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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年前，内蒙古林学院大学生于海
俊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在我童年
时代，常听大人们讲那些共产党员先烈
的英雄事迹，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精神深深激励着我。我也要为实现伟大
的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2019年 6月 19日，内蒙古大兴安岭
重点国有林管局根河林业局副局长于海
俊在扑救森林雷电火灾过程中，因公
殉职。

送别当天，道路两旁站满了各界群
众，网上更有数万人留言悼念。人们说，
从于海俊的身上，他们感受到了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

危难时刻冲在前

2019 年 6 月下旬以来，内蒙古大兴
安岭林区普遍高温干旱，持续少雨且雷
电频发，雷电火情烽烟四起。

19 日 15 时 07 分，根河林业局护林
防火管理处再次接到航空护林局火情报
告—— 上 央 格 气 林 场 47 沟 附 近 有 烟
点。尽管火灾林场不在林业局副局长于
海俊分管的“战区”内，但深信“防火有
界、扑火无界”的他还是第一时间主动请
缨。仅仅 8 分钟后，于海俊带领 60 名专
业扑火队员紧急奔赴起火点。

根据火场形势，于海俊制定了“一点
突破，两翼推进”的扑火作战方案，全力
组织扑救。20时20分，经过全体指战员
2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火场胜利实现合
围，外围明火被扑灭。

多年的扑火经验和对火场植被分布
特点的分析，于海俊没有休息，而是继续
带领队伍从北往南逐段排查余火，布置
火场清理工作、开设隔离带。此时，距离
从根河林业局出发已过去将近 5个半小
时。于海俊急切地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
彻底清理好火场，确保不发生死灰复
燃。他一边查看地图，一边用 GPS 测量
拐点，再将拐点坐标标记在地图上。没
想到，一根长约 10 米、胸径约为 32 厘米
的过火站杆意外被风刮倒，砸中了正专
注定位的于海俊，于海俊当即被砸晕。
下山没有路，扑火队员们自制简易担架，
20 多人在前面用刀砍开一条路，在漆黑
的夜里，15 个人轮番替换抬运。时而昏
迷时而清醒的于海俊发出极其微弱的声
音，“弟兄们停下来歇会儿吧”。这一句

竟然成了他与同事的最后交流。

为了绿色事业

1963 年出生的于海俊到大兴安岭
林管局工作后，第一站是森林调查规划
院，他先后担任规划设计室副主任、副书
记、主任，规划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林
业工程正高级工程师。2011年1月于海
俊被调任根河林业局任副局长。

国家启动一期天然林保护工程时，
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于海俊带领规划
院全体设计人员承担各项工程规划设计
任务。2009年，于海俊被聘为全国森林
工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先后参与
编制了 4 项国家林业行业标准，他提出
的“补植补造”概念及森林经营措施成功
纳入《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森林培育实
施方案》。

来到根河林业局后，于海俊主持推
动构建起根河局“以林业局林场森林资
源管理为责任主体，以生态保护建设监
测中心和森林资源监督机构为两翼”的
森林资源监管新格局，走出了生态保护
建设良性发展的新路子。推动根河林业
局确立科学合理的管护方式和管护建设
目标，建立健全森林管护机构和林业局、

林场、管护站（区）和管护责任人 4 级管
护责任体系，落实管护主体和职责，积极
推行森林管护内部购买服务。积极推动
阳坡造林，严格落实造林各项技术规程，
要求“造一片、成活一片、保证一片”，与
干部职工同吃、同劳动，让万亩荒山荒地
披上绿装。

严于律己林业人

第一次来到哥哥工作的地方，竟是
参加哥哥的追悼会。弟弟于海瑞在于海
俊的办公室里，看到哥哥生前戴的磨出
窟窿的手套，办公椅的扶手有个大洞，一
个多处掉瓷的杯子。“虽然家里指望不上
他，但还是盼他好。”于海瑞非常理解哥
哥，“谁知道这些年他是这么过的”。根
河林业局贫困职工郑洪福、赵和、刘永富
不会忘记，每次来家走访慰问，于海俊都
从自己的口袋里额外拿出钱留给他们。

