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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手，也能闯出新天地
——“兵团自强模范”努尔艾力·吾布力的故事

●●兵团日报记者 陈琼 实习生 马瑞

在三师伽师总场，43岁的努尔艾力·吾布力，多年前因一
场意外，失去了左手。让人想不到的是，他靠着一只手开起了
一家建筑材料专卖店，不仅经营的红红火火，还带动当地5名
残疾人群众走上了增收路。2020年，努尔艾力·吾布力被评
为兵团自强模范。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希望自己能
带动更多残疾人‘站’起来，富起来。”努尔艾力·吾布力自信
地说。

2004年，努尔艾力·吾布力因一场意外失去了左手，当
时，他心灰意冷，情绪低落。连队“两委”、朋友、家人轮流找努
尔艾力·吾布力谈心，“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大家一起帮助
你！”“身残志坚，很多残疾人都闯出了一番新天地，你也可
以！”“老婆和孩子都需要你，你一定要振作起来。”考虑到生活
生产上的不便，连队将他承包的土地调整到离家较近、等级较
好的地块，还为他申请了生活补助。

就这样，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下，努尔艾力·吾布力重新
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起早贪黑在棉田里忙碌，棉花夺得了
高产。

2005年，闲不下来的努尔艾力·吾布力心中萌生了创业
的念头。在伽师总场残联的安排下，他参加了兵团残联举办
的创业培训班。培训回来后，努尔艾力·吾布力收获满满。“创
业，首先要做好市场调查，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培训班
老师的话，努尔艾力·吾布力牢牢记在心里。他每天去巴扎上
转一转，惊喜地发现，很多人想盖新房，但是巴扎上却没有专
卖工程建筑材料的店铺。

说干就干，努尔艾力·吾布力筹措到3万元钱，开了一家不
到100平方米的建筑材料专卖店，主要经营水泥、石灰、沙子、
砖块等建材。他不怕艰辛，虚心学习，苦心经营，第二年店铺
实现了10万余元的盈利。

虽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努尔艾力·吾布力一心想着
和他一样的残疾人。“看到那些因为身体残疾而失业，生活困
难的人，我心里很难受，能帮一点算一点，大家一起渡过难
关！”随着店铺走上正轨，努尔艾力·吾布力接纳5名残疾人在
店里就业，铁力瓦尔·瓦依提就是其中一位。

“我的工作是装卸和运输各种建材，每个月工资三四千
元，现在生活稳定了，干劲也大。”虽然腿部有残疾，但是铁力
瓦尔·瓦依提选择了坚强，在努尔艾力·吾布力的帮助下，走上
了致富路。

“我希望身边能有更多自立自强的残疾人，用勤劳的双手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努尔艾力·吾布力说。

漂亮的砖瓦房、整洁的庭院、干净
的厨卫 ...... 如今，六师芳草湖农场三十
三连职工群众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昔
日“脏乱差”，如今“洁净美”，三十三
连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宜居连队，实
现了人居环境的“蝶变”，职工群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2020 年，该
连队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1 月 10 日一大早，连队职工杜建
军来到连队文化活动中心锻炼。

“以前环境不好，一到冬天就待
在家里。现在好了，路灯有了，道路
也平整了，冬天出门不再是难题了。”
杜建军说。如今每天天还蒙蒙亮，他
就出门锻炼身体 。看着整齐排列的
路灯照亮宽阔平整的道路、温馨舒适
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杜建军心情十
分舒畅。

自 从 连 队 的 环 境 开 启“ 美 颜 模
式”后，职工群众以前居住的老旧房
屋，变成了宜居住房；砂砾石路面重
修了，杂乱无章的电线收拾整齐了，
污水管网也建好了……“连队变了”

“变好了、变美了”，职工群众谈到连
队的变化，都竖起了大拇指。如今的

三十三连环境优美整洁，连队摆放着
许多环保美观的垃圾箱，以前屋前房
后随意堆放的垃圾再也不见了，百米
长的文化墙上五彩斑斓，令人赏心悦
目。

近年来，连队因地制宜，开展连
队人居环境治理，以网格化管理为突
破点，将连队划分为五个网格，下设
11 个联户区域，由连队“两委”成员
和部分职工群众担任网格长，进行统

