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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南疆工区地处新疆轮

台县、库车市、沙雅县境内，周边乡村距离最近

的县城医院近100公里，油区周边群众和油田

员工突发事件受伤、突发疾病，如不及时救治

或转送很可能危及生命。

2015年5月，油田治安消防中心组织27名

具有专业救护资格的医生、护士和气防医护站

员工成立“沙漠健康快车”志愿者医疗服务

队。医疗服务队成立7年多来，奔走于塔克拉

玛干大漠之中，救死扶伤，被誉为“沙漠里的生

命方舟”。

“最后100公里”

11月6日一早，“沙漠健康快车”服务队副

队长高伟伟接到脑梗患者王先生家属的致谢

电话。原来，10月24日晚上，轮台县牙买提社

区53岁商户王先生突发行走不稳等疑似脑梗

症状，急需送医抢救。服务队队员赶至其家

中，初步诊断为急性脑梗阻，他们紧急与轮台

县医院对接，经过1小时50分的转送和医生抢

救，患者成功得救。

从 2015 年 5 月至今，“沙漠健康快车”累

计从死亡线上挽救生命303人，救治转送突发

疾病 1700余人，医疗下乡为 7000余名村民义

诊治病，开展医疗卫生相关培训，参加者逾万

人次。

在服务队成立之前，困扰当地职工和群

众 的 紧 急 医 疗 救 治 短 板 ，是“ 最 后 100 公

里”，不少工业生产点和居民点，距离最近的

县医院可能有百公里以上。“有时候遇到急

危病人，就是送往最近的轮台医院，来回也

要 200 多公里，库尔勒来回就需要近 600 公

里。”服务队医生阿贝利江说，路途远、时间

长、路况不一，这都对服务队形成了一定的

挑战，“路途远，医生和护士在做好病人输液

吸氧的前提下，轮换做心肺复苏，体能消耗

很大。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驾驶员还要加

快行车速度。”

远距离高强度的工作，考验着队员们。“有

时候吃着饭，一接到出警任务就要立刻放下饭

碗，一顿饭吃两次，甚至经常吃不上，是再正常

不过的。”服务队队长胡兆军说，“无论节假日，

24小时服务队都值班在岗。只要接警必出，救

人于危难。”

多一秒就是多一分希望

在胡兆军看来，“救护工作就是与时间赛

跑，我们不敢耽误一秒钟。时间就是生命，多

一秒抢救时间，就意味着多一分生存的希望。”

他迄今记得，在沙漠公路120公里处那位

深夜突然临盆的准妈妈。当时，这名准妈妈

乘坐从且末到库尔勒的长途大巴，得到求助

信息后，胡兆军带着志愿者医护人员，携带水

盆、热水、棉被、大衣等物品前往，当时沙漠公

路大雾弥漫，能见度低于 200米，医护人员一

边打电话安慰家属并提示注意事项，一边通

知绿色通道协议医院做好准备工作。当志愿

者到达后迅速将产妇从大巴车转移到救护车

上，组建临时产房，展开了一次特殊的接生。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约7斤重的男娃

呱呱坠地。

由于产妇分娩后胎盘依然滞留在体内，

极易引起大出血，新生的男婴没有啼哭，面色

青紫、呼吸微弱……医护人员迅速启动高危

孕产妇救治应急预案。对新生儿进行心肺复

苏，清理气道羊水，用无菌止血钳暂时阻断脐

带……两分钟后，响亮的啼哭传来，母子平

安！随后，医护人员顺利将母子二人转至轮

台县人民医院救护，经过医生的悉心护理，母

子康复出院。

“生命大于天，每天 24小时不关机，每当

任务来临，我们都会分秒必争拼尽全力，不顾

一切与死神‘赛跑’，拼命把人从死亡线上拽回

来。”服务队队员们说。

服务队一直在探索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

按照就近救急的原则救治生命，与新疆军区总

医院北京路医疗区医院，巴州人民医院、库车

市人民医院、轮台县人民医院、沙雅县人民医

院签订协议，建立应急绿色医疗通道，最大程

度地保障院前急救转运的伤患者能够得到及

时、快速、有效救治。

救护车就是我们的阵地

“危难时刻，你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会

出现在最危难的人身边，他们就是生命的希

望。”这是当地群众及职工的共同心声。服务

队原副队长吴昊说：“对于我们来说，铃声就

是命令，救护车就是阵地，这不仅仅是职责，

更是使命。”

