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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新疆去
库尔班江!赛买提

周丽娜"因为爱情收获了新疆

一位东北的下岗女工!因为爱情而
"私奔#到新疆的汉族儿媳妇!如何成为
"最美乡村教师$%感动新疆十大人物$&

#

!( 世纪 ') 年代!我哥哥"姐姐们要参加

一些文艺节目# 他们跳舞的时候会穿上新疆

的民族服装唱$雅克西%!甚至还编了一个舞

蹈!叫$向阳大院雅克西%# 我就是通过这种方

式知道雅克西就是好的意思# 上高中的时候!

地理老师把新疆讲得特别美# 他说新疆的哈

密瓜甜!按东北话说就是杠杠的!新疆的葡萄

又大又甜!让人对新疆有了一种幻想#

*++, 年 !大批工人下岗 &转岗 !我就到

-沈阳市.五爱街批发市场做批发生意# 就这

样!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他的名字叫阿

里木# 当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憨

厚#此后!我就经常去他的烤肉摊#人多的时

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吃完烤串没给钱就

跑的人也有!我就给他帮忙# 有时候也到他

家里去!帮他洗点儿衣服!干一些家务活#

我就看上他这个人了! 其实钱无所谓!金

钱是身外之物!只要你身体健康!就可以赚到

钱!人是最重要的# 他人品好'''诚实-不骗

人!不撒谎.!在做买卖这件事上!我就能看出

来#他宁可自己少挣!也一定要让顾客吃得好#

他的羊肉串都是十几种调料煨出来的!差一样

都不行#再一个!对他带过去的那些徒弟!他都

是像哥哥&父亲一样照顾他们# 那些孩子(徒

弟)的家庭条件都不是特别好!所以他绝对不

能让他们在这边受委屈# 换季的时候!他都给

他们换新衣服# 买卖好的时候!他还给徒弟们

奖励# 今天卖得多了! 他就给他们 /)元&*))

元钱!让他们去洗个澡&吃个饭!自己玩一玩#

我想他对外人都那么好! 对我肯定也错不了!

他肯定会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爱人#

而我母亲却不听我解释!她说我们语言

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他家又离得那么远!

我嫁到那边肯定会受气# 我给她解释!她又

不听#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特别相

信他# 他就把手指伸出来!他说每个人的手

指都不一样长!用手指的不一样来说明他和

别人是不一样的# 当时虽然语言不通!但是

他表达的那个意思我理解了#

就这样恋爱了三年! 这三年能坚持下来

很不容易! 因为我的父母和亲戚& 朋友都反

对! 说我为什么要找一个不一样民族的人结

婚!沈阳没有小伙了吗* 他们都不愿意+ 还有

就是习惯和饮食等方面不同!语言又不通+ 他

的家离得还特别远! 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的

话!家人也帮不上忙+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诚

实"善良的人+ 所以!我就坚持跟他在一起!能

坚持到把户口簿偷出来!跟他去登记结婚+

!

我们的女儿一岁半的时候!我母亲生病

了!我就带上爱人和孩子去看她+ 母亲问我

姐,-他-阿里木.对孩子好不好* 对丽娜好不

好*.我姐姐告诉她,-你安心养病吧+他对那

个孩子!顶到头上怕吓着!含到嘴里怕化了+

对孩子非常好!对丽娜也非常好+ 你就放心

尽快把病养好吧+.母亲听了点点头+三个月

后!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我好几次

都梦到她+ 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妹

们说,-你们去给妈妈扫墓的时候替我说一

下!说我这边都很好!让她放心吧+ .之后!我

就没怎么梦到她了+

他脾气比较好! 不像我们东北人脾气大!