筹管理，治理效果非常显著。
美丽连队，三分靠建设，

七分靠管理。连队定期召
开动员会、推进会，引导、
调动职工群众共同治理人
居环境，使广大职工群众
真正成为人居环境治理的
参与者和受益者。

三十三连一方面开展连
队人居环境治理，一方面实施

了厕所改造工程。2019 年，连队
把厕所改造作为推进乡村振兴、优化
连队环境的重要工作之一，统筹安
排、加快推进。

职工徐同泉说：“以前的旱厕又
臭又脏，现在的厕所干净便捷。”

徐同泉是三十三连第一个完成
厕所改造的职工，连队的其他职工群
众在他的带动下也纷纷加入厕所改

造的队伍。改造后，职工群众家的厕
所里上下水通畅，坐便器、热水器、洗
脸池一应俱全，十分方便。连队厕所
改造工程“改”出了连队的新面貌，增
强了职工群众的幸福感。

连队还提倡职工群众家家“庭院
美”。职工蒋海清被连队评为“最美
庭院户”。他说：“我在家经常打扫卫
生、清理庭院、养护绿植，自己家里干
干净净、整整齐齐，看着顺心，住得也
舒服。”

“这些美丽庭院示范户起到了很好
的带动作用，现在大家都争着美化自家
院子。小家美带动大家美，庭院美带动
连队美。”连队“两委”成员尹华说。

美丽庭院是连队的“里子”，也是
职工的“面子”。为了倡导卫生健康
的 生 活 习 惯 ，连 队 制 定 了“ 四 美 标
准”，将“最美庭院户”评比活动的正
反面典型在“红黑榜”上张榜公布。
对环境卫生差的住户，连队“两委”人
员协助治理；对家庭卫生文明户给予
奖励，并将卫生文明户评比纳入文明
家庭、最美家庭评选工作中。

建美丽连队建美丽连队 享幸福生活享幸福生活
————““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明村镇””六师芳草湖农场三十三连走笔六师芳草湖农场三十三连走笔

●●兵团日报记者 莫丽德尔·塔帕衣

◀2020年6月
18 日，三十三连
职工在家中打理
菜园。

尹华 摄

尊老敬老 爱人爱己
●高永明

近日，石河子市4社区仕丹孚健康管理中心经理封享应，
带领3名员工，来到供电公司社区91岁的刘志明老人家中，把
两双棉鞋和一箱牛奶，送到刘志明夫妇手中。刘志明和老伴孙
玉芝拉着封享应的手感动地说：“感谢你多年来对我们老两口
的关心，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

连日来，仕丹孚健康管理中心已先后把365双保暖轻便棉
鞋和100件牛奶，分别送到365个老人手中。封享应说：“一年
有365个日子，公司全体员工始终牢记我们是爱心志愿者，每
一天都不能忘记关爱身边的老人。”

2002年，20岁的封享应在父母的支持下，注册成立了仕
丹孚健康管理中心，18年来，公司在她的精心打理下不断壮
大，公司所有员工都志愿成为“爱己爱人的志愿者”。家住四社
区、今年87岁的老人郭海梅告诉笔者：“我认识封享应10年
了，由于她和公司员工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爱，我生活得很舒心，
感谢这个好闺女啊。”

封享应对笔者说：“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这些老人年轻时为垦区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
老了，理应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军垦后一代在发
展自己的同时，也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发扬光大。”

“帮助别人我很快乐”
●夏俊楷

“吐地·买买提是我的好兄弟，经常到家里看我，还帮我儿
子找到了工作、帮我女儿看病，给孩子们买东西，我们一家人
非常喜欢他。”1月13日，四十七团七连职工艾米尔江·麦麦提
敏谈起自己的“亲戚”吐地·买买提时赞不绝口。

吐地·买买提是四十七团七连副连长，一米八的个头，身
材魁梧，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可他说起话来却亲切又柔和，让
人感觉非常温暖。

艾米尔江·麦麦提敏6岁的女儿布赛妮米罕·艾米尔江患
有先天性肢体残疾，为帮助孩子做矫正治疗，吐地·买买提费
了不少周折。

“第一次看到孩子的时候心里像被扎了一下，圆圆的小脸
挂着天真的笑容，大大的眼睛清澈透亮，这么可爱的孩子却患
有先天性肢体残疾……当时我就想一定尽己所能帮助孩子。”
吐地·买买提说。

