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任疆怀着“要为大家尽一份力”
的强烈责任感，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热情服务群众，在疫
情防控一线彰显党员干部的先锋形象。

疫情期间，任疆主动请缨到疫情防控一线做一名社区
志愿者，跟社区干部一起强化社区管理。他牵头建立小区
疫情防控微信群，每天及时了解住户的健康状况和需求诉
求，通过微信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开展心理疏导工作；
对于巡防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做好记录，并逐项抓好落实，
确保疫情防控措施周密细致，有效规范了小区的疫情防控
工作，为居民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在巡防执勤工作中，任疆用脚步丈量了小区的每寸土地，
他的声音传遍了房前屋后，他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守护着小区
群众的身体健康，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用实际行动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实在岗位上，充分
展示了新时代检察人的忠诚和担当，实实在在践行了他常说的
一句话：“我是一名党员，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疫情期间，家里就我们娘俩，
外出不方便，社区志愿者任疆帮我
们买菜，基本上两天一趟，蔬菜种
类丰富，也很新鲜，价格都比较合
理。我们特别感激他。”6月19日，
一师阿拉尔市铧阳鑫城小区居民
张楠楠说。

买药，找志愿者；买菜，找志愿
者；心理咨询，找志愿者……疫情
期间，一师阿拉尔市春晖社区的志
愿者们用热情和汗水默默地为居
民们服务。

“听说社区要招募志愿者，我
立刻报了名，想着为大家尽一份
力。”2月5日，一师阿拉尔垦区检
察院民事行政与公益诉讼部主
任、党支部副书记任疆得知居住
的春晖社区要招募志愿者时，主
动请缨，加入了社区疫情巡防工
作组。

作为社区疫情巡防工作组组
长，任疆主动亮身份、作表率、见行
动，靠前服务居民。他说，工作组
每天严格落实小区疫情防控宣传、
排查预防、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
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做
好居民的服务保障工作，担任他们
的“生活管家”，成为他们的送货
员、联络员、随访员、心理疏导员。

“在居家防疫的那段时间，买
药成了我的麻烦事儿，任疆不嫌劳
累，帮着我一趟趟买药，让我十分
暖心、安心。”居民张先富说。

在社区疫情巡防工作组工作
第一天，任疆在业主微信群里询
问：“谁有需要办的事？告诉我，我
帮你们办理……”

“我需要购买降压药，不知你
明天能否帮我买？”

“可以，明天我去买。”任疆马上
把“跑腿”的事承担了下来。

“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工作中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
想到、做到，决不能疏忽大意。”任疆说。疫情期间，他带领
巡防工作组成员累计为小区140户300名居民发放、张贴
疫情防控宣传材料1000余份；为居民义务提供购买生活
用品等“保姆式”服务150余人次，形成了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强大合力。

当时，一些老人因为待在家中不能外出，产生了焦虑
情绪。任疆耐心倾听他们的述说，让他们把焦虑情绪宣泄
出来后，再把当前疫情防控情况介绍给他们。

在任疆的耐心开导下，老人们的情绪得到疏解。随
后，任疆主动承诺，会帮他们尽力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一句

“我来帮助你们”，让老人们备感温暖。
作为一名检察官，疫情期间，任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高检院《关于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刑事案件办
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积极开展特殊时期“无接触”办
案模式，既依法履行好法定职责，又严格落实隔离、防控
相关要求，认真做好案件审查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注入“检察能量”，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检察工作不断线、
不松劲。

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任疆承办案件3件4人，提起公
诉2件3人。“特殊时期，检察官更要充分履行好法律监督
职责，为疫情防控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任疆说。

有人问任疆，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他这样回答：“因为
被需要是一种幸福。我是一名党员，党需要我到哪里，我
就到哪里。”

在天山景区不知名的群山里，有一座
20世纪60年代便存在的“老古董”——十
二师二二二团水电站。尽管“垂垂老矣”，
供电量已满足不了现在生产生活的需求，
但它依然“不知疲倦”地运转着。