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在与于海
俊共处 30多年的时光中，妻子刘文庆听
到丈夫说得最多的话是“在忙”。“天保工
程”启动初期，于海俊带领规划设计室人
员加班加点地工作，他的宿舍距离办公
楼不足几百米远，然而临近春节，他却一
连7天7夜没有回去，妻子只好给他送来

换洗的衣物。6月 19日 15时，刘文庆像
往常一样，给丈夫打电话。电话一端的
于海俊说，“我忙着呢，着火了，马上上
山，不聊了”。匆匆挂断了电话。

刘文庆深深懂得丈夫对事业的挚爱，
也更理解于海俊严于律己的工作和生活
态度。根河林业局距林管局所在地牙克
石市200多公里，来到根河林业局工作的
8年多时间里，于海俊有限的几次回家探
亲，全是乘坐绿皮火车往来，既不坐单位
的小车，也从不报销火车票。刘文庆去根
河看望于海俊也是如此。至今，刘文庆珍
藏着两人往来于根河与牙克石的所有火
车票，她想等到于海俊退休之后，把这些
火车票做成一本纪念册。可那个总难见
面的人再也看不到了。

于海俊牺牲前一天的 6 月 18 日，根
河林业局党委召开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研讨会。会议结束后，于海
俊将心得体会郑重地交给党组织。他这
样写道：“作为林业人，必须把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坚持最重的
担子自己先挑、最硬的骨头自己先啃。”

从 1987 年到 2019 年，在大兴安岭
的 32 个春秋，于海俊先后 7 次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2 次被评为劳动模范，1 次
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守望在高高的兴安岭守望在高高的兴安岭
——追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根河林业局副局长于海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于海俊（前排左二）在检查种苗情况。 （资料图片）

家住山东长岛、今年61岁的贾
平，有很多个“儿子”。一次，她到曲
阜出差，顺便看望一个退伍老兵，没
想到吃饭时一下涌进20多个老兵，
异口同声喊：“长岛妈妈，你永远是
我们的兵妈妈！”

贾平所在的长岛是山东省唯一
的海岛县，是京津门户、海防要塞，
军民一家亲的思想早已融入当地百
姓的日常生活中。

贾平经营着一座规模不大的冷
库和一家渔家乐合作社。每逢战士
们进驻坑道训练，贾平都会包上最
拿手的鲅鱼馅饺子送过去，让官兵
们记住“妈妈的味道”。

“人家拥军花钱做事就行了，你
拥军连命都不要了！”说这话的是贾
平的家人。2015年，她为了给战士
们包鲅鱼饺子，自己急匆匆到冷库
去拿鲅鱼，却把钥匙和手机忘在门
外。进了冷库，门在重力作用下自
己关上了，等她拿了鲅鱼往外走的
时候，却无法打开门。零下24摄氏
度的冷库，让她身上的汗水迅速结
冰，氧气也越来越稀薄，贾平知道这
下麻烦大了。绝望中她用手去抠门，无意中抠到一个小孔，
她立即找了一根鱼刺捅了进去，门“吧嗒”一声打开了，贾平

“扑通”一下子跌倒在门外，她爬着用能抬起的一只手拨打
求救电话。这次遭遇使贾平的身体受到极大创伤，到医院
做了一个多月的高压舱治疗才得以恢复。

2016 年，女兵宋丽丽在训练中受伤，到烟台做手术。
当时，贾平的丈夫脑血栓已经瘫痪多年，她把妹妹叫来帮忙
照看，自己去给宋丽丽送鲍鱼汤。可刚到医院，妹妹就打来
电话：“姐姐，我姐夫突然不好了！”心急如焚的贾平放下鲍
鱼汤，一路狂奔最终还是没见到丈夫最后一面。

