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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抗疫，更见 与当担 谊情
●兵团日报记者 马雪娇 兰玲玲

1月 14日，在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新疆六孚纺织工业园有限公司，阿孜古
丽·亚森正在前纺车间忙碌着,接线、换纱，双
手上下飞舞，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阿孜古丽·亚森家在喀什地区乌什县，
一家 5口人曾仅靠几亩核桃地和丈夫打工
为生。2020 年年初，抱着改变家庭生活状
况的想法，她来到新疆六孚纺织工业园有限
公司。

凭着勤奋好学，阿孜古丽·亚森很快上
岗，成了一名挡车工。如今，她每个月有3000
多元的收入。除去生活费，她每月都给家里
寄回2000元，一家人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彻底跟贫困告别。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2020年，五家渠经
济技术开发区各企业安置三师和喀什地区转
移就业人员155人，其中22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有了稳定的收入，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今年32岁的阿汗古丽·玉素甫是喀什地

区麦盖提县五乡的农民，曾一直靠种植棉花
为生，但每年仅有1万多元的收入，日子过得
紧紧巴巴。如今，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阿汗
古丽·玉素甫成为新疆益中园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员工，对现在的工作，她
十分满意。

益中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一
家食品加工企业，目前吸纳了30名转移就业
人员。该公司对转移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后，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安排岗位。上岗
后，员工每个月可以拿到3000元至5000元
的工资。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
福与稳定。近年来，师市先后帮助635名转
移就业人员解决了就业问题，实现了脱贫增

收。”六师五家渠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
局长郭晓峰说。

“我在这里学会了电焊和组装门窗，以后
回去可以在工厂打工或者自己干。”1月 15
日，在六师五家渠市新疆帅府建材工程有限
公司工作的吾斯曼·吐尔孙说。

2020年年初，吾斯曼·吐尔孙从麦盖提县
来到新疆帅府建材工程有限公司工作。经过
1个多月的技能培训，吾斯曼·吐尔孙和其他6
名转移就业人员掌握了电焊和组装门窗的技
能。“计件算工资，1个月最低能拿到2600元，
干得好的话，可以拿到4000多元。挣钱是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学好，到哪都有饭
碗。”吾斯曼·吐尔孙说。

在工厂学技术、在田间学种植、在圈舍学
养殖……从过去守着门前几亩地过日子，到
热衷学习技能、开辟增收致富渠道，许多像吾

斯曼·吐尔孙一样从南疆县市来到六师五家
渠市的群众，开始转变思想，主动学习，迈向
更广阔的天地。

今年，六师新湖农场共吸纳24名转移就
业人员。新湖农场将他们安排在环卫绿化、
林业防护、酒店和企业等岗位工作，在此基础
上，根据他们的特长，开展一门或者多门技能
培训，使其掌握就业本领。

来自乌什县的艾则孜·卡迪尔对种植感
兴趣。2020年，艾则孜·卡迪尔在新湖农场二
十连承包土地种植葡萄树，他虚心向农场种
植经验丰富的职工学习葡萄树种植管理技
术，在他的努力和农场职工的帮助下，他种植
的葡萄树有了好收成，挣了3万多元。

“我打算今年再承包一些土地，好好种植
葡萄树，把日子过得更好。”艾则孜·卡迪尔满
怀信心地说。

“我们社区与霍尔果斯市仅一河之
隔，我的馕饼店就开在两地接合部。除了
我们团场的职工来买我的馕饼外，地方上
很多群众也会光顾我的小店。现在生意
越来越好，日子就像这馕坑里的火一样
旺。”1月 17日，四师六十二团金桥社区居
民吐鲁汗江·库尔班江一边熟练地将馕饼
贴到馕坑里，一边招呼妻子给他打下手，
夫妻俩忙得不亦乐乎。

吐鲁汗江·库尔班江以前种过地、放
过羊，还在货场当过搬运工，辛辛苦苦工
作一年，收入却不多。2018 年，金桥社区
党支部在走访时了解到吐鲁汗江·库尔班
江的家庭情况后，提出帮他开一个馕饼
店，希望他能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增收致
富。“我知道他会打馕，就带他到伊宁市购
置了打馕用的设备，又忙着为他联系店
铺，帮他把生意做了起来。”金桥社区党支
部书记江国斌说。

2019 年，因为妻子古丽娜·阿卜杜外
力身体不好，一家人全靠吐鲁汗江·库尔
班江打馕维持生计。这时，金桥社区的兵
地民族团结共建单位——霍尔果斯市亚
欧东路街道丝路社区伸出了援手。“我们
与丝路社区开展共建活动的时候，社区干
部得知吐鲁汗江·库尔班江的事后，主动
伸出援手，帮着吐鲁汗江·库尔班江推销
馕饼，积极帮他打开销路。在丝路社区的
帮助下，吐鲁汗江·库尔班江的馕饼店经
营得越来越好，他们一家的生活再也不用
愁。”江国斌说。

