发展，农业生产由最初的

“面袋子”到“菜篮子”，最终
定格在“果盘子”。

“1987年在政府引导和
部分农民的带头示范下，拜
什托格拉克乡率先种植了
红枣，开启了和田地区种植
红枣的先河。”拜什托格拉
克乡乡长阿依加玛力·达吾
提介绍。

伊斯勒克墩村村民史
鹤山1961年跟着支边的父
母来到洛浦县拜什托格拉
克乡。今年已经70多岁的他
至今还保留着30多棵第一
批种下的枣树。

“刚开始为了解决温饱
大家都种小麦、玉米，后来
陆续种能卖出价格的蔬菜，
市场行情好。”史鹤山说，村
里种了10多年蔬菜，但周边
乡村也跟着种菜，就不怎么
挣钱了。

为寻求新的出路，当地

政府引进一批枣树苗让村
民试种。“见过种蔬菜、种粮
食的，就没见过种树还能挣
钱的，当时有些人坚持试
种，但也有人挖掉了树苗。”
史鹤山说。

首批试种的农民从修
剪枝条和管理果树上总结
经验，红枣的经济效益逐渐
显现。“当大家见到红枣的
经济价值以后有了对比，开
始不断引进树苗发展种
植。”史鹤山说。

73岁的伊斯勒克墩村
村民阿布都克里木·萨德尔
跟着富起来了。“我们跟着
他们学技术，怎么管理，如
何施肥、浇水。”阿布都克里
木·萨德尔说，如今除了自
己的40亩红枣外，儿子还承
包了600亩红枣，每年成批
量销往内地，挣得钵满盆
满。

阿依加玛力·达吾提介
绍，目前全乡的红枣种植面
积已发展到29000亩，灰枣
亩产达到800公斤，骏枣达
到500公斤。而伊斯勒克墩
村因为农业生产转型快，早
在2013年，全村户均纯收入
高达20余万元，是新疆深度
贫困地区里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

在拜什托格拉克乡和
融新村村民艾力·吾吉艾合
麦提眼里，当地最大的特点
是“互相帮助”。“少数民族
群众学种植技术，种红枣、
西红柿、辣椒，汉族群众给
我们讲怎么管理，怎么打
药，怎么上肥。”2015年外出
打工的艾力·吾吉艾合麦提
回到家乡种植大棚。“头一

年种一个大棚的收获卖不
到2000元，现在学会了管
理，一个棚的收获能卖七八
千元。”

“一家一户富裕不算
富，大家都富裕了才算富。”
史鹤山说，尽管不少乡村效
仿种植红枣，但技术不过
关、产量上不去，为此，当地
政府牵头由伊斯勒克墩村
与全乡其他11个村结对认
亲，从生产生活上帮助帮
扶。

伊斯勒克墩村村民李
胜武和他的“亲戚”依提帕
克吾斯唐村村民巴尔塔洪·
托乎提明结亲3年。“从种到
收手把手地教，3年枣树增
产一吨多，相当于增加了两
万元的收入。”巴尔塔洪·托

乎提明说，除了枣树管理
外，种小麦、发展养殖也都
是李胜武帮忙扶持起来的。

“地里有活儿了都是相
互帮忙，巴尔塔洪·托乎提明
一家也会在红枣丰收的时候
来我家帮忙。”李胜武说。

多年以来，当地的互帮
互助已经形成了传统。一些
维吾尔族农民既挣了钱又学
到了红枣种植技术和农机使
用技术，有些甚至已经成为
当地红枣种植专家。

如今，拜什托格拉克乡
以发展红枣产业为支撑，团
结互助谋发展，在伊斯勒克
墩村的带动下，周围邻村的
红枣产值由每亩2000元上
升到8000元，居民生活条件
得到极大的改善。

十四年抗战，东北三省
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
英雄人物。夏云杰便是其中
的一位。在艰难困苦中，他
从未退缩；在血与火的斗争
中，他带头冲锋。日寇更将
夏云杰视作心腹之患。在生
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一再叮
嘱身边人将抗日民族解放
事业进行到底。

夏云杰，又名夏云阶，
1903年出生在山东沂水四
十里堡镇金场村。因家境贫
寒，1926年3月逃荒到黑龙
江省汤原县，以耕地为业，
农闲时到当地黑金河金矿
做些零工。1931年九一八事
变后投身抗日斗争的行列。
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夏云杰深入矿山、农

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
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而努力工作。1933年8月任
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委员，负
责军事工作。经过努力，将
分散在汤原各地的抗日游
击队500余人组织起来，成

立东北民众义勇军，夜袭汤
原县城，给敌伪政权以沉重
打击。

同年10月县委遭日伪
军严重破坏后，形势十分险
恶。爱人劝他避避风险，夏
云杰坚定地表示：要与汤原
的反日爱国群众同生死，共
患难，越是在党处于困难时
期，越要经受住严峻考验。
他挺身而出，领导县委工
作。11月领导恢复了汤原游
击队，并亲自对其进行培
训，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
军事素质。夏云杰与战友们
在松花江下游不断抗击日
伪军的进攻，取得了一个个
胜利。他身先士卒，在作战
中多次负伤，享有很高的威

望。中共满洲省委曾称赞汤
原游击队是松花江下游地
区“反日反满的唯一中心力
量”，对夏云杰评价为“深刻
学习，对党忠实，能够认真
执行党的政策”。

1934年10月，夏云杰领
导游击队联合抗日义勇军
共同作战，挫败了日伪军冬
季“讨伐”，打掉驻太平川的
伪警察署，创建了汤原太平
川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6年1月，夏云杰所
部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
军，他担任军长。随后，他率
部在汤旺河地区创建后方

基地，将游击区域扩展到汤
原、萝北、绥滨等十余县。9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军
长。同年11月21日，在为筹
集给养与装备时，在汤原丁
大千屯遭伪治安队袭击，身
负重伤。弥留之际，他再三
嘱咐身边的战友、妻子和女
儿，要团结一致，在党的领
导下，把抗日民族解放事业
进行到底。26日壮烈牺牲，
时年33岁。

英雄虽逝，英魂长存。
夏云杰的家乡人民从未忘
却这位离家的游子，他的事
迹仍被口耳相传。在他的老

家金场村，夏云杰依然是邻
里间教育后辈的榜样，传承
他不畏艰苦、勇于奉献的精
神是老家百姓的信念，更是
这里牢不可破的乡风村训。

金场村所在的四十里
堡镇，每年都会组织青年干
部、党员、学生参观夏云杰
故居，缅怀先烈，重温入党
誓词。作为沂水县的东大
门，四十里堡镇近年来发展
势头强劲，先后获得国家级
生态镇、山东省重点开发
镇、省级文明镇等，现代种
植业、现代物流业快速发
展。 （据新华社报道）

赤胆忠心 捐躯为国———夏云杰

夏云杰

新疆沙漠乡村40年互助共进 捧住“果盘子”团结谋发展
文/新华社记者 关俏俏 白志强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基层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