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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克苏

市驱车向北，一排排、一行行挺拔的杨树整齐

排列，一直延伸到天山脚下。这些看似平常

的杨树拥有一个让当地人骄傲的名字——柯

柯牙荒漠绿化工程防护林。

而提到这片防护林，就不能不提到一个

人——宋建江。

59 岁的宋建江是阿克苏地区林业发展

保障中心工人、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护林

员。36 年来，他守护着大漠边缘的这片绿

洲，黄沙绿了，他却白了头。日前，他荣获“全

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

历尽艰险为幼苗

柯柯牙位于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

干沙漠西北缘，36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植被

稀疏的荒原。每年四五月，大风夹杂着黄沙

侵袭阿克苏市、温宿县及周边地区，严重影响

人们的生产生活。

为了改变“一碗米饭半碗沙”的状况，

1986 年，阿克苏地区决定绿化柯柯牙，并从

各县（市）抽调护林员。

当时，23 岁的宋建江是温宿县佳木林场

的护林员，得知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需要人

手，他第一个报了名。

“没考虑那么多，想着只要能改善生态，干

什么都愿意。”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宋建江

成为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的首批护林员，被分

配管护靠近天山最边缘的109亩林带。

“新开垦的地，土质疏松，遇到大风就四

处扬尘。”回忆起初到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时

的情景，宋建江记忆犹新。他说，为了放水压

盐碱、改良土壤，自己吃住都在工程点，白天

气温经常在 37 摄氏度以上，脸上皮肤皴裂，

嘴唇往外渗血，夜晚还要遭受蚊虫叮咬之苦。

盐碱大，树苗难成活。种上树苗后，看到

白花花的盐碱，宋建江就在每棵树外修起了

直径 80厘米的围子，他的手磨出了一个又一

个血泡。整整一个冬季，他不仅种了近 1 万

棵树，还打了近 1万个树围子，双手全是又硬

又亮的老茧。

就这样，在工地上住了 7个月，等到树木

发芽时，宋建江的苗木成活率达到了 91.3%，

成为柯柯牙的一个奇迹。

“一天不挖坑，浑身不舒服”

宋建江管护的林带在防护林最边缘，风沙

一来，常常把小树苗埋进沙子里。“如果筑起

一道防风墙，树苗成活率是不是就高了？”经过

琢磨，宋建江决定在林带外围栽植“防风墙”。

说干就干，他割了芦苇栽植防风沙格，接

着又在防风沙格后，栽植了一行红柳、一行沙

枣、一行胡杨、一行新疆小白杨，一共形成 5
道防风带。

两年下来，他的林带扩大了 142亩，树苗

成活率也提高了。后来，他的这一经验被管

护站吸收，成为阿克苏地区实施柯柯牙荒漠

绿化工程中的重大经验之一，得到广泛推广。

经验推广后，宋建江干劲更足了。他管

护的林带外就是沙漠，他长年累月地在沙漠

里挖坑，等到春季和冬季就在坑里植树。他

还在林带边缘用木头搭建了看护点，自己干

脆就住在那里，靠干馕和渠水充饥，只为了守

护好这片绿洲。

2010 年，考虑到宋建江的年龄，单位想

减轻他的劳动强度，让他负责后勤工作，但长

期从事管护工作早已让宋建江与树木结下了

深厚情谊。“一天不挖坑，浑身不舒服，还是让

我留下来守着这片林子吧。”他说。

绿了荒漠白了头

宋建江常说，只要在职一天，就会尽其所能，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用情管好这些树。

36 年中，宋建江几乎一直守在柯柯牙荒

漠绿化工程点，他不仅管护树，更利用工作间

隙植树。每年他种植的树木多达 7000余棵，

绿化面积加起来有 1750余亩。

这些年来，宋建江骑坏了 12辆自行车、2
辆摩托车，用坏了 48把坎土曼、17把铁锹和 6
把十字镐，他自己也从青春洋溢的小伙子变

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的十个手指关节早

已变得粗大。不过，看到郁郁葱葱的防护林，

宋建江感到，“付出的一切都值了。”

如今的柯柯牙，绿意葱茏，树木茂盛。宋

建江也成为“柯柯牙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他

的故事在阿克苏地区广泛流传。

2018年开始，宋建江经常出现在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柯柯牙纪念馆里。他为前来参

