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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五师八十四团六连职工杨
彩虹开着车从团部来到连队自己的地里，
查看玉米长势。

杨彩虹1994年来到八十四团，当时
22岁的她曾是一名乡村代课老师，到团
场后成了一名职工。兄妹排行中最小的
她，在家里几乎不干农活儿，到了团场后，
看着家里的上百亩地，她一筹莫展。好在
丈夫能干，带着她从头学起，几年下来，杨
彩虹成了连队的种植能手。

2000年，连队部分职工到外地打工，
土地闲置无人承包。杨彩虹看到后想，土
地不种太可惜了。于是她找到连队领导，
要求承包职工撂荒的土地。那一年，她和
丈夫拿出所有积蓄，并贷款20万元，一下
承包了连队800亩土地，种植了小麦、打
瓜和甜菜，通过夫妻俩的辛勤努力，当年
收入30万元。

别人种植亏损的地，却成了她家的聚
宝盆，这让许多人不敢相信。杨彩虹却坚
定了种地的信心。2005年以后，她家承

包土地面积达到1500亩，年收入在30万
元以上，最高年收入达到45万余元，她成
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

2013年2月，杨彩虹被全国妇联评
为“全国农村科技致富女能手”，这份荣
誉，是对杨彩虹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褒
奖。

杨彩虹富裕了，她并没有忘记身边的
乡亲。

连队蒙古族职工艾明，因经营不善，
放弃了种地，举家外出打工，可生活依旧
捉襟见肘。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杨
彩虹和丈夫遇到了艾明，了解到她家的情
况。杨彩虹苦口婆心地劝说艾明夫妇放
弃漂泊的生活，回到团场承包土地，并承
诺出资金、出技术帮助她。

在杨彩虹的劝说下，2010年，艾明夫
妇回到连队承包土地。杨彩虹拿出3万
元给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在定苗、放苗、灌
水等生产环节对他们进行指导。当年，艾
明夫妇种植了40亩菊花、50亩制种玉

米，在杨彩虹的帮扶下，收入近6万元。
这几年，艾明家的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
过越红火。

在职工乔云芝眼里，杨彩虹是他们一
家感恩一辈子的人。

2008年11月，乔云芝回内地探亲期
间，被确诊患有脑瘤，手术费需要10万
元。这么大一笔费用，对于这个有3个孩
子的家庭来说，压力非常大。杨彩虹得知
她的情况后，立即通过电话联系到乔云
芝，为她寄去了手术费用。经过4个多月
的治疗，乔云芝康复回到团场。杨彩虹专
门在团部联系了一辆出租车，亲自把她送
回了家。

对于回族劳务工马腾宵来说，杨彩虹
是比他的亲人还亲的人。

2013年1月30日，马腾宵未满1岁
的孩子被严重烧伤，左脚面临截肢的危
险，高额的治疗费用让马腾宵欲哭无泪，
一筹莫展。万般无奈下，马腾宵给杨彩
虹打去了求助电话。让他没想到的是，

很快，杨彩虹和丈夫谢风尚就开车从团
部赶到了五师医院，把1万元钱交到他
的手上。由于治疗及时，孩子很快恢复
了健康。

这些年来，杨彩虹已经记不清自己帮
助过多少人了，她为困难群众垫付资金上
百万元，部分资金至今都没有归还。

连队职工张新华想购买一台玉米脱
粒机，可手中没有足够的钱，他找到杨彩
虹，杨彩虹当即借给他4万元。当年，张
新华没有挣到钱，连第二年种地的资金也
拿不出来，杨彩虹又为他担保7万元生产
资料费。由于经营不善，张新华一直没有
挣到钱，也一直没能给杨彩虹还钱。

杨彩虹还先后为连队回族职工何建
军垫付生产资料费用30多万元。2019
年，何建军突发疾病去世，这些钱杨彩虹
从来没有向何建军的家属提起过。

“只要大家过得好，我心里就高兴，借
出去的钱收不收回来并不重要。”杨彩虹
心里特别敞亮。

7月8日，在六师芳草湖农场六连的
一块棉田里，皮肤黝黑的农场小伙李亚
伟身穿迷彩服，头戴凉帽，手持遥控器，
正在操控一架农用无人机为棉田喷洒农
药。“这是我自己购买的无人机，为200
亩棉田喷洒农药，1个多小时就能完成。”
李亚伟说。

近年来，随着芳草湖农场经济社会
不断发展，一批批年轻人怀揣梦想返回
家乡，活跃在农场的各行各业，他们通过
不断努力和付出，在实现各自梦想的同
时，更为农场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操控无人机放飞梦想

今年33岁的李亚伟出生在芳草湖
农场，父母都是连队职工。他2010年毕
业于乌鲁木齐职业大学，走出大学校门
后，李亚伟应聘到了库尔勒市焉耆县一
所学校，成为一名教师。作为家中的独
子，每年寒暑假李亚伟都要回农场看望
父母，帮助父母干农活。每次回来，父亲
对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现在农场政策越
来越好，种地也一样能干出一番事业！”
听了父亲的话，李亚伟心动了。

