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卢明 孙舒 许加元

17年前，民警孙公新在下班路上救助了一名
遭遇车祸、生命垂危的少女，救人后他悄然离
开，只留下一个穿着警服的藏蓝色身影。

17年间，获救者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要找到当
年的救命恩人。2月23日，苦寻救命恩人17年的
苟娟娟一家到山东滨海公安局基地公安分局赠送
锦旗，以感谢民警孙公新当年的救命之恩。

17年前的往事

2017年12月底，孙公新微信上发现一个叫苟
娟娟的人要求添加好友。以为又是辖区需要咨询
帮助的群众，孙公新通过了对方的申请，没想到
不过半分钟苟娟娟就发来一句话：“您是否还记
得十几年前救过一名女孩？”一句话勾起了一段
尘封近17年的故事。

时光倒流回到2001年8月。那时，苟娟娟23
岁，正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大学毕业后，她
在胜利油田一家单位完成一年的实习，刚刚接到
新分配工作单位的通知去递交个人材料。

苟娟娟去递交材料的那天正下着小雨，在她
穿过马路就要到达新单位的时候，突然被一辆疾
驶的大货车撞倒，剧痛之下，苟娟娟昏厥过去。

孙公新和同事正开车走在路上，发现路中间
有一名女孩躺在地上，远处散落着雨伞和鞋子。

孙公新停下车，快步走上前，发现女孩嘴里正吐
着白沫，还有微弱的呼吸，他连忙将女孩抱到车
上去了就近的胜利医院。

等苟娟娟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
上，颈椎、腰部多处骨折，经抢救已经脱离了危
险，守在一旁的妈妈告诉她，事故发生后，肇事
货车逃逸，医生说是一个警察把她送到医院抢
救，还通知了家人赶来。

妈妈告诉苟娟娟，救她的民警她也没有见
到，医护人员也都不认识，只记得大概30岁左
右，清瘦的身材。

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苟娟娟终于康复
出院了，肇事司机也被警方找到，苟娟娟得到了
应有的赔偿。身体虽然康复，但苟娟娟的心里从
此却装进了一件沉甸甸的事——— 一定要找到那个
救她一命的好警察。

用自己的方式弘扬正能量

“人家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大恩人，我一定
要找到他，当面说一声谢谢”。

养好伤没多久，苟娟娟就开始四处寻找救她
的警察。救人的民警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找人谈
何容易。她跑遍了出事地点附近的公安局、派出
所，还多次到当初就医的医院去寻找线索，但那
个救她的民警仿佛像一根针落进大海一般杳无踪
迹。

随着时间流逝，苟娟娟结婚生子，从一个年

轻姑娘渐渐步入中年，但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的
心愿却一直没变，而这一找就找了将近17年。

苟娟娟不知道的是，她一直在寻找的“恩
人”孙公新却远在离事故发生地近10公里外的基
地分局荟苑派出所工作。在救助完苟娟娟后，孙
公新就离开医院赶回了家。2011年12月，孙公新
又被抽调到基地分局法制大队工作。

苟娟娟被救以后的日常里，她会经常把自己
被救的往事讲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听，用自己的实
例向大家宣传弘扬社会正能量。同时她也在期盼
着，也许冥冥中有一天，真能通过这种宣传，让
她“碰上”那个救自己一命的好警察。

有了圆满的结局

时间一晃到了2017年12月，苟娟娟又一次和
同事聊起当年被救的事。一位新调来的同事大
声喊道：“内容好巧合，不会是一件事吧！”
这位新同事说，她的大伯哥孙公新正是一名人
民警察，去年家庭聚会，因为一个小品，全家
人都在讨论“扶不扶”的社会问题，就在大家
争辩得脸红耳赤时，孙公新说，自己十几年前
在北二路八大队路口就救过一名遭遇车祸的女
孩，他把女孩送到医院，还联系了女孩家人，
最后也没有被讹诈，只要碰到有人遇到危难他
一定会去帮一把。

