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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才能跑贏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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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張 1 米見方的大方紙上，密密麻麻標着一個城市的
大街小巷、高樓平房。2007 年開始，山西省晉中市緊急醫
療救援中心的救護車調度員每人每年手繪一張城市地圖，
「下笨功夫，記在心裡，救人時才能爭分奪秒。」救護車
調度科主任梁瑞梅說，「這樣才能跑贏死神！」 ■新華社
沒辦法，老大姐梁瑞梅領着一群小姐妹，推
上自行車，挨街挨巷地跑。
她們白天記位置，晚上畫地圖。跑了整整
半個月，第一張手繪地圖完成了。這張地圖
上，詳細地標明了各個單位、小區、街道，
甚至小區內有幾棟樓、多少住戶、幾個大
門，哪個門能進車，都寫得清清楚楚。「小
區保安把我當成賊了，」梁瑞梅笑着說，
「我不得不帶上單位的介紹信。」

救護車調度員是一個計秒工作的崗位：電
話響 3 秒內接起，問清病人地址等基本

信息 60 秒內完成，從接電話到派出救護車最
多3分鐘。
「有的老年人說不清自家地址，有的外地
人搞不清街道，還有人一着急啥都忘了。我
們最怕弄不清病人的位置，救護車找不到
人。」梁瑞梅說，「從組建緊急醫療救援中
心起，我們全城跑，一筆一筆地畫地圖，熟
悉每一個樓的位置。」

電子地圖有誤「直通路」實未通

細核小區大門 被保安誤當賊

自那以後，手繪地圖成了調度員的基本
功。2013 年，剛上班一個月的寇晶獨自一人
跑了幾條街道，認認真真畫了一整天。她回
到單位一看，「壞了，南北方向畫反了。」
年長她幾歲的杜亞萍剛畫地圖時更「慘」，
一個人跑到郊區的紡織機械廠，「那地方太

2007 年，晉中市緊急醫療救援中心成立，
此前一直在醫院當護士的梁瑞梅被調到新崗
位。當時到崗的 12 人全是女性，幾乎都「只
熟悉自己家門口和單位門口」。她們去書店
買的地圖太簡略，無法確定病人詳細地址。

大了，相當於一個小縣城。
我頭一次去，把自己轉丟
了，出不來了！」
「女同事本來方向感就
差，手繪地圖確實難為她
們了。」救援中心同事張
翼霄說，「不過，這更凸
顯了畫地圖的重要性。」
2008 年，急救中心配備的調
度指揮系統中有了電子地圖，系
統地圖得以不斷更新，但調度員們
仍覺得自己不跑一遍不放心。梁瑞梅
舉例：「網絡地圖上廣安街是直通中都
路的，實際上根本沒通。」
「叫救護車的人不知道位置不要緊，只要
說出幾個抬眼見到的建築，我們基本都能判
斷具體位置。」梁瑞梅自信地說。

青藏高原育活三隻瀕危非洲獅
青藏高原野生動物園昨日對外表示，該
園繁育成活 3 隻非洲獅，這也是該物種在青
藏高原誕生並育活的最好「成績」。
非洲獅是非洲最大的貓科動物，也是在
■2016 年在青藏高原野生動物 世界上唯一一種雌雄兩態的貓科動物，素
園出生的非洲獅寶寶「美一」。 有「獸中之王」的美稱。該物種於 2008 年
網上圖片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

種紅色名錄。
青藏高原野生動物園飼養員徐尚鵬介紹，
三隻非洲獅寶出生於2018年5月9日，均為雌
性，其中一對為雙胞胎，目前三隻「獅寶」
已能自行捕食，體重均達到20公斤左右。
「因獅媽媽此前沒有帶崽經驗，這 3 隻
『獅寶』均由人工飼養長大。」徐尚鵬說。

佔全球四分一 中國擁最多野馬

急救調度員手繪地圖
急救調度員手繪地
圖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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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甘肅瀕危動物
保護中心和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昨日
透露，兩地野馬總量已達 515 匹，加上
其它一些動物園內飼養的野馬，中國野
馬數量已佔全世界野馬總量的四分之
一，成為世界最多的野馬擁有國。
據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甘肅瀕危動
物保護中心主任馬吉中介紹，該中心野
馬數量現突破百匹，共有野馬 103 匹，
其中圈養野馬 43 匹，野放野馬 60 匹。
自 1990 年起，該中心先後從美國、德
國及北京動物園引進普氏野馬 18 匹，
2010 年、2012 年先後兩次向位於河西
走廊最西端的敦煌西湖自然保護區放歸
野馬 28 匹。「那裡的草場不錯，動物
適應，繁殖狀況比人工飼養好得多，野
馬放歸後自然繁殖了 41 匹馬駒，成活
率平均達95%以上。」
據新疆野馬繁殖研究中心主任馬新平
介紹，該中心現有野馬 412 匹，其中圈
養野馬89匹，野放野馬221匹，半散放
野馬 102 匹。該中心自 1986 年建立以
來，在先後從英國、德國、美國引入
24 匹 野 馬 的 基 礎 上 ， 圍 繞 保 種 、 擴
群、野化研究實驗開展工作，共繁殖了
6 代 667 匹野馬，平均繁殖成活率達
90%以上，現已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野
馬養殖基地。2001 年 8 月底，首批 27
匹野馬在卡拉麥里山有蹄類野生動物自
然保護區實現了中國首次野馬放歸實
驗，標誌着野馬拯救工作逐步由人工飼
養繁殖發展為恢復野生種群。2003 年
野馬野外繁殖獲得成功，截至目前共有
16 批次 110 匹野馬放歸野外，放歸實驗
已取得探索性成功。
普氏野馬是目前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
生馬，原產於中國新疆準噶爾盆地北塔
山和甘肅、內蒙古交界的馬鬃山一帶，
有着 6,000 萬年的進化史，保留着馬的
原始基因，全世界約2,000餘匹。
■中新社