2015年，李亚伟向学校提出了辞
职，理由是“农场天地宽，回家去创业”。
从教室走进农田，对于从小在农田里长
大的李亚伟来说，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去
适应。2016年，李亚伟和妻子种植了
400亩棉花，平均亩产达到400公斤，收
益十分可观。

2018年秋天，几家农技公司带着
农用无人机来到芳草湖农场，为种植
户喷施落叶剂。李亚伟率先选择使用
农用无人机为棉花喷施落叶剂，看着
农用无人机的作业过程，他被深深吸
引了。

2018年，秋收结束后，李亚伟通过
网络详细了解了农用无人机的价格、性
能等信息。“利用拖拉机喷药，速度慢、伤
苗，农用无人机不与农作物接触，喷药更
均匀、速度更快，还可以夜间作业。”李亚
伟说服了家人，当年11月，他报名学习无
人机操控技术，并获得了无人机飞行资
格证。12月，在家人的支持下，李亚伟投
资10万元购买了一架农用无人机，每到

农忙时节，凭借着良好的作业效果，李亚
伟的农用无人机成了大田里的香饽饽。

如今，在李亚伟的影响下，农场4名
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别购买了农用无人
机，组成飞行队。忙完自家的农活后，李
亚伟和飞行队队员们一起，带着无人机
穿梭在南北疆的农田里，放飞自己的创
业梦想。

创办工作室耕耘梦想

今年30岁的花航，父母都是芳草湖
农场三十三连职工。从上小学起，每到
寒暑假，花航就跟随父母去地里劳动，他
深深体会到农场职工的辛苦，也对农场
的土地有了很深的感情。

2012年7月，花航从四川管理职业
学院毕业后，应聘成为乌鲁木齐人民广
播电台的一名实习主播。在一年的实习
中，花航凭借对广播事业的热爱，通过自
学，不断钻研专业技能，很快成为一名合
格的晚高峰节目主持人。

通过多年在广播电台的锻炼和学
习，花航在策划、编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这让他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2016年3月，花航与在新疆医科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工作的云帆结为连理。就在
他收获了爱情、事业不断进步的时候，
2017年6月，花航和妻子选择辞去稳定
的工作，回到芳草湖农场创业。

创业是艰难的。2017年年底，花航
和妻子在芳草湖农场开办了一家火锅
店。“隔行如隔山”，从一名节目主持人转
型为火锅店老板，没有从商经验的花航
失败了，火锅店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就
关门了。

2018年春节前夕，偶然的一次机
会，花航作为主持人，走上了芳草湖农场
自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饱满的激
情、字正腔圆的发音，给农场群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这让花航对自己的创业有
了重新定位。

2019年3月，花航应聘到芳草湖农
场文体广电服务中心，成为一名播音
员。通过在广播里展现出的专业素养，
花航得到了农场群众的认可。

今年3月，花航投资近20万元成立

了芳草湖农场第一家文化传媒工作室，
工作室主要运营文学创作、企业品牌包
装、影视拍摄制作、企业宣传推广等项
目。“公司正式运作以后，可以为农场的
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为提升农场文化影响力贡献一分力量。”
花航说。

开办服务部实现梦想

5月1日，芳草湖农场居民佟阳走进
了开张不久的芳草湖蚂蚁工程装饰服务
部，服务部负责人周思敏接待了她，详细
了解了佟阳在家装方面的需求。5月8
日，当佟阳看到周思敏为她家量身定做
的家装360度VR全景效果图时，仿佛看
到了新家的样子，非常满意，双方随即签
订了装修合同。

7月1日，芳草湖农场青年黄鑫来到
周思敏的蚂蚁工程装饰服务部，准备将
奶茶馆好好装修一番。“从店面装修设计
方案到营业宣传彩页，周思敏都为我做

好了，蚂蚁工程装饰服务部一站式
的服务特别方便。”黄鑫说。

今年30岁的周思敏出生在芳
草湖农场，高考落榜后，不到20岁
的周思敏带着简单的行李到昌吉
市打工。为了有个落脚的地方，周
思敏在一个居民小区租了一间地
下室。为了生活，他干过保安、餐

厅服务员。
2011年1月，周思敏应聘到一家广
告公司，由于有电脑操作基础，他很快
学会了平面设计，也学会了其他设备的
操作，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能够从事自
己喜欢的职业，周思敏终于找到了人生
目标。

2011年盛夏的一个下午，周思敏给
一个客户安装广告灯箱，完工后，满身灰
尘和汗水的他站在路边打车，却没有一
辆车停下来，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周思
敏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创业的信
心。

2012年6月，在家人的帮助下，周思
敏投资10万元在昌吉市开办了金鑫雕
刻喷绘店。在经营过程中，凭借着诚信
和吃苦耐劳的精神，3年时间周思敏就还
清了欠款，购买了楼房和汽车。2016年
8月，周思敏开办了蚂蚁服务装饰服务
部。2019年5月，他又与他人合作投资
开办了一家瓷砖厂。