这几年，吐地·买买提经常查询治疗先天性肢体残疾的相
关资料，联系医院为孩子做治疗。经过两次矫正治疗后，布赛
妮米罕·艾米尔江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

“吐地·买买提给我们的帮助太多了，让我对生活充满了
信心，他就是我的亲兄弟。”艾米尔江·麦麦提敏说。

“看着布赛妮米罕·艾米尔江可以正常行走，我非常高
兴。”吐地·买买提说。除此之外，吐地·买买提还帮艾米尔江·
麦麦提敏的两个儿子找到了工作，让这个家庭增加了收入，改
善了生活。

吐地·买买提不只关心艾米尔江·麦麦提敏一家，还热心
帮助其他职工。

“吐地·买买提，我儿子突然发烧了，你快来看看吧！”
“不要着急，我马上过去。”
2020年4月的一天，凌晨3时，正在熟睡的吐地·买买提

被七连职工阿卜杜喀迪尔·伊米提打来的电话惊醒。
“烧得厉害，得马上去医院。”看到手足无措的阿卜杜喀迪

尔·伊米提和他的妻子，吐地·买买提当机立断，连夜开车将孩
子送往60公里外的和田地区人民医院。

经过诊断，孩子患了胆结石。吐地·买买提又跑前跑后为
孩子办理住院手续。忙完时，天已经亮了。“职工就是我的家
人，谁有难处了，一定得帮一把。帮助别人我很快乐。”吐地·
买买提总是笑着这样说。

2020 年 10
月 9 日，联户长
带 领 职 工 清 理
垃圾。

尹华 摄

在二师三十一团有一个幸
福美满的家庭，丈夫名叫冉德
林，妻子名叫杨晓艳，他们还有
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过
得有滋有味，其乐融融。

让人想不到的是，2001年 9
月 16日，一场意外降临，冉德林
受 了 重 伤 ，再 也 不 能 站 起 来
了。一时间，杨晓艳陷入了绝
望之中，当时女儿才一岁，嗷嗷
待哺，丈夫瘫痪在床，生活不能
自理，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杨
晓艳的肩上，她该怎么办呢？

杨晓艳强打精神，每天既
要照顾丈夫，为他洗澡、翻身、
晒太阳、喂饭、喂药，还要照顾
年幼的女儿。杨晓艳承受着辛
苦的劳动，承受着内心的煎熬，
没人的时候，她也会偷偷地掉

眼泪，但她说：“我舍不得丈夫，
舍不得孩子，舍不得这个家。”
就这样，19 年过去了，杨晓艳
用自己满腔的柔情撑起了这
个家。

寒来暑往，杨晓艳始终陪在
丈夫的身边，不离不弃，一心一
意地照顾他。杨晓艳平日里在
连队务工，挣钱养家，抽出工作
空隙照顾丈夫和女儿，时间安
排得满满当当，有时，她累得甚
至站着都能睡着。

杨晓艳收入不高，又要给丈
夫治疗，抚养女儿。为了省钱，
她甚至很少吃肉，人也瘦了一
大圈。冉德林内心很不安，几
次劝她不要管这个家，带着孩
子改嫁。但杨晓艳坚定地说：

“我不会放弃你们，这个家不会

散。”
杨晓艳的事迹感动了大家，

连队为她家申请了低保，为她
联系工作，还定期组织志愿者
帮助她家打扫卫生。

在杨晓艳精心照顾下，丈夫
全身没有长一处褥疮，精神状
态也日见好转，女儿在 2018 年
顺利考上了新疆医科大学。现
在，杨晓艳心里想的是好好照
顾丈夫，每天能和丈夫说说话，
她就觉得很欣慰。“只想和他一
起慢慢老去，一起度过有生之
年。”杨晓艳说。

“她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女
人，服侍瘫痪的丈夫19年，还把
年幼的孩子抚养大，是个难得
的好女人。”提起杨晓艳，连队
职工群众赞不绝口。

她用坚韧撑起了这个家
●姚国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