「此次是青藏高原野生動物園育活非洲獅
最多的一次，就目前觀察情況來看，此物種
已適應青藏高原高寒冷涼氣候。」青藏高原
野生動物園工作人員劉可表示，非洲獅成功
育活對研究和探索非洲大陸野生動物在青藏
高原生活的規律、生活習性以及今後引進其
他當地野生動物品種具有借鑒意義。
青藏高原野生動物園地處青海西寧，海
拔 2,300 米。目前該園「常駐」動物 127 餘
種3,000餘頭（隻）。
■中新社

■新疆野馬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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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同心慈善基金會理事長李賢義先生旗下信義玻璃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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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舉行
在香港舉行
信義玻璃三十載 璀璨煙花賀國慶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璀璨煙花賀國慶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慶祝晚會
10月1日，全國政協委員、同心慈善基金
會理事長李賢義先生（銅紫荊星章）旗下信
義玻璃集團（00868.hk）在香港會展中心舉
行 「信義玻璃三十載 璀璨煙花賀國慶暨改
革開放四十周年」慶祝晚會，隆重紀念祖國
成立六十九周年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深港
兩地的政商翹楚和國內外賓客到場祝賀，冠
蓋雲集。此次國慶煙花匯演由香港民政事務
局統籌、信義玻璃集團獨家贊助。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王志民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先
生、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司令員田
永江少將及一眾官員親臨主禮，聯同信義玻
璃主席李賢義先生及行政總裁董清世先生主
持煙花啟動儀式。李賢義先生致辭。出席主
禮儀式的還有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大紫荊
勳賢，GBS，JP，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大紫

第四屆深圳鵬城慈善獎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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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成員及旗下企業基金會捐贈善款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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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勳賢，GBS，MH，JP，民政事務局局長
劉江華JP，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副主任譚鐵牛先生，廣西壯族自
治區黨委統戰部部務委員覃定堅等。
晚會上，李賢義先生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黨
委統戰部部務委員覃定堅先生見證下，將捐
款頒贈予 「廣西信義同心慈善基金會」代

遼寧省副省長陳綠平等領導
會見同心俱樂部陳紅天主席等同心成員一行並座談
9月25日，同心俱
樂部陳紅天主席等
同心成員一行應邀
赴 遼 寧 ， 參 加
「2018 海 外 僑 胞 故
鄉行—走進遼寧
■ 2018
2018年
年 9 月 25
25日
日 ， 遼寧省副省長陳
暨第四屆世界知名
綠平等領導會見同心俱樂部陳紅天主
僑商遼寧行」活
席等同心成員一行並座談
動，受到遼寧省陳
綠平副省長等領導會見並舉行座談。參加會見的還有同心成員
（按姓氏筆畫排序）李賢義，黃文仔，舒心，王少主、趙心
竹，新世界發展公司執行副主席鄭志剛、富力集團聯席主席張
力、尚東控股主席郭澤偉等企業家。遼寧省人大、政協及省政
府有關部門領導陪同會見。
■10月24日，深圳市政協主席戴北方、副主席徐
友軍在全國政協委員、市政協常委、同心成員
王明凡董事長旗下波頓集團與陳紅天主席等部
分在深的深港澳全國政協委員、同心成員，部
分在深企業家座談交流。同心成員（按姓氏筆
畫排序）陳紅天，李小勇、舒心，許明金，王
明凡、王少主、劉權輝、劉志雄、余鑫、紀力
駒、吳邦興、陳少輝、林暉翔、趙志明、倪
木、游忠惠、曾少強、曾波，市政協副秘書長
黃漫娥、市政協港澳台僑外事委主任潘家棟等

璀璨煙花賀國

表。
同心成員（按姓氏筆畫排序）劉志強、張
思民、陳華，王再興、莊紹綏、李小勇、吳
換炎、林立、梁志敏、蔡志明，許明金，簡
松年，王少主、陳祥發、黃宏生，同心青委
成員賴俊霖、劉楸妍、簡亦霆應邀出席晚
會。