贾平像慈母一般关心官兵，无微不至。20 年前，当她
看到战士们大汗淋漓地训练之后，还要自己洗衣服，她就出
资 5000 元给连队送去两台洗衣机。夏季，她看到战士宿
舍炎热，影响休息，就一次购买了10多台电风扇，送到两个
共建单位。多年来，贾平的事迹在海岛广为传颂。在她的
带动下和感染下，22 名渔家大嫂组成一支“渔嫂拥军演出
队”，每到节庆或者假期，都去部队慰问演出。为慰藉退伍
老兵的乡愁，每逢春节，贾平就包上几百斤饺子，快递给各
地的退伍老兵。老兵们在除夕之夜给她发来视频：“妈妈，
你看，我家吃的年夜饺子，就是您寄来的！”凡是结婚的官兵
都会带着媳妇或者丈夫回来看望贾平妈妈。一些老兵带着
家人回海岛旅游，第一站都是贾平家，“妈妈，您对我们的恩
情，终生不忘”！

20 年来，贾平拥军共支出 50 万元，先后获得“山东省
道德模范”“山东省十佳兵妈妈”“烟台市道德模范”“山东好
人”等多项荣誉称号。她说：“拥军就是报国，花钱再多也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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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玉树大地震 9 年多后，这座曾
经满目疮痍的城市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
四方来客。穿行城市之间，西部战区陆
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连长尼都塔生充
满自豪。

从出生起，这名 26 岁的康巴汉子就
与这片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曾祖
父土登宫保升起了玉树地区第一面五星
红旗；祖父彭措旺扎开创了玉树地区“康
巴世族”后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先河；父
亲东坝阿宝晕倒在抗震救灾一线，是玉
树地区各族干部学习的楷模……深受良
好家风影响的“90 后”尼都塔生，在家族
后代中第一个参军入伍。尼都塔生始终
牢记“跟党走”的祖训，坚定忠诚信仰、倾
情民族团结，以实际行动书写着一名新
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红色家风哺育康巴汉子

尼都塔生所在的东坝家族，曾是治
理管辖超过百户牧民及僧侣的藏区“百
户”。在面临数次重大抉择时，东坝家族
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跟党走。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进
军西宁，当时的玉树地处偏远，信息不
通，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少“百
户”携家眷及管辖地的百姓出逃国外。
他们带着千匹骏马，百张兽皮等珍贵特
产行至半道时，获悉西宁已解放，囊谦千
户和土登宫保等其他百户商议，决定代
表玉树十一万藏族群众将马匹和珍贵特
产献给解放军。此后，土登宫保为玉树
的和平解放倾尽全力，并在当地政府任
职。弥留之际，他留下遗训：“凡东坝族
人必须跟党走，绝不可三心二意。”

尼都塔生的祖父彭措旺扎，开创了
玉树地区“康巴世族”入党的先例。受彭
措旺扎的影响，父亲东坝阿宝也先后担
任县长、州委统战部部长、州人大常委会

主任等职。
2010年4月，玉树突发地震。期间，

时任玉树州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的东坝
阿宝负责协调与调度来自全国各地的抢
险救援部队和志愿者队伍。他连续奋战
六天六夜，晕倒在救灾一线，被青海省委
省政府评为“全省抗震救灾模范”。

父辈的一言一行让尼都塔生备受触
动，他深知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鼎力援助，才使玉树挺过了那场罕见的
灾难。

2008 年 5 月，原昆明陆军学院民族
中学在玉树招收藏族学生，这也是军队
院校民族中学第一次在玉树招生。得知
消息，15岁的尼都塔生第一时间报了名，
层层选拔后被录取。

精武强能锻造雪域骑兵

从民族中学顺利毕业，尼都塔生有
两条路可选：报考军校，或者被免试推荐
到地方大学。

然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报考原昆明
陆军学院步兵指挥专业，成为“东坝世

族”的第一个军人。进入军校前，父亲东
坝阿宝勉励他要秉承祖训，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大学三年级，尼都塔生终于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

对康巴汉子来说，骑马是他们的最
爱，能当上骑兵更是无上荣光。2015
年，尼都塔生从军校毕业，他再一次毫不
犹豫地申请去玉树独立骑兵连。循着祖
辈的足迹，尼都塔生回到了草原。