2019年 12月 19日，在沙漠公路的一处十

字路口处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两人受伤，其中

一名小孩头部受伤严重，急需救援。此时，如

果从轮台县出发到达现场需要两个多小时，县

人民医院立即联系了服务队，医护人员仅用

42 分钟即到达现场，冒着夜间零下 17 摄氏度

的严寒，迅速实施救援。

欧玉龙至今还清晰记得自己获救的情

况。深夜熟睡中，他被一阵阵剧烈疼痛惊醒，

感到胸闷、憋气、心慌，全身大汗淋漓。服务队

医生巴特尔前往，初步判定为急性心肌梗死，

立即开展紧急救治，同时联系库车市人民医

院，等救护车到达医院，院方已经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

事后，库车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表示，

患者每推迟 1个小时手术，死亡率就从 15.4%

上升至28.1%，患者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开通闭

塞血管救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我生命最

危急时刻，是服务队及时救助，将我从死亡线

上救回来，他们不仅挽救了我的生命，更保住

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欧玉龙说。

服务队不只开展紧急救助，他们还开展健

康知识培训和医疗义诊。这是因为，志愿者通

过走访周边群众发现，当地群众存在急救知识

浅薄，自救能力差，对各类突发疾病及常见病

预防知识、自救方法不了解，健康常识掌握不

多的短板，在专业医护人员到达前无法开展有

效的处置措施。往往因未及时救治或转送而

危及生命，从而导致病死率和致残率增加。通

过普及自救互救、创伤急救等知识，志愿者正

在努力缩短大漠里的“急救半径”，让生命方舟

发挥出最大作用。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一些居民点和工业生产区距离县城较远，群众和

职工突发伤病不能耽搁，于是，一支志愿者医疗服务队活跃起来

沙 漠 里 的 生 命 方 舟
累计从死亡线上挽救生命 303 人，

救治转送突发疾病 1700 余人，医疗下乡

为 7000 余名村民义诊治病，开展医疗卫

生相关培训，参加者逾万人次……7 年

多来，中国石化西北油田治安消防中心

组织成立的志愿者医疗服务队，奔走于

塔克拉玛干大漠之中，救死扶伤，被誉

为“沙漠里的生命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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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通讯员 鲁程笑 王尊贤

“爸！快开门，儿子给你送菜来啦！”赵志

远大大咧咧地敲着门，仿佛回到了的远在海

南的家中。

95 后小伙赵志远，来自海南省海口市，

2019年他踏上离家的路，来到 5000公里外的

新疆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博孜墩边境派出

所。出乎他意料的是：离家万里之遥，他有了

第二个家。

赵志远和吐尼牙孜·努尔的缘分源自

一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刚开始，腼

腆的赵志远不知道怎么相处，有一些担心。

“主要是风俗不同，怕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不同于赵志远的腼腆，吐尼牙孜十分热情，

每次赵志远来家里，他就像个父亲一样，嘘

寒问暖。“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给了我

像家一样的温暖，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赵志远说。

吐尼牙孜·努尔，家住新疆阿克苏温宿县

博孜墩乡提坎库如克村一组，妻子和一个上

初中的儿子就是他的全部。不幸的是妻子阿

依仙木·马木提在 2013年检查出患有神经性

细胞癌，这无疑是对家庭经济的重大打击，所

幸夫妻二人还有每月 4000元的护边员工资，

加上草场一年补贴 1 万多元，日子倒也勉强

过得去。

“2021 年我来到提坎库如克村警务室工

作，第一次见到吐尼牙孜·努尔的时候，就觉

得这个人很乐观，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人，

但当我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我深感命运的

不 公 ，‘ 麻 绳 专 挑 细 处 断 ，噩 运 专 找 苦 命

人’。”聊起吐尼牙孜的情况，赵志远心里总

有些难受。

知道他的情况之后，赵志远为了开导情

绪低沉的吐尼牙孜，每次都主动和他聊聊自

己的生活，疏导吐尼牙孜心里的压力。渐渐

地，两人成为了无话不说的“父子”。

2022 年 1 月，吐尼牙孜的表弟因为烧伤

在乌鲁木齐住院，吐尼牙孜前去照顾，家中就

剩下母子二人。赵志远便撑起“半边天”，每

天下班一有空就去看望，教孩子写作业、帮忙

干些杂活、看看家中是否缺菜缺煤，有时也会

带些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贴补家用，或者自

己下厨做饭，帮助改善伙食。

吐尼牙孜的儿子艾克拜尔·吐尼牙孜在

100 多公里外的托乎拉乡中学读书，每周末

才能回家看望父母，来回很不方便，赵志远便

主动承担起接送艾克拜尔上下学的事情。

“他平时工作那么忙，我都不好意思了。”吐尼

牙孜知道情况后说。赵志远安慰他：“都是一

家人，艾克拜尔就是我的弟弟，上下学放心交

给我。”

