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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
丝绸之路
最美葡萄驿站
未名

千百年来，吐鲁番以葡萄闻名，以葡萄文化
著称于世，成为丝绸之路上最美葡萄驿站。吃葡
萄，赏葡萄，喝葡萄酒，住葡萄旅馆，吐鲁番的葡
萄文化连接起整个世界。 那种葡萄流入血液的
力量，让丝绸之路文脉延续。

浪漫葡萄街：
移花接木的爱情

葡萄街的历史是一部见证吐鲁番发展繁荣
的兴荣史， 亦是一部传唱于葡萄架下的曲折动
人的爱情罗曼史。

那1.8公里长的葡萄街， 吐鲁番坚韧挺拔的
城市筋骨，更是吐鲁番人百折不挠的精神风骨。
游人如织的葡萄街上，葡萄庇佑着前行的脚步，
绿意驱赶着热意， 把一场场移花接木的爱情嫁
接在游人心上。从此，人们忘记了吐鲁番的酷热
难耐，只愿记住吐鲁番的浪漫传奇。

葡萄街上，没有灯火霓虹，没有尘世浮华，
但一颗颗情歌向晚的葡萄，早已醉了游人。驻足
葡萄架下，听那久违的葡萄小夜曲，一颗心早已
追随丝路花雨驿动千年……

传奇葡萄沟：
丝绸之路的风向标

谁曾知道，在这个南北长8公里、东西长2公里
的狭长绿洲里， 一种唤作葡萄的精灵延续着丝路
文脉， 以海纳百川的情怀为丝路穿行的商贾遮风
避雨，吸引着一代代旅行者探索前行的脚步，成为
丝绸之路上独树一帜的文化坐标。

阳光下的葡萄沟，层层碧波翻卷着热浪，人
们看不到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只能默默地静坐
在葡萄架下。原来，这也是一种修行方式，只是
那已成正果的葡萄你从未屏息凝视。 信仰的风
标从来站于动中，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的眼睛。

葡萄沟与火焰山注定是世人一对苦命的情
人，他们日夜相随，却得不到彼此的芳心；他们阡陌
交融，却被人们的爱恨情仇潮分两岸；他们爱得难
分难解，却被西游记的故事演绎得扑朔迷离。

温馨葡萄酒庄：
月光美酒的温柔乡

葡萄酒庄，一个多么温馨的名字。
一杯美酒醉了故乡， 一个葡萄酒庄造就了

多少诗人。入夜，轻轻地走进葡萄酒庄，在一片
会讲故事的葡萄架下饮酒， 伴着葡萄叶的清香
读诗，想象自己是唐朝的将军或是宋朝的使者，
踏着箜篌胡乐前行，怀抱楼兰姑娘入夜，那样美
妙地沉醉在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故乡。

吐鲁番的葡萄酒庄有着贵族的血统， 传承
着丝绸之路文化底蕴中最高贵的品质。 星星点
点的葡萄酒庄，正在吐鲁番斗转星移，他们不再
是普通的酒庄，而是承载吐鲁番梦、传播吐鲁番
文化的使者， 他们和玄奘一样踏上寻找梦想的
旅程，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一个人启程，他们身后
站着世世代代接种梦想的吐鲁番人。

仙境葡萄小镇：
吐鲁番城市的生命之魂

穿越葡萄小镇，拥抱此生难忘的西域情怀。
人们都是从史书上认识西域， 从来没有从

哪座城市哪个建筑中真正走进西域， 而在这个
叫做葡萄小镇的地方，右一眼观西域，左一眼望
千年， 在一颗颗葡萄年幼的生命中一场穿越时
空的旅行开始生根发芽。

游人在一天之中是这样穿越西域的。 当阳
光唤醒葡萄小镇， 风沙沉淀的火焰山与相濡以
沫的坎儿井交相呼应， 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葡萄天堂在爱恨缠绵、水火交融中呼之欲出，
怀抱着唐诗随意行走。温暖的黄昏下，绕过小桥
流水人家， 一颗颗鲜嫩的葡萄坐落在一个充满
诗意的村庄，麦西来甫流淌在爱情回路上，穿过
维吾尔姑娘的眼眸， 在流连忘返的西域风情中
抵达葡萄小镇，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生命之旅。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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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