有一点儿事情就好发火!他总是不说话&不吱

声+他想得也比较远!什么事情都能先想到!然

后告诉你!让你不去犯错误!他对家庭&对孩

子&对我都很有责任感+当时!我的批发生意不

做了!跟他去卖烤肉+我老担心生意不好!要付

房租!又带了那么多徒弟!处处都要开支+他就

拍着胸脯告诉我,-你放心! 你什么都不用害

怕+ .给我一种安全感!让我觉得有依靠+ 就是

因为这些吧!才让我坚持走到了现在+

那时候! 在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不是特别

大!就好像我们之间心有灵犀!他说什么我都

能理解+ 当时!他的普通话说得没有现在好!

可他说一两个词!我就大概理解了!再加上肢

体语言!就能明白他说的意思了+ 我觉得人善

良&诚实&友善是最重要的+ 他不光对我好!对

外人也好+ 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对社会也肯定

有责任感+他还孝顺+每年过古尔邦节和肉孜

节!还有秋收的时候!以及春天耕地的时候!

他都会给家里寄钱+ 他知道家里比较困难!不

能挣了钱就在外边大吃大喝! 他会把钱攒起

来+ 所以!当时他不抽烟&不喝酒!我觉得好像

(优点)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我第一次到新疆!待了四个半月!也基本

对当地了解得差不多了+ 在沈阳!我们相处了

很长时间!但我还是想要去了解他!想知道他

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借助跟他哥哥到新

疆玩的时候验证一下+ 后来!我觉得他说的都

是真话&实话+ 所以我回沈阳以后!我们就准

备结婚+ 第一次来新疆的时候!觉得这边的绿

化搞得特别好+ 每家的房前屋后全是树!每家

的后院都有大块的田地!有各种各样的树+ 他

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晨起来第一件事!一定

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里里外外都要打

扫! 然后再干别的事情+ 当时的房子是土坯

房!从外边看觉得很破!一进到里面!会发现

不管东西是新是旧!都会摆得整整齐齐!收拾

得非常干净! 院子和门口也都打扫得非常干

净+ 原来!维吾尔族人非常爱干净+

"

记得第一次来!路程那么遥远!上车以

后走了一天多!我就后悔了+ 我当时就想不

到!我为什么跟他来新疆* 当时是慢车'''

绿皮的火车!坐了六天六夜!而且坐的是硬

座+我们先到了北京!从北京坐到大河沿!然

后转车到乌鲁木齐+ 下火车以后!我都不会

走路了!脚肿得穿不上鞋+

下了火车后!我们在他喀什的妹妹家住

了一宿+ 到妹妹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进

屋后他们让我们喝茶! 我当时只想睡觉!进

屋就睡着了+ 睡了三四个小时!醒了以后才

跟妹妹一家人认识+ 第二天起来!我们在他

们家喝了早茶后就离开了+ 后来!我们坐柴

油车到了上阿图什-镇.+当时!我心里还有一

个念想!就是快点儿到家!看一看未来的婆

婆!看看他的家人+

没承想!婆婆在门口等着!一等就是好几

个小时+邻居&亲戚可能早早就听说我要来!陆

陆续续地就都来了+那个场景就像看外国人一

样!好像整个上阿图什(镇)都知道了!全急着

要来看看这个汉族人怎么样+上阿图什当时汉

族人非常少!可能只有在镇政府上班的五六个

汉族人+ 我记得到镇政府去办事情!有一个领

导还说,-你胆子真大!自己敢跑这么远+ .我没

觉得害怕!有啥可怕的!这儿人多好呀+

生活习惯方面!可以说有个过渡期吧+在

东北的时候!我慢慢接受了一些新疆的饮食!

但还不是特别喜欢!在东北有各种选择!到新

疆就不一样了!你要学习各方面的东西!饮食

上的&习惯上的&风俗上的都要去学+ 既然你

来了!想在这儿生活!就不能像小孩子过家家

一样!来了一两天!不高兴就走了!那不可能+

当时!路都是石子路!各种蔬菜都没有!

我简直就有种绝望的感觉+ 婆婆就想办法!