原本两个相隔千里之远的陌生人，却在

天山脚下成为了最亲密的一家人。

“儿子，你妈妈的药吃完了，能帮忙买点

药吗？”“今天家里做羊肉抓饭，下班过来吃

啊！”……随着一次次地深入交往交流，吐尼

牙孜·努尔把赵志远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家里

有什么事都会告诉他，赵志远也把吐尼牙孜·

努尔当作自己的亲人，总想给予他们更多的

关心和帮助。

“他就和我的孩子一样，什么时候都想着

我，主动问我有什么困难，想着办法给我解

决，我们现在吃得好、穿得暖，我们很感恩，很

知足。”吐尼牙孜·努尔说道。

从不熟悉到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融

入，视彼此为亲人，长期以来，新疆阿克苏地

区博孜墩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和各族人民群众

在交流交往中交融，用真情浇灌着民族团结

之花。

“我在新疆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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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不支持你，可你好歹把房贷还

完了，再资助也不迟呀！”看着儿子一边每月

还着数千元的房贷，一边不停地往外汇款，蒋

政父母忍不住心疼。

“爸，妈，我在西部看到一句话——‘今天

的辍学生，就是明天的贫困户’。我们能等，

他们可不能等呀！”蒋政说。

蒋政是南京海关隶属南通海关驻海门

办事处监管科科长。十余年来，并不富裕的

他一边还着房贷，一边坚持资助贫困学子，

资助的学生达 30 多名。他先后荣获“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岗位学雷锋

标兵”“江苏最美退役军人”“江苏好人”等荣

誉称号。

2009 年，蒋政从作战部队交流到区人武

部工作。

一天，他在电视里看到“爱心·王搏计

划 ”—— 西 部 贫 困 儿 童 助 学 行 动 的 故 事 。

“感觉一下被‘击中’了，我也在农村长大，

也曾饥肠辘辘走在上学路上。看着孩子们

拉着毛驴、背着柴火、翻过茫茫大山艰难求

学的画面，心里特别难过。”尽管当时还住

在出租屋里，月工资仅 1300 元，他还是立即

联系节目组，与甘肃两名贫困学生建立了

“一对一”资助关系，并给孩子们转去第一

笔资助金。

2012 年，蒋政脱下军装，转业走进南通

海关。工作的岗位变了，但蒋政的爱心始终

没有变。

新疆吐鲁番、甘肃天水、陕西富平、贵州

黔东南……蒋政资助的学生遍布全国很多地

方，人数也从最初受资助的两名陆续增加到

30多名。

如今，捐资助学已经成为蒋政全家共同

的习惯。正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将过年时爷

爷奶奶给的 1200元压岁钱捐给了贫困学生，

爱人也通过圆梦慈善机构默默资助着西藏的

贫困学子，3000元、5000元……

“蒋叔叔，我回来了，石膏也拆了，恢复得

挺好，您放心！”国庆期间，远在青海省贵德县

的“小亲戚”古涵发来信息，蒋政心里稍许宽

慰了些。

古涵是蒋政去年新结对的资助对象。刚

上二年级的她因天生脑瘫需要定期进行康复

训练，家里仅靠父亲打零工的微薄收入度

日。了解到古涵家的情况后，蒋政决定对她

长期资助。今年 7 月，得知古涵需要手术治

疗，他不仅自己捐助了 5000 元，还动员爱心

人士捐助了 1万元。

“捐资不多，但助学之路会一直坚持走

下去。”在蒋政的影响和带动下，一张“爱心

助学网”越织越宽。南通海关党委以单位的

名义对接了青海省贵德县的 11 名贫困学

生，南京关区其他隶属海关的支部和党员也

纷纷加入，多次走出江苏，在各地开展助学

活动。

一边还着房贷，
一边资助贫困学子

解锁滑雪新玩法

肖哲

近期，网络上出现“外卖员职业会在 5~10年内消失”

的声音，这个说法很快引起热议。

很多人对外卖员的理解，还是“跑腿送饭”，但事实

上，当下外卖员运送的，已经不只是餐食，也包括了各种

消费品。“即时零售”已经成为不少城市消费者的日常购

物模式之一，即通过线上交易平台下单，线下实体零售商

接单并通过第三方或自有物流配送运力提供商品的上门

送达服务，送达时效一般控制在 30 至 60 分钟之内，这些

通过“即时零售”购买的消费品，也是借助零售商自有平

台或第三方平台的外卖员送上门的。相对于进店购物，

“即时零售”不仅省却了消费者的体力和时间，也更加便

捷，手机一点就能浏览全店货物。

换言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外卖员已经构成了城市

消费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也成为城市物资配送体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消费者对线上下单的“即时零