沿着明渠往上游走5公里，一片绿意中
有两座乱石荒山，名为蛤蟆山和猴子山，两
山间有处豁口，二二二团水电站渠首便在
此。一条银练从天山深处逶迤而下，从烟
岚缭绕的豁口轻盈飘出，穿过渠首北去。

二二二团水电站是天山景区最后一级
水电站。为保障发电安全，守好渠首至关重
要。渠首于1960年年初修成，陆续来过几
位年轻人，没过多久便受不了荒芜的环境和
枯燥的工作，纷纷撂了挑子。直到1971年，
山东支边青年高明福在此盖房、安家。

建桥、种树、修闸门，枯水期钻5公里长
的山顶暗渠检查维护……高明福一守便是
30年，退休后仍留在渠首养老。父亲高汝
星被接到这12年，种了上千棵树，长眠于
此；儿子高新东留守渠首也有40余年。半
个世纪间，渠首荒山被这一家三代五口人
靠手拉肩扛种下3万多棵树，如今青山尽
显、绿水长流。

看水、种树，渠首为家

“老爹哎，您放下，放下，我来浇，我来
浇……”

6月1日，57岁的二二二团热电公司职
工高新东巡完渠回到家，看到老父亲正颤
巍巍地在林子里浇水，急忙飞奔过去。

“怕啥，我身子骨硬着呢！”
今年81岁的高明福走路略微蹒跚，语

气却中气十足，依然透着山东人的豪气。从
20世纪70年代至今，高明福靠一把锄头、一
双大手在渠首的荒山上种树。而今，树已成
林，山已染绿，老人依然守望着大山。

1959年，高明福从山东支边来疆，起初
负责在三工河看水，1971年被调到二二二
团水电站渠首看水。

刚来时，渠首跟前只有一个草笆子房，
房内堆着一床旧被子，一盏简易油灯立在
蒙着灰的破木桌上……

“我是来享福哩！”高明福回忆道。在
“风之头、水之尾，绿洲最外围、沙漠最前
沿”挥洒青春汗水是那一辈兵团人的写照，
被组织安排到依山傍水处的高明福，为此
感到愧疚不已，觉得自己“偷了闲”。

群山成为难以逾越的屏障。没有路、
医疗条件差、不通邮，高明福每隔半个月去
50多公里外的团部取一次信。进出山时，
运气好了能遇到过路的拖拉机捎带一程。

近乎与世隔绝的岁月，高明福摸索着
翻新了吊桥，将手动闸门改成了电动闸门，
并把草笆子房改成了土木平房。这期间，

他记录的数万组水位数据，与水文站观测
记录悉数吻合。

巡渠时在其他山上剪些树枝背回来，
用自制独轮车从几十公里外运回肥料，用
手刨出荒山上的石头加固拦洪坝……闲暇
之余，高明福搞起了种树的“副业”。

“毛主席说了，种树光荣！”高明福说，
“我们看水人，与水与树，生死不离。”

在渠首的第十个年头，高明福将已年
过七旬的父亲高汝星接来。看到荒山已略
带绿意，身子骨还算硬朗的老人二话不说
便提着水桶上山去照料林子。1993年，高
汝星与世长辞，埋在了山林里。匆匆12年，
老人种下的上千棵树已长得郁郁葱葱。

2000年，高明福光荣退休。

护渠、守绿，扛起责任

打记事起，高新东就一心想要逃出大
山。在他的记忆里，自己不是坐在独轮车
上被父亲推着上山种树，就是大些后扛着
铁锹跟在父亲身后种树，“骑铁驴、看夜景，
城市里哪一样不比山里种树来得潇洒？”高
新东想。

1979年，初中毕业后，高新东被分到乌
鲁木齐市工作，这在当时的水电站可谓轰
动一时。可高明福考虑到水电站缺人，执
意让儿子回来。为此，高新东第一次与父
亲闹了脾气。

“看水、种树，看水、种树，这样的人生
有意义嘛！”面对儿子的满腔委屈，高明福
欲言又止。最终，16岁的高新东还是放心
不下父母独守深山，选择留在渠首。

1988年，高新东结婚。1993年，妻子
薛丽萍调到渠首。

2003年春，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一天，
高新东和薛丽萍测完水位，回到家里和父
母拉起了家常。