苟娟娟马上向同事确认了孙公新的年龄和体
貌特征，没错！四十多岁，清瘦身材。这一次，

苟娟娟激动地意识到：十几年前的救命恩人可能
真的找到了！她马上向同事要到了孙公新的微
信。

在平复内心的波澜后，苟娟娟加了孙公新的
微信。在通过验证后她马上发过去一句话：“您
是否还记得十几年前救过一名女孩？”

孙公新回复：“是的，好像有印象。”
“我就是那个女孩！”那一刻，苟娟娟泪眼

滂沱，“救命恩人我终于找到了！”
在联系到孙公新后，苟娟娟多次表达了要当

面重金酬谢的愿望，都被孙公新一一婉拒。
谈起17年前救人的往事，孙公新有些不好意

思，他甚至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年哪月了，还是
坐在对面的苟娟娟补充道，是2001年8月13日，
那是深深刻进她生命里的一天，她永远都不会忘
记。

在派出所工作的十几年间，孙公新救助过多
少人，多得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要人民群众有
危难，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都会去救！”孙
公新说。面对苟娟娟和家人的感谢，有着20多年
警龄的孙公新却显出了一丝腼腆，在详细询问了
苟娟娟的身体恢复和工作家庭情况后，他反复叮
嘱苟娟娟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好好工作。

17年的找寻有了圆满的结果。心愿终于实
现，苟娟娟也被孙公新救人不图回报的情操深深
感动，“感谢有这么好的人民警察，我会继续把
这种正能量传递下去，也要做一个像孙公新一样
的好人。”

□ 本报通讯员 于佳 范卉 张康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不幸的
朋友画一个小气球，他就不觉得孤单了；假如我
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爸爸画一个大飞机，
这样爸爸就能回来陪我玩了。”

上小学三年级的林歆然两年前写下这篇日记
时，距离他1500多公里外的蒙古国乌兰巴托，他
的父亲、东胜蒙古公司商务经理林文杰正在参加
一场关键的商务谈判。

今年春节，父亲终于回来了，然而短暂相聚
后，面临的却是又一次离别！

不舍的拥抱

2月24日，正月初九，冬日和煦的阳光透过
玻璃窗洒进屋里，让人觉得温暖又舒适，零星的
鞭炮声从远处隐隐响起，年的味道还没完全散
去。

在位于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对面的胜荣小区
刘岗家里，70多岁的老母亲宋建华一早就把面和
好了。“送行饺子迎接面，每次都这样。”厨房
里，带着醇厚胶东口音的老人伴着爽朗的笑声。
儿子今天要返回工作岗位，对她来说这顿饺子必
不可少。

刘岗，东胜蒙古公司工程师，在位于蒙古国
东戈壁省宗巴音生产基地已经工作了五个年头。
由于工作特殊性，每两年回来过一次春节，平时
也是每隔三到四个月才能回来一次。

在宋建华印象里，儿子上次回来过年已是前
年的事。听说那边牛羊肉比蔬菜便宜，生活条件
也有限，每次刘岗一回来，母亲都会做满满一桌
子他喜欢吃的饭菜。

今年春节，轮到刘岗回来过年了。他和媳妇
吴彬特意带着双方父母、儿子和外甥女一大家子
八口人去海南三亚过的年。

陪伴家人的太少，他想趁着父母身体好的时
候，多带他们出去转转。唯一的遗憾，就是和家
人在一起的时间过得太快。

转眼就到了要回去的日子。依旧是一桌可口
的饭菜，依旧是临别前的嘱托与叮咛，只是这一
天，吃起来的心情已与刚回来时大不相同。

东营到北京的飞机是下午三点钟，刘岗一点
就要出发赶往机场与同事会合。临出门前，九岁
的儿子扑到爸爸怀里依依不舍地亲了他一口。

同样不舍的还有林文杰的妻子李娜。她说，
虽然也习惯了这种送别，但每次关门前的那一刹
那还是需要一个拥抱，就希望他在外面平平安
安、顺顺利利的。对他们来说，再次见面，又将
是几个月后。

“我的画里，没有爸爸”