姜欣

认识倪东海是2013年的7月。我接到通知，即将作
为湖南省援疆工作队总领队、 湖南省援疆指挥部指挥
长去吐鲁番工作三年，而倪东海将作为常务副领队、副
指挥长与我并肩战斗。 我给从未谋面的东海打了一个
电话：我们见一面吧。于是，东海就穿过半个长沙城，从
他的工作单位湖南省经信委到了湖南省广电局我的办
公室。开门的瞬间,东海和一片金色的阳光一起，炫在我
的眼前。我笑了：没想到，东海是一个大帅哥！

但是东海话不多， 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 实实在
在，不虚伪，不浮夸，不矫情。我们的交谈极为愉快，很
多想法一拍即合。

第二次见到东海，就认识了东海的夫人赵学瑾。我
看到东海身边站着的短发大眼睛、 身材娇小的姑娘很
惊讶，对东海说：“你夫人也显得太年轻了吧。”

东海说：“她是个幼师，永远像个孩子。大家都叫她
赵老师。”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赵老师真的有一颗童
心。她像孩子一样真诚，像太阳一样灿烂。只是，赵老师
太瘦弱了，嘴唇总是发乌。原来赵老师心脏不好，每次
患病晕倒在幼儿园都是东海背回家。后来，不得不离开
工作岗位，在家静养。

我问东海， 那你去援疆， 赵老师一个人在家怎么
办？东海说：她特别支持我，有困难她自己会克服。

东海是个暖男。在吐鲁番，东海每晚必与在长沙的
妻子通电话。有天晚上，东海的手机不小心静音了，赵
老师的电话没接， 赵老师担惊受怕， 只好半夜惊动我
们，弄得我们又好笑又羡慕，几十年的老夫老妻，竟然
如初恋一样难舍难分。

后来，赵老师下定决心陪伴东海住到了吐鲁番，成
了我们的编外队员。从此，东海和赵老师在吐鲁番的家
就成了我们援建队大家的“家”。

我经常到他们家去蹭饭。东海是大厨，煎煮蒸炸，
样样娴熟。赵老师是帮手，洗菜切菜配料，一应俱全。面
对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家乡菜， 我和一同蹭饭的队友
总是被撑得坐不住了才收口。

赵老师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她的家里收藏
着各种各样的石头、玛瑙、翡翠、玉饰，还有一截截笨
重的胡杨木，一个个不知从哪里搜罗来的罐子瓶子。

随便一个瓶子， 插上几根树枝， 就成了她家的艺术
品，随便一堆珠子，被她一串起来就成了女孩美丽的
饰物。

吐鲁番天气炎热干燥，四季瓜果飘香，赵老师因地
制宜，制作出了层出不穷的惊喜：春天她会把桑葚熬成
汁，夏天她会把杏子的壳砸开，收集一盘盘的杏仁，秋天
她家的阳台上晾上了葡萄干。

队员们喜欢敲他们家的门：嫂子，喝口水啊。嫂子，
又做什么好吃的了。嫂子，让我看看你又收了什么宝贝。
嫂子，看看你们拍的照片……

东海和赵老师都是摄影发烧友。我跟着他们去拍过
冬天雪后清凉的交河故城、 春天蓝色晶莹的赛里木湖、
夏天金黄翠绿的江布拉克、 秋天静谧美好的库木塔格。
每到一个地方， 天地间都会响起赵老师银铃般的声音：
“哇，好美啊！”“哇，美得死啊！”

在所有人眼里，这对夫妻太幸福了，只有了解他们
的人才知道他们的烦恼。赵老师身体不好，在陪伴东海
援疆的这段时间，状况不断，心脏有问题，耳朵有问题，
皮肤有问题……

习惯被东海照顾的赵老师没有想到，东海也有生病
的时候。2014年7月，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湖南省党政
代表团即将到吐鲁番考察援疆工作，东海负责的产业援
疆工作的各个项目正在全面推进……东海病了。