2020年春节前夕，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为了配合社区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吐鲁汗江·库尔班江关店
待在家。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每天忙得像
陀螺一样，为了居民的安全健康顾不上吃
一顿热饭，吐鲁汗江·库尔班江就想着能
做些什么。“社区帮了我这么多，这时候该
我为他们做点事情了。”吐鲁汗江·库尔班
江和社区沟通联系后，做了 500 个馕，给
金桥社区和丝路社区的工作人员送去。

今年 1 月初，在金桥社区党支部的介
绍下，吐鲁汗江·库尔班江参加了丝路社
区举办的面点培训班，并成功通过中式面
点师职业技能考核，拿到了面点师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

“好日子就在眼前。今年我想好好存
些钱，以后开一个农家乐。”畅想未来，吐
鲁汗江·库尔班江满怀期待。

“每次得知十师秦剧团‘红石榴’文艺
轻骑兵联合阿勒泰市艺术团来给我们演
出，村里的大人孩子就早早守在舞台前，
等着演员们的到来。”1月 16日，哈巴河县
喀拉奥依村村干部库里孜依拉说。

十师秦剧团“红石榴”文艺轻骑兵与
阿勒泰市艺术团自2017年联谊共建以来，
共同探讨工作方法、相互交流工作经验，
把党的声音和先进文化元素融进了阿勒
泰地区 6 县 1 市、十师 8 个农牧团场的各
族职工群众心中。

“红石榴”文艺轻骑兵围绕“两个共
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编排了许
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他们组成文艺
小分队，走牧场、进山区、到乡村、下连队，
传承红色基因、唱响兵团精神、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将富有军垦特色的红色文化传
播到最远一家人、最后一公里。

“‘红石榴’文艺轻骑兵牢固树立区域
发展‘一盘棋’思想，与阿勒泰地区的 7个
歌舞艺术团协调、沟通、合作，在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程度、更高层次上谋划
推进兵地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十
师秦剧团团长宁向红说。

2020年，在进行兵地文化交流时，“红
石榴”文艺轻骑兵演员为地方群众献上了
一场场精彩的演出。《江山》《我爱你中国》
《石榴花开》等节目，多次赢得满场喝彩。
激动的观众手舞国旗，和演员们互动，一
次次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演出结束后，一些哈萨克族妇女将提
前烧好的奶茶和哈萨克族美食递到演员
手中，并和演员互留联系方式，希望能和
演员像家人一样经常联系。

迈向更广阔的天地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徐英徐英

“好日子就在眼前”
●吴海维

将红色文化传播到
最远一家人

●张庆国

1月17日，三师图木舒克市新疆西域鸿路纺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制作一批外贸订单。

车间班长阿依谢木·亚森穿梭在各操作台检查质
量、清点数量。阿依谢木·亚森是喀什地区疏勒县巴合
齐乡六村村民，在该公司就业后，他有了稳定收入。

2020年10月底，喀什地区疏附县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三师图木舒克市与喀什地区不断完善兵地统一、区
域协同的疫情防控体系，实现防控措施有效对接、防控
信息互联互通、防控资源统筹调配，形成了唇齿相依、联
手抗疫的强大合力。

三师图木舒克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依托辖区企业主
动吸纳地方劳动力就业，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新疆西域鸿路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里的很多工
人都是周边地方乡镇的村民。“疫情期间，在企业规范管
理下，公司订单没有减少，我们自己收入也很稳定。”阿
依谢木·亚森说。

在三师四十一团
兵地联合防疫卡点，工
作人员对保障物资外
包装进行核酸检测采
样（摄于 2020 年 12 月
22日）。 侯全县 摄

三师四十一团
及时为辖区企业员
工及社区居住的地
方群众免费开展核
酸 检 测（摄 于 2020
年11月16日）。

王晓东 摄

——三师图木舒克市与喀什地区兵地联防联控抗击疫情纪实

协调联动 凝聚力量筑防线

“您好，请测一下体温！”1月13日，在三师四十一团
五连兵地联合防疫卡点，执勤人员身穿防护服，对来往
车辆的驾驶员测量体温，对车辆进行消毒。

去年10月疏附县发生疫情后，兵地迅速行动，1个
小时内，四十一团与周边县市在兵地接合部增设7个联
合防疫卡点。

“我们建立了兵地统一、区域协同的疫情防控体系，
与地方执勤人员一起坚守卡点，细致落实每项防疫措
施，守护好兵地群众的生命线。”四十一团五连兵地联合
防疫卡点负责人王博说。