她养了很多只鸡!她把鸡蛋拿来!打开!放上

白糖给我冲鸡蛋水喝+ 她养了一只奶羊!挤

出奶来让我喝+ 婆婆这是在暖我的心吧!也

是为了把我留下来+ 所以!我就觉得吃不是

问题!这些都可以克服!喝凉水!吃一块馕也

可以+婆婆对我太好了!鸡蛋她自己不吃!那

么大年龄!让我吃!鸡蛋她是要攒起来卖钱

的+ 所以这就是爱!这是母爱+

邻居家的小朋友们都喜欢我!他们觉得可

以跟我学汉语!就到我们家来+有时候!我还没

干完家务活!他们就来了!开始问这问那+我想

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跟他们学维吾尔

语呢* 然后我就跟小孩子学维吾尔语!在家里

跟婆婆学做饭&生活上的一些东西+ 婆婆做饭

的时候跟我说,-古兰丹姆!你把那个给我拿过

来+这个是勺!这个是小碗+ .就这样慢慢学!把

家里生活的这些词语学会+我跟小朋友们到地

里干活的时候!就学羊&牛那些词+如果是赶集

天!我一定要去集市!不买东西我也要去!去学

语言!比如我特意挑几个水果!然后问水果的

名字!还有核桃&巴旦木&药茶!就学这些东西!

可能去了几次才把这些词学会+

我爱这个事业! 也离不开这个地方了+

因为我从小有这个志向'''想当教师!正好

有这个机会能实现我的梦想!也是因为这一

层关系而留在了新疆+ 喜欢的职业!你可能

会用心!会做得更好+ 当初来到新疆是为了

爱情&为了家庭!但是来了之后!我意外地有

了另外的收获!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了上

阿图什第一位留下来的汉族女教师!这也是

人生中的收获之一+

新疆给我的体验可以说很多!每一个都

很精彩+ 这个地方很神奇!也一样让人有动

力!我是一名教师!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精神

继续传递下去! 我希望别的人也能爱上新

疆&留在新疆!建设新疆+

#$我到新疆去 %库尔班江&赛买提#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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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纪实图文口述作品' 讲述了
憧憬) 热爱新疆的人们在新疆奋斗和
生活的故事' 他们到新疆去各自有着
不同的理由 "事业 )爱情 )自由 )回家
**他们的故事' 是新疆的美丽与神
奇)多元与包容的有力见证'也让我们
明白" 文化差异和空间距离并不是障
碍'而新疆'是一片梦想实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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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书房%

蒋瞰#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年 ) 月版

结束了一天的生活!匆忙的
人们!因为想做点儿什么而游荡
在这座城市中!他们来到不打烊
书房 !卸下一天的疲惫 !独自阅
读!或是谈论遇到的趣事' 在那
里!脆弱和力量(柔软和坚硬(深
情与绝情!天天都在上演' 那里
有大多数人不了解的黑夜' 作品
为城市里疲惫的人们带来温情而
真实的故事'

$谁偷走了美国梦%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
文泽尔#译
新星出版社
!(%& 年 - 月版

本书从二战后美国经济空前
繁荣开始着手! 详细地描述了上
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和政治
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并指出这
段时期是美国梦的形成和繁荣时
期'围绕着美国梦!作者细致入微
地透析了美国社会的各种政治经
济问题! 尤其是美国的财富分化
问题!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例子!让
读者了解美国当下的社会问题'

$现代简史" 从机器到机器人%

杜君立#著
上海三联书店
!(%& 年 - 月版

作品以机器为主线! 以简洁有趣
的笔调! 讲述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历
程! 从文艺复兴( 地理大发现( 商业
革命( 启蒙运动( 工业革命! 直到全
球一体化的当下! 用机器的革命性讲
述了一个有趣有料的现代史' 在人人
都在谈论人工智能的当下! 机器和机
器人正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 因
此从机器的角度切入! 重新审视人类
的历史才彰显其特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