赵老师发现便盆里的血迹后，哭了一上午。因为东
海的长辈中有人患有肠道恶疾，赵老师急疯了。东海被
逼着到乌鲁木齐做了检查， 虽然查出来只是痔疮发作，
但却严重到必须马上动手术的地步。

湖南的医院为东海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定下了手术
时间。没想到东海临时变卦，取消手术。我气急败坏地给
东海打电话， 东海慢悠悠地说：“我自己查了很多资料，
我可以保守治疗的。我开了药，到新疆去慢慢吃。要是动
手术，一个多月都没办法工作，那些事怎么办？”

因为有爱人的支持， 产业援疆被东海做得风生水
起；因为有东海的支持，我率领的湖南援疆队的项目建
设和队伍管理顺风顺水……

人生会有很多的相遇和相识。有的人，认识一辈子
仍形同陌路；而有的人，相遇即是永恒，成为知己。

在援疆这段特殊的人生旅途上， 我们走到了一起，
所以三年仿佛一生，从此再不相忘。

王世玉

去年8月，当我登机挥别故土，踏上西行援疆之路，
内心既有血脉贲张的激动，也有未能言表的坚定，我不
止一次发出呼唤：“新疆，我来了！”

那一刻，我想到了鬓发泛银的父亲，想到倾心一生
的爱情，也想到了遥念已久的人生愿景。

父爱如山，童年故事里有对边陲的遥想。
在我的人生记忆里， 父亲总是如雄峻的高山般为

我与母亲遮挡风雨，他是那么平凡质朴而又坚韧不拔。
父亲是个阅历丰富的人， 他早早就在我心灵深处刻下
一个地名———奎屯。父亲说，他在那里修营房、建公路、
开隧道，那里有他最宝贵的青春记忆，那里是他的第二
故乡。我明白，他深爱着那片土地。于是，我也不止一次
告诉父亲：“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到那里去！”这是我们
父女间的一个约定。

一见倾心，那一个人勾起了我对新疆的思念。
一个暖阳如春的清晨， 我到乡敬老院开展帮扶活

动，一个身着军装的青年正拎着水果慰问孤寡
老人，那一抹青春的绿色竟一下子投射到我的
心里。后来，我知道他在新疆入伍，正在读军校，

不久还要回去。 我曾执拗地问他参军这么
多年，为什么不回到家乡发展，他一副
大义凛然的样子：“国家和部队教育培

养了我这么多年，我应该留在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 我一时无
语，竟傻傻的崇拜起了这个
憨厚的小伙子。

经历了4年的恋爱长
跑，2013年爱情修成正果，

我们共同步入婚姻殿堂。人生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考验，
为人妻、为人母，独自操持家务，独自看护年幼的女儿，
担子愈加沉重。有多少次孤独无助，就有多少次思念煎
熬，我多想只身奔赴新疆向他哭诉，我多想像其他家庭
一样相互扶持、合家团圆。但我不能，既然选择成为军
嫂，就要经得起光荣背后的艰辛磨砺。

许身援疆，此刻我已是兵团人。
或许是沉积已久的思绪终要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释

放，亦或是天地有情终要让我沿着父亲的足迹、追随爱
人的方向实现最初的梦想。2014年8月， 中央有关部委
将对口援疆的光荣使命下达给益阳市， 首批援疆干部
将于2015年进驻对口支援单位。 我第一个向单位领导
递交了申请，并如愿入选益阳市首批援疆工作队。

远离故土、亲人是一种感情的割舍，投身新疆兵团
建设是一种执着的选择。抵疆不久，我参加了兵团十二
师组织的援疆干部培训班，通过观看《千古之策》《新军
垦战歌》，第一次系统、完整的了解了兵团的历史，理解
了兵团精神， 也似乎懂得父亲与爱人内心的执着与热
爱。

援疆工作光荣而又平凡艰辛。 当42套保障性住房
破土动工， 当首批挂职益阳的团场干部发来欣喜的照
片，当家乡企业为团场捐赠校服、茶叶，我内心的喜悦
随之升腾，为咱们的援疆工作感动自豪。