观的青少年进行讲解，把保护生态的理念“种”

进青少年心里。

植 树 护 林 36 年 ，宋 建 江“ 绿 了 荒 漠 白 了 头 ”——

柯 柯 牙 的 护 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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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深处的高铁守护者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叮咚叮咚……”每天早上一睁眼，刘朝

辉手机微信里的近 300 个微信群便开始争

前恐后发出新消息提示音。这也意味着，刘

朝辉新一天的忙碌又要拉开序幕。

“秋老虎”余威不减。顶着长沙 38摄氏

度的高温，50多岁的刘朝辉健步如飞，穿梭在

社区的大街小巷，为居民的各种大小事忙活。

“群众的事等不得、慢不得。”作为湖南省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恒达社区党委第

一书记，这样的工作日常她已重复了30年。

干练、热情、快人快语、风风火火……说

起这位亲人般熟悉的“社区总理”，社区居民

总会竖起大拇指。大伙儿亲切地称她“暖心

书记”。

收拾“烂摊子”

小车停放整齐，没有乱搭乱建，路面见

不到乱扔的垃圾……走进恒达社区，人们的

第一印象是干净、整洁。然而，20世纪 90年

代初，这个社区却是出了名的脏乱差。

当时，20 多岁的刘朝辉刚刚离开教师

岗位，来到恒达社区的前身——人民东路居

委会，一个当时地处城乡接合部，缺经费、缺

人手、缺办公场地的“三无”单位。

还在筹建中的新社区，要做的工作自然

千头万绪。有理的要找你，没理的也要找

你。下岗失业、贫困救助、治安保卫……这

些工作对于年轻的刘朝辉来说，没有一件是

容易的。

望着眼前的“烂摊子”，刘朝辉没有退缩。

没经费，就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一部

分作为启动资金；没办公室，就借用废弃食

堂的 20平方米小平房；没车，就让爱人充当

志愿者，骑着摩托车运送物资……通过走家

串户，刘朝辉在很短时间内，就收集到看病

难看病贵、找工作难、小孩托管难等 500 多

条民情民意。

体察了群众的难处，就要给群众解难题。

成立长沙市第一支医疗咨询服务队，让

社区服务点进市场、进小区；成立长沙市第

一个职业介绍所，解决就业岗位 600 多个；

开办“居委会幼儿园”，帮助 30 余名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顺利入学；率先引入“微循环”民

生畅通项目，向小区要空间，老旧小区停车

难、出行难问题迎刃而解……

根据收集的诉求，刘朝辉建立台账、列

出清单、逐项销号。在她带动下，社区9个老

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一跃成为全市标杆。

“我每天必备‘三宝’——金嗓子喉宝、

充电宝、响声丸。”刘朝辉说，因为事情多、说

话多，她经常用嗓过度，“忙是忙，但并不觉

得累”。

啃下“硬骨头”