一到骑兵连，尼都塔生便主动申请
去连队条件最艰苦的巴塘驻训点军马勤
务班工作。那里平均海拔4200米，紫外
线特别强，风大、寒冷，冬天平均气温在
零下20摄氏度以下。

来到连队不久，一年一度的野外驻
训开始了。训练时，连队分给他一匹名
叫“枣红”的军马。这匹马性子很烈，连
队不少骑手都吃过苦头。为了驯服“枣
红”，尼都塔生每天都在马背上骑行 6个
小时。很快，尼都塔生掌握了“枣红”的
脾性，驯服了这匹烈马。

为了熟悉全连上百号军马的习性，
他把铺盖搬到了军马勤务班。尼都塔生
向连队经验丰富的军马饲养员、兽医请

教照料军马的注意事项，掌握了高原季
节变换时马匹饲养等实用技巧。

倾情群众守护先锋堡垒

“一滴水要滋润一寸土地，一束光要
播撒一线光明。”在爱民为民的家风熏陶
下，尼都塔生对藏区群众充满了深厚感
情。工作训练之余，尼都塔生想得最多
的是如何在藏区为加强民族团结、军民
团结贡献自己的力量。

“连长组织连里藏族小伙成立了一
支‘马背上的宣讲队’，专门给藏族老乡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骑兵连军马勤务
班班长仓洛加才让是“马背上的宣讲队”
中的一员，他说，尼都塔生一边学习党的
十九大报告，一边结合驻地实情，带领宣
讲队走村入户，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党
的声音传递给草原上的家家户户。

尼都塔生长期资助一对父亲去世、母
亲患病的姐弟。他经常去学校看望姐弟
俩，为他们送去学习用品，妻子陈玉英还
定期为姐弟俩辅导功课。去年，姐姐以玉
树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第一民族中学。

“连长的电话是‘草原上的热线’，老
乡们有事会第一个想到他。”玉树独立骑
兵连军马勤务班战士马海波记得，一次
牧民武玉兰家的牦牛被车撞了，连长接
到求助电话后，立即带着军马卫生员李
广岳冒着风雪、打着手电赶到武玉兰家，
经过近 2 个小时的救治，牦牛才脱离了
危险。这份恩情一直记在武玉兰心中，
她逢人便夸：“多亏了他们，他们就是我
的亲人哪。”

玉树独立骑兵连是中央军委授予
“高原民族团结模范连”荣誉称号的荣誉
连队。如今，连里的战士在尼都塔生带
领下，坚持深入牧区为百姓提供帮助。
驻地牧民说：“解放军经常为我们做好
事，我们都非常感激他们。”

铁 心 向 党 写 忠 诚铁 心 向 党 写 忠 诚
——记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连长尼都塔生

本报记者 姜天骄

6月18日，尼都塔生在巴塘草原训练场给战士讲解射击要领。 樊文斌摄

巧手工匠李双平
晏 华摄影报道

李双平专注雕刻手里的作品。工作时，李双平心无他

物，全神贯注。“雕刻不同于其他事情，错了可以重来，一旦

分心走神，就会前功尽弃。”

许多玉石爱好者慕名来到横峰县青板乡李双平（左一）

的玉雕工作室观赏他的作品，李双平总是耐心地为大家讲

解玉雕文化和自己创作灵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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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4岁的李双平出生于江西上饶市横峰县青板乡，
自幼酷爱美术和书法，17岁开始学习并从事工艺美术人物
肖像和玻璃雕刻工艺工作，35 岁那年，他创办了自己的玉
雕工作室。多年的玉石雕刻经历，让李双平不仅磨炼出一
手精湛的技艺，也磨炼出一颗力求完美的工匠之心。

2017 年，在全国技能大赛上，李双平的作品《开国领
袖》，荣获全国雕刻职业竞赛总决赛“特等奖”。2018年，李
双平被江西省政府表彰为优秀高技能人才，授予“能工巧
匠”称号。今年1月，李双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已经取得骄人成绩的李双平并没有
自满，他期待通过更加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参加世界技能大
赛获取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