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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戈壁里的
新疆巴州文物局司机皮明忠的故事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26 日电（记者符晓波、何军）
有一群人，肩负党和国家使
命，舍小家顾大家，从五湖四
海汇聚到祖国西部，把边疆
视为家乡，在天山南北倾情
倾力倾智，书写着一曲曲动
人的援疆赞歌。

2010年新一轮对口援疆
工作启动以来，19 个援疆省
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
业选派的 8 .75万人次干部踏
上新疆大地，成为助推新疆事
业全面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全情投入边疆建设

“追着太阳来到边疆，接
力使命四季奔忙……你总在
想，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
离疆留什么？”一首歌曲《援疆
三问》道出了数万援疆干部的
心路历程和铮铮誓言。

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
施落后，发展相对滞后……
2016 年初，安徽省第三批援
疆干部刘师衡初到和田地区
皮山县，真切感受到国家深
度贫困地区的现实困难。他
走遍全县 16 个乡镇、街道，
走访了 200 多户农民，摸清
情况、研究政策、协调资金，
使国家安居富民政策得以切
实落地，帮助 4 万余名群众
居有其所。入疆 5 个月时，刘
师衡父亲病逝，而他因工作
繁忙，路途遥远，最终没能见
上父亲最后一面。

自 1997 年党中央选派
首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
以来，每年都有援疆干部踏
上边疆的热土。2010 年，新
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援
疆由干部人才援疆进入全方
位援疆阶段，越来越多的有
志之士在新疆无私奉献，赢
得当地各族干部群众认可。

一切为了百姓福祉

在海拔 3000 多米的喀什地区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援疆干部范磊克
服高原缺氧高寒等困难，经常深入阿巴
提镇、达布达尔乡等 10 个贫困乡镇，帮
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协调新疆首
个光伏扶贫集中发电厂落地，点亮高原
贫困群众的新生活。

浙江省对口支援的阿克苏地区是新
疆特色林果主产区，由于运输渠道不畅，
产品销路狭窄，农民增收困难。浙江援疆
总指挥王通林带领团队，推动浙江布局
仓储物流和“十城百店”销售网络，成功

帮助阿克苏果农开拓市场，
带动当地林果产业实现升级
壮大。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
长、吐鲁番市人民医院院长
常实说，湘雅医院与吐鲁番
市人民医院合作共建以来，
内地医疗人才源源不断补充
到当地，“多年来援疆医生坚
持利用休息时间下乡义诊，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接受专家
治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统计，2010 年
以来，中央部委、19 个对口
援疆省市累计投入资金近
1200 亿元，全疆各族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有力
助推了新疆社会大局稳定、
精准脱贫攻坚和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真诚架起沟通之桥

世代生活在塔克拉玛干
沙漠腹地的农民常常把北
京、天津、山东、深圳等省市
挂在嘴边；许多还在读初中
高中的青少年立志考内地名
校；越来越多深居边疆的居
民开始对沿海城市产生好奇
和向往……

在一批批援疆干部的引
领推动下，19 个援疆省市干
部人才、社会力量与受援地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日益
密切，在思想上有了更多共
鸣、感情上有了更多交融。

经学生们一再挽留，湖
北援疆教师梁继鲁曾连续 3
次援疆，成为当地年纪最大、
支教时间最长的老师。现已
回到武汉的他常常收到新疆
学生的讯息，有人考上了大
学，有人生活中遇到了困难，
无论喜事还是烦恼，学生们
都愿意跟他分享。在学生眼
中，梁继鲁不仅是老师，更像
亲人一样。

相隔几千公里的新疆二
十里店村和福建下党村，因援疆而结缘，
两村村民跨越千山万水的阻隔相互走动、
结对共建。今年夏天前往下党村参观学习
的村民牙生·尼亚孜回到新疆后，立即着
手谋划发展乡村打馕合作社。他说：“改良
新疆的馕做‘茶点’，搭配福建的茶销售，
我们两村合作，创新发展，前景好得很。”