在五岁的米奇心里，爸爸好久才回来一次。
从去年底开始，这段等待的日子似乎变长了。

张虎贲，蒙古公司地质师，五个月前从高青
采油管理区调到蒙古公司。与刘岗和林文杰不同
的是，这个春节他没有回来。

2003年成立的东胜蒙古公司，现有员工203
人，其中中方人员68人。这个春节，除了和刘岗
一样回来休假的员工，有近20名中方员工依然坚
守在岗位。

从孩子出生，工作就在家与单位之间奔波，
现在这个往返的距离不仅更长了，回家的时间也
从一星期变为几个月。

第一次独自在外过年，这个春节他特别想
家。在那里，他们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吃饭时
一不谈父母，二不谈媳妇，三不谈孩子，因为一
旦聊起家人，这顿饭就吃不下去了。

有一天女儿米奇画了幅画，她对妈妈说，大
的是鱼妈妈，小的是鱼宝宝。妈妈好奇地问，怎
么没有鱼爸爸？孩子回答说，爸爸天天不在家。
望着孩子稚嫩小脸上那双忽闪的大眼睛，妻子孟
令伟心疼不已。

蒙古国气候干燥，张虎贲去了之后无法适
应。刚开始每晚临睡前他都往地上洒些水，可还
是经常被干醒。后来同事们告诉他，唯一解决的
办法就是慢慢适应。他说，其实在那里，无论工
作还是生活上的困难都能克服，唯独对孩子陪伴
的缺失无法弥补。

这种愧疚也曾让林文杰泪流满面。多年在外

工作让他忽略了与家人情感上的沟通，直到看到
儿子的日记后，他才真正体会到孩子对父亲没有
陪伴在身边的那份缺失与渴望。

和妻子结婚这12年，他把2/3时间给了那片
遥远又荒凉的土地，与家人在一起的回忆只剩下
一张张无法衔接的碎片——— —— —— 2006年相识、
2007年结婚、2009年有孩子。“回来一趟结婚，
回来一趟有孩子，再回来一趟孩子上学了……希
望下次回来的时候，不要是孩子该上大学了。”
林文杰苦笑着说。

可是越想陪伴，工作越是抽不开身。牵扯到
与蒙古人谈判施工合同，去年腊月二十三回到东
营后，林文杰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辗转又去了公
司连轴工作好几天。原本十多天的假期，留给妻
儿的时间只有寥寥无几。

不大的旅行箱里，有一半是谈判文件，成为
这趟旅途中唯一陪伴林文杰的东西。在他心里，
家人再重要，也不能耽误工作。

“要好好的，家里不用操心”

李娜曾对婚姻曾充满美好的想象——— 一家人
能够天天在一起。可后来她却发现，现实与理想
反差太大。

结婚12年，母亲的陪伴也跟随了12年，最初
是照顾怀孕的女儿，后来是帮着带外孙。

婚后生活不仅没有脱离父母，反而一直拖累
他们，巨大的心理落差曾让李娜焦虑过、痛苦过
也愤怒过，久而久之，她在这种分隔两地的煎熬
中慢慢适应了，“路是自己选的，谁也怪不着。
既然当初选择了他，就是因为爱；既然有爱，就

应该把爱变成一种力量，变为他事业背后的坚强
后盾。”

因为爱，刘岗的媳妇吴彬还学会了开车。丈
夫出国后一个冬天的晚上，她带孩子站在路边等
了一个小时没打上车，那时候她就发誓：“儿
子，妈妈一定要学车。”

虽然好几个月才能见一次，不过让李娜和吴
彬感到欣慰的是，单位每两年会组织家属去那边
探亲。

然而无论离家的路有多远，最让她挂念的还
是丈夫的安全。去了那里李娜才深切体会到，那
边毕竟不是中国，没有任何人会为你考虑，甚至
还面临着许多未知和可能出现的危险。在她心
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他只要好好的，家里不
用操心。

除了无限的期望，作为父亲和一名老党员，
刘昌茂希望儿子安心回到工作岗位，踏实工作，
努力完成工作任务，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他觉
得，男人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要有份责任，只
有把大家庭建设好了，小家庭才会更好。