“哎，朋友，山顶雨大得很，快躲躲
……”突然，一位放羊经过的哈萨克族牧民
喊道。高新东心里一颤：每只羊身上的毛
都一绺一绺地往下滴水，这雨来得凶猛！
他立即给上级水电站打电话，但始终无法
接通，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高新东连忙跑去查看水尺，发现水位
并无变化，又忙将老式流速仪放进水里。

“水流变大，现在30个水（看水人的行
话，指渠水每秒流过的立方数）。”高新东大
声说，“丽萍，快给咱们水电站打电话，让他
们做好防洪准备。”

“50个水！”
“60个水！”
高新东焦急地报着流速，一声高过一

声，短短3分钟，水尺已被淹没，而此时天空
乌云密布。

薛丽萍手抖着拨了好几次才把电话打
出去，她清楚，渠首最多只能承载60个水。

“站长，做好防洪准备，山顶大雨……天
哪……”薛丽萍话没说完，便远远看到豁口上
方一条洪流冲了下来，大雨瞬间倾泻而下。

高新东冲过来一把抢过妻子的手机，
大声喊道：“70个水，快准备，拦洪坝最多撑
一分钟！”

说着，山洪携带着树干、碎石朝渠首扑
来。“丽萍，快带着爸妈往高处跑，我去提
闸。”高新东箭一般往泄洪闸门跑去——一
定要保住渠首！

薛丽萍拉上公婆便跑，回头一看，拦洪
坝已被冲垮一半。

此时高新东正在控制室提闸。电动闸

门失控，只能手动提闸。“起……”平时至少
要两人才能转动的提闸轴轮，硬是被他咬
牙转动。闸门缓缓提起，但险情才刚开始。

随着一声巨响，山洪裹挟着另一半拦
洪坝的碎石咆哮而来，薛丽萍凄声喊着丈
夫的名字。

“新东……”
半夜，洪水稍退，薛丽萍带人来到渠首

边，看着只露出屋顶的家，眼泪止不住地流。
“高新东，你活着没……”薛丽萍冲着

夜空哭喊。
“活着呢……”从黑暗中传来高新东略

带疲惫的声音。
是那些树，阻挡了大部分山洪挟带的

碎石，让高新东有机会捡回一条命。
“臭小子，小时候让你种树还总耷拉着

脸，现在知道种树好了吧？”高明福用力拍
着儿子的肩膀笑着说，眼睛却红肿着。

后来据水文站测量，此次洪水最高峰值
达到200个水，创了历史之最。高新东示警
及时，二二二团水电站渠首保住了，不过上千
棵树被洪水冲毁，让高新东既心疼又感激。

传承、坚守，初心依旧

“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
草低哎，见牛羊……”

5月的一天，高新东唱着小曲开始了巡
渠工作。翻山、钻渠，清堵口、填裂缝……
高新东左手提着一筐水泥，右肩扛着锄头，
在倾斜60多度的泄洪管道上健步如飞，一
首悠扬婉转的《沂蒙山小调》被他唱得粗犷
激昂，在寂静无人的天山深处回荡。

在高新东的记忆里，父亲忙完后都会坐
在渠首望着渠水，哼唱这首《沂蒙山小调》。
当时，他只觉得好听，久而久之也会唱了。
当有途经的山东来客时，父亲总和他们有唠
不完的嗑，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他才知道，
父亲想家了。但高明福对儿子说得最多的
却是：“渠首就是咱的家，咱的根！”

“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儿女，前赴
后继，团结聚集在兵团的大旗下，扎根边疆，
献青春、献终身，激励后来人。我很自豪，我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高新东说，“兵团人在亘
古荒原建工厂、大漠深处修水利、戈壁滩上盖
花园，我干不了啥大事，这辈子就把树种好！”

高新东还有两年多就要退休了，渠首
的吊桥被他一遍遍加固，运土的木质独轮
车也换成了铁三轮，他亲手种下的树早已
望不到顶。

巡完渠的高新东，又扛着铁锹喊妻子
往渠首旁的沉砂池走去。枯水期即将结
束，他们要尽快清理掉30余吨淤泥，活重、
人少，他们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坚守着们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坚守着。。