四十一团地处喀什地区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三县一市”中心地带，针对群众“嵌入式”居住情况，
四十一团与疏勒县、疏附县、阿克陶县协调联动，共同排
查流动人员和密切接触者，做到全面摸排、精准溯源，形
成疫情联防联控合力，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形势逼人，容不得懈怠，三师图
木舒克市与喀什地区各条战线动如闪电、迅如风雷，联
防联控工作全面铺开。

兵地召开联防联控联治工作会21次，信息互通92
期。健全指挥调度系统，在重要部位、区域、环节设立防
控联合检查站，兵地双方实现机制互通、信息共享、人口
联管、卡点联查。

明确职责任务，落实“控”的措施。兵地对由公路、
图木舒克唐王城机场及巴楚火车站等进入辖区的人员，
及时进行分流处置。

密切协同配合，做好“治”的工作。冒严寒、抢
时间，兵地双方医务工作者坚守地方乡镇和师市

各级医院发热门诊，成为守护职工群众健康
安全的“钢铁战士”。

一系列务实有效的举措、一
道道抗击疫情的严密防线迅速构

筑，见证着兵地与疫情较量
的决心。

齐心协力 汇聚合力稳供应

患难与共，更见手足情谊；同心聚力，方能攻坚
克难。

近日，三师图木舒克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为巴楚县
火车站工作人员送去一批防疫物资，巴楚县火车站站
长李涛说：“疫情期间，三师全力协助火车站储备防疫
物资，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一件件防疫物资，承载的是同舟共济的决心。
为合力战疫，三师图木舒克市与喀什地区建立兵

地疫情应急保障机制。期间，因防控需要，三师图木
舒克市从喀什地区调配医用及民用防护口罩共计2.4
万个、医用防护帽830个、医疗测温枪90个。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兵地全面加强重点防控
物资的生产、采购、调配工作，积极开辟运输“绿色通
道”，加强蔬菜、水果、肉蛋奶、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
生产供应，确保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合力攻坚，战胜疫情的信心更足。为全力保障兵
地职工群众生活，师市、团场两级下沉干部144名、网
格长303名与来自兵地的127名志愿者，第一时间沉
入8个连队23个小区，全力做好疫情期间的兵地职
工群众服务工作。

众志成城，是最有力的阻击。
坚守在岗位上的社区工作者贴心服务，安抚人

心；志愿者奔走在小区里，为居民送菜送药……面对
疫情，兵地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凝聚起万众一心
的强大力量。

携手共进 经济发展不减速

2020年11月10日，在三师四十一团良种连职工刘
在民的地里，地方务工人员戴着口罩，忙着采摘、分拣鲜
果。刘在民说：“现在正是冬桃、苹果采收季节，但受疫情
影响，劳动力短缺。我家的35亩苹果，全靠地方兄弟帮忙
采收后，顺利销售出去的，患难见兵地情谊啊。”

2020年12月23日，四十一团二连60亩需要人工采
摘的棉花还在地里，眼看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棉花种植户
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四十一团积极与阿克陶县皮拉力乡皮拉力村对接，
64名地方拾花能手立刻来到二连捡拾棉花。棉田里，棉
花如茫茫白雪，兵地群众在这里描绘着团结互助的生动
画卷。

因为这万众一心的力量，即便疫情来袭，丰收依然不打折。
在新疆东纯兴集团第一生产车间，生产线飞速运转，

员工快速将成品装袋打包，拖拉机将袋装成品及时拉运
入库。东纯兴集团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开足马力，加
速生产，确保全年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为打通运输“肠梗阻”，兵地加强协调，聚焦农产品销
售、生产物资供应等“堵点”“痛点”，携手实现企业原材料
运得进、农副产品运得出。

疫情期间，在三师图木舒克市各工业园区，塔吊林
立、机器轰鸣，施工车辆有序进出，施工人员加紧施工，落
地企业纷纷竖起大拇指。

在三师图木舒克达坂山工业园区内的锦华城纺织
（集团）有限公司全产业生产项目现场，首批生产设备及
时运输到位。项目负责人李峰说：“因为原料等运送及
时，疫情期间，项目建设没有停工。目前，我们正在培训
工人，争取明年及时投产。”目前，该项目5栋厂房正在进
行主体建设。

兵地携手、齐心合力，共筑坚强防线；守望相助、并肩前
行，汇聚磅礴力量。三师图木舒克市与喀什地区展现携手战
疫的担当，坚决护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