恒达社区现有常住人口 1.6 万多人、流

动人口 5000多人。面对这么大的社区，“操

心”是刘朝辉的工作常态。她就像一位事无

巨细都要亲自处理的“女管家”，每天不是在

接电话，就是在处理家长里短的路上。

做好基层工作，难免要啃“硬骨头”。

“我没饭吃了！”一个曾因吸毒贩毒刑满

释放的小伙闯入刘朝辉的办公室。叼着烟，嚼

着槟榔，脚搭在茶几上，嚷嚷着要见“刘书记”。

“我是刘书记，但刘书记只理懂规矩讲

礼貌的人。”刘朝辉的一番教育，让自知理亏

的小伙认了错。得知他苦于找不到工作，刘

朝辉前后奔走，最终帮助这位小伙找到工

作，使其自食其力、重获尊严。

“老小区楼层高，老年人上楼不便，能不

能想想办法？”2019 年初，教师一村小区的

一位老人找到刘朝辉反映情况。刘朝辉走

访发现，老旧小区上下楼困难的问题确实困

扰着不少居民。有些老人因为上下楼不便，

甚至干脆不下楼。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新鲜事物，居民

既想方便，也担心电梯的加装费用以及质量

问题。”为了做到公开透明，刘朝辉成立了由

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楼栋长和居民

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由居民来决定电梯设

计方案，请来电梯建设公司，由居民自行监

工、自行收集承诺书和资金，实时公布工作

进展。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刘朝辉，很少在容

貌、服饰上花心思。尽管如此，她看上去总

是容光焕发。“工作就是最好的美容剂。”她

笑言。

暖心书记

做社区书记，事情很多很杂。刘朝辉的

家离单位也就短短 10 分钟，却常常要走个

把小时，因为她习惯顺路到小区转转看看，

总会被居民朋友拉住诉说烦心事。

走进恒达社区办公室，满墙的锦旗格外

引人注目，有的刘朝辉尚能记起是谁送的，

有的她已经忘了为何而送。“送得太多，墙上

只挂了一部分。”她说。

署名“珠海市民施正（化名）”的锦旗，在

墙上挂了两面。

说起锦旗背后的故事，满脸笑容的刘朝

辉也红了眼眶。2016 年，刘朝辉在小区走

访时，发现一位名叫程宏的老奶奶独居在

家，推开老人的家门，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经了解，程奶奶生活如此窘迫，一是因为患

病，二是因为内心孤独。

原来，程奶奶本有一儿一女，但两次离

婚孩子都判给了男方。此后，程奶奶一直

独自生活，与儿女再也没见过面，最终忧郁

成疾。

“您吃饭的问题，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来

负责。”刘朝辉连忙安慰她。依托“朝辉劳模

创新工作室”，刘朝辉迅速组织成立帮扶小

组，同时历经数月打听找寻，促成了程奶奶

与儿子施正的见面。儿子无暇照料老人，刘

朝辉又帮忙联系将老人送入敬老院。之后，

老人病情不断加重，一次又一次就医、转院，

刘朝辉一直陪伴老人走到了最后。

为辖区内的残疾人朋友搭建就业平

台，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农民工临近过

年被包工头欠薪，刘朝辉带着农民工代表将

欠薪一分不少讨了回来……在“朝辉劳模创

新工作室”，刘朝辉还以退休老党员罗维周

的名字命名成立“罗维周欣馨互助会”，筹

措爱心款 20 万余元，先后帮扶困难群众

500余人次。

多年来，恒达社区青少年实现“零辍学”

“零犯罪”。刘朝辉也荣获了“全国先进工作

者”称号。社区老党员罗运林逢人就说：“我

们社区居民离不开这位‘暖心书记’啊。”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初秋的吉林，早晚凉风习习。在长白山高铁综合维修基

地，百余名铁路维修养护人员不分昼夜地为白敦高铁保驾护

航——21时，工务、电务等作业组的职工先后登车前往现场，

利用深夜天窗时间作业；清晨，夜间作业职工刚刚返回休息，

管理人员和日勤制调度工区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奋战。

2021 年 12 月 24 日，有“最美森林高铁”之称的白敦高铁

开通运营，改写了长白山腹地无高铁的历史。长白山高铁综

合维修基地，是白敦高铁维修养护工作的中枢，也是全路高铁

综合维修一体化生产的试点单位。在这个年轻的团队里，30
岁以下职工占比 70%，更有 19 名 00 后去年刚走出大学校园，

就走上了高铁信号工、接触网工岗位。

作为高铁基础设施维修的两个中坚工种，信号工主要负

责维修养护全线星罗棋布的信号设备，而接触网工则是电缆

上的“高空舞者”，需要在 6米乃至更高的空中进行作业，确保

高铁列车正常供电。

从强迫自己适应昼伏夜出、披星戴月的工作节奏，到惊叹

于师傅们用“毫米级”的眼力精确探伤道岔钢轨，再到在冬天

冒着零下 30多摄氏度的严寒登杆作业，00后接触网工李思阳

对记者说：“回首过去的 300 个日夜，这条森林高铁给我们带

来了太多成长蜕变。”