一段援疆路，两代援疆情。转眼投身援疆工作已近
2年，我也早已熟悉并爱上了这片土地，与团场干部群
众凝结了相互依存的深情。在这里，每天的生活都是静
谧美好的，每天的精神都是饱满昂扬的，不知不觉间，
我已与他们融为一体，成了真正的兵团人，在万里之外
找到了精神的归属。 这或许就是父亲与爱人的新疆情
结吧！

梦圆新疆
龚立群

小学的时候听过《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中
学的时候学唱过《达坂城的姑娘》，对新疆向往
的情结一直扎根在心里。

今年5月份的一天，手机来了一条短信：需
要一个英语老师去援疆，综合各条件，局里认
为你去适合，你愿意不？就是这样一条短信激
发了我的新疆情愫。

回到家里立马和老婆儿子商量，老婆只说了
一句话：儿子下学期进初中了，初中是孩子的关
键时期， 你自己看着办！12岁的儿子出人意料地
说：我支持爸爸去。而且我答应你们一定好好学
习，听妈妈的话。2:1的结果，老婆哭着让步了。

8月22日下午，我们飞抵吐鲁番。迎接我们的
是近40摄氏度的高温，以及正如这高温般的12师
221团领导的热情接待。221团黎政委亲自到机场
接了我们。冰凉的西瓜，沁人心脾的葡萄，丰盛的
中餐，叫我怎能不爱上这里？中餐后专车送到住
所。虽然房子不大，但非常方便。所有东西都是新
添置的，让我们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

我们所援助学校的全称是“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十二师二二一团学校”，坐落在312国道
南侧六公里处，东距吐鲁番市18公里，西至乌
鲁木齐市160公里。现有教职工近50人，在校学
生400左右，基本上是兵团子女，是一所九年一
贯制学校。学校硬件设施相对较好，李校长希
望我们援疆教师把重心放在教研教改上面，特
别是外语相对薄弱，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对现
状有所改变。 看到李校长那充满期待的目光，
我深感肩上的担子很沉。但既然来了，当全力
以赴。 随着听课评课和各项教研活动的开展，
我赢得了领导同事们的赞许。

来援疆之前，我的微博曾经引用过一句这
样的话：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刚到兵
团时，这里的气候很干燥，我很不适应，甚至还
流鼻血。但我按照兵团人告诉我的方法，多喝
水，喝凉茶，买保湿霜搽，用鱼肝油滋润等，到
现在基本适应了。

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盛开在雪山之上，不是
每一棵树都能屹立在戈壁之中，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来援疆！我牢记自己的使命，也珍惜这样
的机会。

为了永远的亲人
陈新发

从湘江赶来的风染绿了
吐鲁番的每一棵树
从大漠拂去的沙温暖了
凤凰城的每一条河
可以看见的湖光山色
看不见献身戈壁的边疆情怀
可以触摸的海市蜃楼
不可触及的亲人的思念
你们是故乡在他乡的风景，
你们的回答似万马奔腾———
“风从东方来， 我们到西部去”

从湖南到吐鲁番
你把自己当作脚下这片土地的儿子
把吐鲁番人的后代当作自己的后代
为了建好乡亲们的家你忘了回自己的家
为了教好边疆的孩子你不顾自己的孩子
为了治好维吾尔母亲的病你来不及再看

母亲一眼
你千里迢迢一干就是三年
你 们 排 除 万 难 把 自 己 变 成 风 干 的 葡

萄———
援助的是大爱， 奉献的是精神

交河水宽阔流淌
是流进血液的另一条湘江
坎儿井水蜿蜒向前
就是你生命中的浏阳河
你们是风不干的艾丁湖
孕育着大漠风霜的情怀
你们的壮志豪情化作雪峰
你们的不辱使命高过天山
带着三湘父老的重托
为了永远的亲人———
“梦从西部起， 我们到新疆去”

（作者系吐鲁番市委宣传部干部）

愿岁月可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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