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长黄鹤
麟说：“援疆干部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
带动受援地与支援地实现多层次交流，
彼此在了解中相互学习、实现共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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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明忠将枯木垫在车轮下准备让车辆脱困
（8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26 日电（记者何军、白佳丽、
赵戈）平日里，他只是州文物局里一名开皮卡车的司
机，蹬着自行车每天按时上下班。

可一旦进入沙漠，他就成了让荒漠探险者最倚仗
的人，也是让盗墓者闻风丧胆的人。

22 年职业生涯，皮师傅驰骋在渺无人烟的大漠戈
壁，多次单人单车穿越“生命禁区”罗布泊，在平凡的岗
位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楼兰惊魂

皮师傅，名叫皮明忠。
1997 年 9 月，结束了在新疆的 14 年军旅生涯，这

个爱吃辣的湖南农村娃，决定扎根在边疆，转业来到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局。

巴音郭楞州面积比 4 个浙江省还大，而州文物局
负责保护 48 . 27 万平方公里内的文物古迹，辖区内，
净是那些神秘而又熟悉的名字——罗布泊、楼兰故城、
小河墓地……

环境恶劣、极难进入的罗布泊，皮师傅跑了不下上
百趟。至今，他仍是唯一一个单人单车穿越罗布泊的人。

第一次进入罗布泊，皮师傅是坐着别人的车，目的
是将一块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楼兰故城遗
址”的碑立在楼兰。

“我们坐在货车的车斗里，被车尾掀起的灰尘完全
罩住。”他回忆，那时候从罗布泊外围进入楼兰故城是
完全没有路的，地面上锋利、凸起的盐碱壳刮坏了车辆
的底盘。

陷车、迷路，几乎伴随着整个过程。一路上大家靠
着 GPS 导航，来回 400 多公里路程整整用了十天
时间。

直到如今，进入罗布泊楼兰故城，仍有 18 公里完
全没有路可言。皮师傅驾着车，在戈壁上勉强“开”出了
一条可以通行的道。

“就是一边当司机，一边当修路工人。”他说，走不
过去的时候，就拿着铁锹挖，车辆能勉强开过去的地
方，就认真记下每一道转弯。戈壁中无路的艰辛是常人
难以想像的。甚至有时候，皮卡车会挂在高高的雅丹
上，上不去也下不来。

在高温的炙烤下，每一个小挫折都会被无限放大，
每一个小失误甚至会让人面临生命危险。

“我实实在在哭过一次，那次是真绝望了。”皮师傅
说，2007 年冬，为了给在楼兰故城修筑围栏的工人运
送物资，他一人单车进入楼兰，出来时车子的四个车轮
陷进了厚厚的虚土中。

他不得不在冰冷呼啸的狂风中挖土，将车轮“救出”。
可是没开几步，车又再次陷了进去。几次反复，铁锹挖已
经不起作用，千斤顶也难以着力，力气也要消耗殆尽。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一边哭，一边就
想，如果不把车开出去，我怕是要死在这里了。”这是他
第一次感受到，在这片荒漠中，死亡竟然离自己那
么近。

沙漠逃生

神秘的罗布泊，一直是盗墓贼念念不忘的宝地。
为了保护文物古迹，一旦接到非法旅游或盗墓贼

闯入的举报，皮师傅就立即开着车从巴州首府库尔勒
出发，带着保护人员，进入举报地巡查，往往一个月就
要来回好几次。往往这样的时候，他既是一名司机，又
是一名文物保护者。

1999 年 6 月，有人举报 7 名外国游客擅自前往楼
兰故城。得到消息的皮师傅和同事赶往堵截，在距离楼
兰不足 30 公里的地方，拦住了两辆奔驰越野车。
外国游客让皮师傅开价，只要让他们进入楼兰，要多