去年 9 月，19 名 00 后来到车间报到。此时，白敦高铁正

进行最后阶段的验收，全车间每人都要负责一段设备，每周徒

步检查、一寸一寸确认设备状态良好。现场成了李思阳与小

伙伴们入路的第一个课堂。

尽管师傅们的教学方式因人而异，但共同点却十分鲜

明——每天的教学都在铁路线上，遇到应急处置、病害处理

问题，第一时间现场教学。这批 00 后们飞速成长，没过几

个月，接触网工区的新职工就顺利通过了接触网二级安全

考试。

去年底，白敦高铁全线正式投入运营后，长白山区最寒冷

的冬季也接踵而来。每逢降雪，他们凌晨便要坐上动检车出

发，哪里积雪没过线路就在哪里停车，一锹一锹铲出供列车通

行的道路。零下 35摄氏度的极寒天气里，他们每天都要连续进

行 4小时以上的高空作业。每次作业结束，贴身内衣都冷透了，

用这群小伙子的话说：“手伸进冰箱冷藏室，都感觉暖和。”

熬过了低温暴雪，还要战胜急风暴雨。今夏入汛后，长白

山区雨天频繁。李思阳感慨说，当自己亲身走入大雨倾盆的

山涧，终于明白了为何铁路是“以天气为令”，终于理解了师傅

们夜不能寐的担当。

工作30载激情不减，刘朝辉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居民的烦心事找路子、想法子——

社区有个社区有个““暖心书记暖心书记””

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张涛

时而驶过的汽车、天空滑过的飞鸟，是这里为数不多的“过

客”。在距离辽宁省盘锦市城区 35公里的中国石油辽河油田

金海采油厂海 57单井点，“守井人”王忠辉与一口油井朝夕相

伴。这是他和两位同事轮流坚守的“阵地”，孤独也浪漫。

“‘家’里终于来客了，欢迎，欢迎。”记者从公路下来，经过

一段颠簸路段，抵达海 57单井点，推门进入值班房，这里唯一

的工作人员王忠辉正忙着记录数据，见到来客赶忙过来招呼。

在单井点，没有上班下班的明显界限，也没有节假日，3
位工作人员每人轮流在此值守一天一夜，可以说是守着油井

过日子。王忠辉对此很淡然，“虽然生活工作环境有些艰苦，

但是与老一辈石油人比，已经好太多了。”

24 小时值守，巡检、憋泵、看压力、观察温度、检查电流、

记录压力液位、按时汇报……这些工作流程，王忠辉每天都要

严格执行，闲暇时间他就收拾收拾屋子。

“我们按周期轮流值班，虽然值班的人不见面，但这是我

们共同的小家，这口井就是我们眼中的‘油娃娃’，必须照顾

好。”王忠辉说。

相比环境的艰苦，更难熬的是孤独。

方圆数公里内，只有孤零零的一口油井相伴。王忠辉一

会儿瞅瞅监控，一会儿看看抽油机，实在憋不住了就和自己说

会儿话，哼几句熟得不能再熟的小曲儿解闷。

“记得有一次，听到有汽车按喇叭的声音，我赶忙起身去

迎，结果发现是路过的，尴尬得都快把鞋底抠坏了！”王忠辉笑

着回忆说。

临近傍晚，王忠辉在伙房里拌了一些黄瓜，盛了点儿米饭，

就来到屋外，在一块废弃的板床上坐好，开始享用他的晚餐。

“怎么不在屋里的餐桌上吃？”记者问。

“外面多好啊，宽敞！一边看油井一边看夕阳，这不也挺

浪漫的嘛。”王忠辉说。

在辽河油田，像王忠辉这样的“守井人”还有很多。他们

与油井之间两不厌、两相恋。

一人守一井，孤独也浪漫

图片故事

赫哲姑娘和她的
民族文化传承梦

9月7日，在黑龙江省抚远市乌苏镇抓吉赫哲
族村，尚美含向学生展示鱼皮艺术品。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居黑
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因地处祖国东方，被
称为“守望太阳的民族”。

1997年出生的尚美含是位多才多艺的赫哲
族姑娘，现就职于黑龙江省抚远市乌苏镇政府。
在完成本职工作外，尚美含经常去抓吉赫哲族村
参与赫哲族民俗文化表演展示。

在进行文化展示的同时，尚美含还会教当地
孩子赫哲族歌舞；她也会与当地的鱼皮制作技艺
传承人一起研究手工艺品制作。“我们赫哲族没有
文字，文化的传承靠手手相教、口口相传。”尚美含
说，“我的梦想就是为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传承献出
我小小的力量。”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每天雷打不
动到辖内小区走
访，让刘朝辉与
社区居民成了无
话不谈的朋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