同心慈善基金會理事長李賢義旗下李賢義教育基金會
今年教師節發放410
今年教師節發放
410萬獎教獎學金支持教育事業發展
萬獎教獎學金支持教育事業發展
9 月 12 日 下 午 ， 全 國 政 協 委
員、同心慈善基金會理事長、信
義集團董事局主席李賢義旗下李
賢義教育基金會慶祝第34個教師
節暨第三屆獎教獎學大會在龍崗
區科技城外國語學校隆重舉行。
大會對459名優秀教師和2491名
優秀學生共2950名先進個人進行
獎勵表彰，共頒發獎教獎學金
255萬元。
而就在9月11日，李賢義教育
基金會在園山、橫崗街道召開慶
祝教師節暨獎教獎學大會，對33

簡訊

出席。
■10月19日，同心俱樂部陳紅天主席等同心成員
一行應邀赴廣州，與農業銀行廣東省分行朱正
罡行長、王琦副行長等座談交流。同心成員
（按姓氏筆畫排序）劉志強、黃文仔，李小
勇，王少主、江學院、劉朝霞、鄭桂泉、曾
波，企業家王永輝、郭澤偉、陳燕坤等出席。
■10月17日，茅台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
理李保芳與同心俱樂部陳紅天主席、徐航常務
副主席舉行會談，就大力推進茅台集團與同心

家教育先進單位，526名教育系
統先進個人進行了表彰獎勵，獎
教獎學金達155萬元。今年教師
節期間，基金會已在龍崗區累計
發放獎教獎學金410萬元，表彰
獎勵3059個單位和個人。
李 賢 義 教 育 基 金 會 成 立 26 年
來，每年都拿出專項資金開展獎
教獎學，至今已累計獎勵超過
30000人次，獎教獎學金額超過
3400 萬 元 ， 資 助 特 困 生 1800 餘
人。目前，李賢義教育基金會總
資產已達7000多萬元。

作為第六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
會期間的重要活動，9月21日晚，深圳市
「慈善之夜」暨第四屆鵬城慈善獎頒獎盛
典在廣電大廈舉行。9位同心成員、10家
同心成員旗下企業、2家同心成員旗下公
益機構、1個公益項目榮獲深圳第四屆鵬
城慈善獎！同心俱樂部主席陳紅天、李賢
義、游忠惠、曾少強、朱保國等同心成員
榮獲第四屆鵬城慈善捐贈個人金獎。同心
俱樂部高級顧問馬蔚華榮獲鵬城慈善推動
者獎。副市長黃敏、市政協副主席王璞、
市民政局局長廖遠飛等出席活動並為獲獎
者頒獎。同心成員（按姓氏筆畫排序）陳
紅天，李賢義、馬蔚華、劉志強、徐航，
李華，區綺文、曾雲樞出席頒獎典禮。
陳紅天主席代表鵬城慈善捐贈個人金獎
獲得者發言。同心俱樂部的企業家們一直
以來都是為深圳市公益慈善事業捐贈善款
的主要力量，深圳約70%的善款捐贈來自
他們。此次榮獲鵬城慈善獎的同心成員和

旗下企業、基金會，共捐贈善款
183708.13萬元。
此次評選，同心成員區綺文總裁榮獲鵬
城慈善感動人物獎；俱樂部高級顧問馬蔚
華榮獲鵬城慈善推動者獎；順豐公益基金
會 「順豐蓮花助學」項目榮獲鵬城慈善典
範項目獎；順豐公益基金會，深圳市曾少
強慈善基金會榮獲鵬城慈善典範機構獎。

第四屆鵬城慈善獎
同心成員及旗下企業、基金會捐贈及獲獎情況

獎項

獲得榮譽

鵬城慈善捐贈
個人獎

金獎

銀獎
銅獎
金獎

鵬城慈善捐贈
企業獎

俱樂部的合作進行了深入交流。
■民政部表彰！國家民政部第十屆中華慈善獎
揭曉，同心俱樂部副主席、香江社會救助基金
會主席翟美卿獲第十屆中華慈善獎·慈善楷模殊
榮！同心成員旗下企業康美藥業、順豐公益基
金會獲評第十屆中華慈善獎·慈善項目！騰訊、
星河灣集團獲評第十屆中華慈善獎·捐贈企業！
■9月6日，俱樂部陳紅天主席等同心成員一行
應邀赴同心新成員趙志明董事長旗下湯姆遜投
資集團參觀並座談交流。同心成員（按姓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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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公司
華強集團
海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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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能投資集團
中意集團
騰邦集團
金活醫藥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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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排序）陳紅天，李小勇、朱景輝、舒心，鄭
旭，區綺文、劉朝霞、張斌、周桃林、趙心
竹、趙志明、姚永寧、黃育存、蔡文川及深圳
市統戰部原巡視員尹小滿等20多人出席。
■9月19日，同心俱樂部陳紅天主席等同心成員
一行應邀到同心成員趙心竹董事長旗下中意集
團參觀並座談交流，受到趙董熱情接待。同心
成員（按姓氏筆畫排序）陳紅天，朱景輝、李
小勇、舒心，鄭旭，趙心竹，區綺文、張斌、
劉權輝、黃舜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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