少钱给多少钱。软磨硬泡，皮师傅却不为所动。见皮师傅
非但不松口还要报警，这些人最终无计可施只好离去。

2000 年 1 月的一天，自治区文物局接到举报，有
游客非法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地小河墓地。接到任
务的皮师傅，提上装备拉上同事随即出发。

路走到了尽头，需要翻越一大片沙漠才能到达目
的地。偌大的沙包连从油田上租的沙漠特种车也翻不
过去。实在没有办法，一行人只能步行。

沙子里走路举步维艰，走一步退半步。最困难的是
睡觉，晚上零下 20 摄氏度，矿泉水被冻成了冰疙瘩，没
带帐篷根本没办法睡。

众人只好到四周捡枯木生火，烧成热炭后用沙子
铺平，躺在上面取暖。不过，这也最多维持两个小时，不
一会儿就被冻醒的大家只能继续生火，反复几次才能
熬到天亮。

往回走的时候，同行的州文物局业务科长玉素
甫·肉孜不小心扭伤了腿。坚持了一段时间，实在走
不动的他躺在沙子上再也不愿起来，看着肿得粗粗
的腿，绝望地让大家别管自己先走。

不走不行，躺下肯定冻死。皮师傅说，他觉得应
该快出去了，决定赌一把。于是扔掉了身上的所有装
备，背起玉素甫往外走。幸好，两个小时后，他们走出
了沙漠。

“遗憾”人生

在文物局工作 22 年的皮师傅，跑遍了巴州辖区
内的 650 多个文物保护点，还练就了一双发现文物
的慧眼。

巴州博物馆的陈列柜里，有不少文物就是他在
巡逻时发现的，包括彩棺、干尸等国家一级保护
文物。

“每次巡逻，我几乎都不会走空趟，再小再隐蔽的
东西都逃不过我的法眼。”话语中虽不乏“自我表扬”
的意味，但一双剑眉下，他的眼神中的确透着灵气。

皮师傅总是说，在罗布泊，古人似乎离我们很
近。皮师傅的爱人总喜欢说，皮师傅爱戈壁，比爱这
个家多。

1991 年，还在部队当兵的皮师傅错过了见母亲
最后一面，当他得知消息坐上东去的火车时，罹患肝
癌的母亲已闭上了双眼。

皮师傅没有想到，7 年之后，遗憾又会再次
重演。

那年 7 月，他接到单位通知，进入罗布泊进行安
全巡逻，因为里面没有通讯信号，也没有卫星电话，
皮师傅与外界整整失联了半个月。

当他巡逻结束回到库尔勒时，爱人告诉他，他的
父亲因胃癌去世，后事也已经办完。

“我没有哭，也许就是命吧。”皮师傅说着，垂下
了眼帘。这张被他自己说“长相凶狠鬼也怕”的脸，在
这一刻暗淡了下去，眼角的皱纹一条一条向太阳穴
延展。

皮师傅的爱人在巴州焉耆县的一所学校教书，
两人一直异地分居。妻子退休后回到库尔勒，原本想
着可以团聚，可常常也是一个人守在家里。从小到
大，经常出差让皮师傅照顾不上唯一的儿子，儿子总
是抱怨他“把单位当家，把皮卡车当儿子。”

如今，55 岁的皮师傅依旧奔突在荒漠中，啃着
馕、嚼着方便面，有时甚至还要睡在野外，听着狼啸。
沙尘漫天时，也只能停下车来静静地等候风沙离开。

为了躲避孤独，皮师傅总会在车里听蒙古族歌
曲，他说那种悠扬的曲调，让他想到自己的家人。而
只要离开沙漠，皮师傅就再也吃不下一口泡面、香肠
或者巧克力，这些在沙漠中救过他命的食物，也深深
地伤害了他的胃。

看着他在自行车上的背影，没有人能够想到，这
个普通人与罗布泊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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