周思敏的事业越做越大，但是他始
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无论我在哪儿，
我都会说我是芳草湖农场人！”周思敏
说。

今年3月，周思敏和妻子回到了芳
草湖农场。4月15日，周思敏的芳草湖
农场蚂蚁工程装饰服务部开张了。“我要
让家乡人更好地享受生活，让家乡变得
更加靓丽！”周思敏说。

“只要大家过得好，我心里就高兴”
●兵团日报常驻记者 胡维斌

最美的路是回家的路最美的路是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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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一师十六团十七连职工
肖健在自家果园里忙着浇灌。“6月至
7月进入花芽分化期，高温天气，必须
给果树浇足水。”站在果园的田埂上，
他笑着说，“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实施以
后，现在都是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
种，农资也是自己买，开支明显减少
了，职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没种植果树以前，家里穷得叮当
响。”回忆起种果树的经历，今年56岁
的肖健感慨万千，“以前不懂种植技
术，多亏连队‘两委’和左邻右舍帮忙，
才让我有了这个果园。现在我有了能
力，也要给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自1998年承包果园以来，肖健先
后向亲朋好友借款100余万元，在大家
的帮助下，他依靠种植果树脱贫致富，
成了团场小有名气的果树种植能手，
从曾经的负债累累到如今身价百万。
2012年、2014年，他先后获得“兵团百
佳示范户”和“建设新疆奖章”，还连续
多年获得师团“致富带头人”称号。

致富后的肖健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2012 年，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说：“在大家的帮助下，我致富了，但
我不能忘本，我要用技术和资金，帮助
更多的人致富。”

肖健是连队有名的热心肠，他引
导职工科学种植，为有需要的人提供
资金帮扶。每当人们说起自家的果树
种植，总忘不了带领他们致富的肖健。

十六团十七连党支部书记、连管
会指导员谭月生说：“肖健经常到一
师、三师、十四师传授技术，作为一名
党员，他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肖
健主动为困难职工提供技术指导、资
金扶持，用行动带领职工走上脱贫奔
小康的道路。

2014年年底，肖健组织连队12名
困难职工成立了技术服务队。他在自
己的果园讲授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
等技术，使12名队员熟练掌握了果树

管理技术。
冬春果树修剪季节，肖健带领12名队员到周边团场和县市为

果农进行技术培训，提供上门服务。
2015年，许多周边团场困难职工慕名而来，向肖健学习果树管

理技术，并加入他的技术服务队。目前，肖健的技术服务队已有40
余名困难职工，服务范围包括一团、二团、三团、六团、七团、阿瓦提
县及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在肖健的带领下，服务队靠优质的服务赢
得了众多果农的赞誉，队员人均年增收1.5万元。

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实施后，职工种什么果树由自己决定，肖健
看到部分职工有些迷茫，就在自家鱼塘周围栽种了十几种果树，打
算试种成功之后向职工推广。

蒋勇是十七连的一名枣农，2009年承包了枣园，由于种植、管
理枣树经验缺乏，15 亩枣园中只有不足 5 亩地的红枣树成活。
2015年，肖健主动联系蒋勇，自己出资购进1700棵果树，种植在蒋
勇的枣园里，并手把手教蒋勇果树种植、管理技术。

肖健常说，自己经历过贫穷的生活，也感受过被人帮扶的幸
福。他要用自己的技术、经验和资金带领更多困难职工增收致富，
自己富更要大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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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健（右二）指导果农修枝（资料片）。 吴师旗 摄

一师十六团十七连职工肖健，致富后不忘曾经帮助过他的连
队职工，不仅利用自己的果树种植管理技术帮助困难职工增收，
还提供资金扶持困难职工，引导他们增收致富。

有求必应、热心热情，是职工对肖健的评价。这些年，肖健
先后为职工提供技术服务 3000 多人次，免息借款达 180 万元，免
费送嫁接树苗几千株，禽类种苗几百只。

肖健把帮助困难职工脱贫致富当作自己的分内事。他出资
近 5000 元购买修剪工具分发给困难职工，义务为他们传授修剪
技术，帮助他们提升管理水平；毫无保留地为他们传授林下养
殖、特禽管理技术，引导困难职工树立市场意识、品质意识，帮助
他们增收。

多年来，肖健凭借自己坚定的信念、勤劳的双手，从负债累
累到身价百万，从一名普通职工成长为一名党员，他以职工呼声
为第一信号，以职工需求为导向，以职工期盼为目标，努力做带
领职工致富奔小康的主心骨、“领头雁”，帮助困难职工掌握一技
之长，增强增收致富能力，赢得了职工的点赞。

7月10日，周
思敏（右）正在和
农场居民交流店
面装修方案。

兵团日报常
驻记者 于三 摄

李亚伟在农
田里操控无人机
（ 摄 于 4 月 22
日）。兵团日报常
驻记者 于三摄

花航在芳草湖农场自办广播节
目 中 播 音（摄 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兵团日报常驻记者 于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