售”模式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只是

餐饮业，城市零售业对于外卖配送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

高，一些社会服务可能也要借助于外卖员来实现触达目

标人群。

外卖员在短时期内可能不会消失，但还是会面临

一定程度的转型难题。这是因为，从送餐食到送消费

品，外卖员运送品的变化，背后则是社会环境的变化。

毕竟，随着预制菜的崛起，加之社区 15 分钟生活圈服务

圈的日益完善，消费者“在家做”和“到店吃”的比例，恐

怕会逐渐升高，使得外卖员运送品中，即时零售的消费

品比例有可能会逐渐增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品的即时

运送，需求点与餐食是大不一样的，后者在意时间，毕

竟肚子饿了不等人，但前者则在于更大的运送量，和更

多的运送品种，这就对外卖员的装备和身体有了新的

要求。当下的小电动车加“人肉”奔跑，能否适应未来

的配送体系？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随着技术提升，外卖市

场会不会出现机器换人，用无人设备取代外卖员？现

在，不少企业正在不断测试和优化提升其无人配送设

备。但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和道路基础设施、相关立法准

备来看，在短期之内，无人设备还主要应用于建筑物内、

园区内的小规模配送，对当下外卖员职业的替代程度依

然有限。

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卖员的职业“高枕无忧”，城市配

送体系的技术革新随时在进行，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和偏

好也在变化，如果希望自己一直在配送体系工作，外卖员

也要学会动脑子，学会提前一步，做好准备。

外卖员职业
会不会消失

《小微湿地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论坛》举办

小湿地释放大能量
本报讯 （记者蒋菡）小微湿地面积虽小，但数量众

多，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如何善加保护和利用，让其潜能

充分释放？11月 10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

东道国活动——《小微湿地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论坛》在

武汉举办。

重庆市梁平区成为新晋“国际湿地城市”。这座三面

环山、一面是平坝，没有大江大河和大型湖泊的城市，靠

什么获此殊荣？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院

长张明祥认为，靠的是三张生态牌：全域湿地、“城市湿地

连绵体”和“小微湿地+”。

“小微湿地+”是梁平因地制宜在全国率先探索推广

的“小微湿地”保护与利用模式。截至目前，当地已建成

400 个各具特色的小微湿地。它们与生态保育、环境整

治、乡村民宿等多种功能相结合，拉动了旅游热，带动了

农民增收，农民因此格外珍惜和保护身边的这些“小微湿

地”。“保护一定要与利用有机结合，才能激发人们保护小

微湿地的积极性。”张明祥说。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袁兴中表示，梁平区环

湖建设了不少像水泡似的“泡泡小微湿地群”，将流经小

微湿地的地表水层层净化后，流入湖中。既保护了湖泊

水质，小微湿地群本身也成为市民游憩的景观。

学校食堂变身“德育课堂”
本报讯 近年来，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充分挖掘学校食

堂的德育功能，致力于将学校食堂打造成“服务育人”的第二

课堂。

汉寿县各个学校均在食堂醒目位置，张贴食堂管理制

度和食品安全、均衡营养、健康饮食行为的标语、手抄报、漫

画等，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勤俭节约意识和文明

用餐意识，切实将学生食堂打造成德育平台。该县还设立

由食堂管理人员、教职工代表、学生和家长代表组成的膳食

管理委员会，收集家长、学生对食堂的意见和建议，推进食

堂共建共治。各校严格落实校长教师家长陪餐，做到师生

同灶。

（赵培冬 任晶晶）

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微调解”
本报讯 今年来，江苏盐城经开区突出关注民生民情，深

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

该区对城乡建设、劳动保障、教育等领域风险隐患进行

全方位、常态化排查，实行每月挂牌“红黑榜”推动化解，化解

销号率 85%，并建立“1+N”微调解机制，将信访工作融入网

格治理，深入推进“精网微格”工程，充分整合社会力量参与

矛盾纠纷“微调解”。截至目前，共协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992 件。全区建成各类调解组织 67 个，配备专兼职调解人员

237人，排查化解社会矛盾风险隐患 4166件，化解率达 98.5%。

（许洪 卞黄栋）

11月19日，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V-PARK地形公园，滑雪爱好者在跳台上练习。
北京冬奥会后的第一个雪季，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在吉林省吉林市，随

着滑雪技能的精进，滑雪爱好者们在体验滑雪运动的同时，积极挑战新玩法。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