15年来，正是带着这份嘱托，胜利油田东胜蒙
古公司累计在蒙古国产油66 . 08万吨，先后被蒙古
国政府评为“蒙古国十佳外资企业”，连续多年被
蒙古国中华总商会评为“十佳中资企业”，为中石
化和胜利油田在国际市场赢得了声誉。

鸿雁有两个家，一个是长途跋涉温暖越冬的
异乡，一个是顶风冒雨怎也割舍不下的归宿。对
像林文杰、刘岗和张虎贲这样外闯市场人员来
说，又何尝不是呢？！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始终
在两个“家”之间奔波，在一带一路上默默奉献
着他们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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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的救命恩人找到了

家，远行的力量

□通讯员 王振国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大年初二晚上7时左右，占新

兵向记者展示了他的运动手环上的数据21560，
这是他当天当刻的步数。

占新兵是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中心三号平台
站长、党支部副书记，参加工作14年，今年是他
在平台上度过的第八个春节。

中心三号平台是一座集油气生产与处理外
输、污水调水与注水、变配电、海上生产自动化
监控、生活保障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
上平台，是海洋采油厂最大的中心平台，也是该
厂第一座密闭外输平台。

正是密闭外输的特点，平台上没有缓冲罐，
导致外输系统应急处置的时间很短，一旦外输系
统出现停运等特殊情况，如果不能在这个时间内
处理完故障，那就意味着要关停周围卫星平台的
油井，造成大面积停井停产。

为了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必须保
证外输系统平稳运行，占新兵他们时刻关注外输
系统的运行，除了自动化监控外，必须安排人员
按时巡线，密切观察液位变化。一旦液位越过设
定的报警值，他们必须借助自动化监控系统，迅
速排查周围油井的生产是否出现异常情况，并时
刻根据液位变化调节外输排量，直至险情解除。

每天除了吃饭，占新兵几乎就没停下来过，
一直在走动。占新兵说，就是没有险情，他也要
在各个岗位来回穿梭，了解每个岗位的生产运行
情况，处理职工遇到的棘手问题。作为平台的
“总管”，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去处理，手里的甚
高频不时响起呼叫他的声音。

因为只有在现场不停地走，才能及时发现、
处理出现的问题”。据占新兵介绍，平台高度
大，仅生产平台就有10层楼那么高。采访过程
中，笔者什么也不干只是跟着他走，一趟下来累
得气喘吁吁，满身是汗。而这些对占新兵他们来
说都习以为常了。

年前占新兵父亲刚做了一个手术，他很想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和爸妈在一起度过，可是今年轮
到他在平台上带班，如果他请假回老家探望父
母，就意味着本该在下面过年的同事要来顶替
他，用他的话说就是“作为党员干部咱不能这么
干”。他只能在除夕晚上通过视频向远在湖北的
父母报个平安并给爸妈拜年说声祝福。

每天两万步
保海上平台平稳运行

□通讯员 杨辉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3日，胜利油田成立志愿服

务总队，统筹油田所有志愿服务队伍，整合志愿
服务力量，形成志愿服务合力，进一步弘扬雷锋
精神，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

长期以来，胜利油区一直活跃着450多支志
愿服务队伍，包括青年志愿服务、巾帼志愿服
务、党员服务社志愿服务和“五老”志愿服务等
四大类，人员近2万人。他们热心公益事业，关

爱帮助他人，产生了孤岛“星火”志愿者服务
队、胜中小蜜蜂志愿服务队等一批省级青年志愿
服务先进集体；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
银奖“安全宝贝+”等一批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也促进了油田和谐建设。

有关工作人员坦言，由于没有统一的志愿服
务组织机构，缺乏统筹协调组织，许多志愿服务
需求信息不能及时广泛传播，“供需”双方缺乏
沟通机制，志愿服务队伍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

挥；由于缺乏系统培训，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技
能、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队伍分散、各自
为战，难以形成集体优势和声势；由于缺乏管
理、回馈机制，志愿服务活动经常化无法得到保
障；志愿服务队伍和志愿者未进行国家志愿服务
系统注册，参加各类评选活动不具备基本条件，
也无法得到上级志愿服务管理机构的工作指导和
支持等等，导致志愿服务队伍的作用未能充分发
挥。