““一辈子守下去一辈子守下去，，一代代看下去一代代看下去。。””高明高明
福望着儿子忙碌的背影福望着儿子忙碌的背影，，喃喃说道喃喃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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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青山绿水间
●齐龙 安媛杰

两座荒山，一方渠首，守望天山深处；一份传承，三代坚守，郁郁三万树木；半个世纪，不忘初心，只为山青水绿。时至今日，高明
福、高新东一家的故事还在继续——

任疆（右）为社区居民送去蔬菜（摄于2月10日）。
牛远明 摄

展翅翱翔的老鹰，俏皮可爱的猴
子，惟妙惟肖的蛇……一件件根雕作品
无不呈现出天然质朴的艺术韵味。如
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想象这些精
美的根雕作品是出自一位普通的团场
职工之手。

今年51岁的王长生出生在甘肃农村，
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只上了几年学就不得
不辍学。后来他去西安打工，在一家根雕
厂工作了3个月，天资聪慧的王长生学会
了根雕手艺，从此和根雕结了缘。1999年
来到五师九十一团后，王长生承包了几亩
红提葡萄地，虽然工作辛苦，但是他一直
没有把根雕的手艺荒废。

6月8日，笔者来到九十一团二连，走
进了王长生家中，看着他家里摆满造型优

美、形态各异的根雕，很难不被这些活灵
活现的工艺品所吸引，忍不住想伸手去触
摸一下。

以树根为纸，以刻刀为笔墨，化腐朽
为神奇。王长生用一双巧手雕龙刻凤，赋
予枯根以生命和灵魂，雕琢着这个世界的
精彩。

“根雕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
要想把一段树根雕刻成一件栩栩如生的
成品，就得耐得住性子，创作一件作品少
则数十天，多则数年，其间有烦恼和焦躁，
也有喜悦和收获。”王长生向笔者介绍道。

这几年，痴迷于根雕艺术的王长生，
雕刻出了《鹰击长空》《金蟾欲扑》《猩猩打
盹》《金蛇吐信》等上百件作品。

他的作品都是就地取材，变废为宝，

每当遇到一些造型独特的树根，王长生就
会琢磨它像什么，根据树根原有的形态，
修剪掉多余部分，然后脱皮、造型、打磨、
抛光、上漆，按照自己的想象雕刻作品。

在采访的过程中，王长生多次强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有这个兴趣
爱好，他才能坚持这么多年。“根雕一直
以来就是我的爱好，哪怕我年纪再大，
我依然会坚持创作，做出自己最满意的
根雕作品。”王长生说，每当他遇上烦心
事，看着自己的根雕作品，或动手创作，
就能平复自己的心情。根雕已是他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在王长生家中，一件长1.4米、高1.2米
的大型根雕作品《凤凰》格外引人注目，这
是王长生花了一年半时间精心雕刻的。

2010年，王长生在地里干活时，意外发现了
一个外形酷似凤凰的梧桐树树根，他特别
激动，如获至宝地运回了家，精心雕刻出了
这件作品。

今年，王长生又创作了《吉祥鸟》《飞
鱼》《珊瑚树》等十几件根雕作品，创作这
些作品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和体力，可是王
长生乐在其中：“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再累
也值得！”

王长生创作的这些充满生命力的根雕
作品少有人问津，但是热爱根雕艺术的他
一直希望能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王长
生说，他会坚持创作，让自己的雕刻技艺
更加纯熟精湛。今后，他准备开办一个根
雕艺术培训班，让更多人了解根雕、学习
根雕、爱上根雕。

王长生王长生：：““根雕达人根雕达人””巧手慧心巧手慧心
●雷蕾 陈奎

◀6 月 1 日，高新东夫妇高新东夫妇
正在清淤正在清淤。。 田园 摄

6月1日，高新东在修剪枝条。 田园 摄

▶ 6 月 1 日 ，高 明 福高 明 福
（（左左）、）、高新东父子看着亲手高新东父子看着亲手
栽种的树变成茂密树林栽种的树变成茂密树林，，感感
到十分欣慰到十分欣慰。。 田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