在有关专家看来，胜利油田志愿服务总队的
成立，一方面可以做好顶层设计，统领相对分散
的各方力量，从身边做起、从油田做起，让有规
模、有胜利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更规范、
更有影响力、更具正能量。另一方面，通过积极
探索完善志愿服务工作规章制度，推动形成实现
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的体制机制，增强志愿
服务的活力和吸引力，确保志愿者参加活动有途
径、奉献服务有方向、展示风采有舞台。

胜利油田成立志愿服务总队

□朱克民
孟涛 乔晨 报道

2月28日，现河采油厂
郝现采油管理区活动室内,心
理咨询师成鹏飞（右二）正
在利用沙盘为女工进行心理
疏导。

□通讯员 惠心怡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作为胜利发电厂雨水和生活污

水外排的主通道，过去，护厂河里的水一直是向
外流进行处理后排放。如今，护厂河里的雨水和
生活污水被泵抽回，作为循环水再次利用。

从1988年电厂投产到现在，护厂河已经服役
了29年。随着环保政策趋严，2017年7月，护厂
河的外排口全部被封堵，随之而来的改变是其被
赋予的新职能——— 雨水的汇集和回收。这意味着
电厂污水实现了零外排。

4个冷却塔每小时蒸发的水达1700吨，用于
冷却的水蒸发后剩下的水会被循环利用，回流后
再次蒸发，形成了循环水。

循环水并非能够无限循环。当水浓缩倍率到
一定值后，不易蒸发且严重腐蚀设备时就要排
出，因此，提高浓缩倍率就能减少外排水量。现
在，电厂一期、二期发电机组循环水平均浓缩倍
率达6 . 5，远高于中石化不低于4的要求。

经过多次浓缩后，循环水含盐量大、腐蚀性
强，虽然不能再用于冷却，但作为脱硫工艺用水
完全符合要求。从脱硫塔出来的水，经过处理
后，大部分回到脱硫系统，少量的脱硫工业污水
用于煤场、灰场喷洒冲渣用。而冲渣水经过灰场
沉积、澄清，再重新收集起来，用作锅炉水封。

丁台明是胜利发电厂技术监督中心负责节水
管理的主任师。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成熟的电厂
而言，目前通过技术手段节水潜力有限且成本昂
贵，从科学精细管理上做文章，相对更容易实
现。

三期发电机组采用的钛管换热器，对水质要
求低，将一、二期发电机组产生的废水通过净化
处理，进一步调节水的碱度和硬度后，完全可以
满足三期循环水技术要求。

胜利发电厂将水按质梯次利用，好水用在
“刀刃”上，差水用在对水质要求不高的地方。
过去，冲渣、脱硫都使用原水，而现在全部采用
处理后的排污水。

胜利发电厂
污水实现零外排

□通讯员 夏军国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将于近期出院的李长绪回想起

10天前的经历仍心有余悸，“要不是胜利油田中
心医院的医生们争分夺秒地抢救，我这条命就没
了。”

2月17日，大年初二，来自北京的李长绪一
家自驾前往青岛旅游，中午在东营服务区吃完饭
之后，66岁的李长绪突感胸疼，在导航的引导
下，李长绪一家来到了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医院
胸痛中心立即为其启动绿色通道，从急诊到心内
再到心外，无缝隙衔接地为患者建立生命的高速
通道。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褚耀南为患者进一
步做完检查之后，证实了最初的预判——— 主动脉
夹层！

主动脉夹层发病率较低但非常凶险，48小时
之内死亡率接近50%。

首选的治疗方式就是放覆膜支架。褚医生介
绍，支架是比较贵重的耗材，医院常规是不备
货，支架也是根据每个患者的身高、体重、血管
的粗细和检查的结果来确定支架的型号。褚医生
紧急联系厂家订制支架，一直联系到晚上12点确
定有货。根据支架到货时间，褚医生将手术定在
了第二天上午11点。手术非常成功，目前术后一
周多，患者李长绪恢复效果很好。

北京游客突发心脏病

油田中心医院紧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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