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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为古准噶尔
语，意为“优美的牧场”，是古丝
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东西
方经济文化的交汇点；地处亚
欧大陆中心，是世界上距离海
洋最远的内陆城市。初识乌鲁
木齐，是在小学地理课本上，这
是中国所有省会城市中名字最
长的，字数最多的，背起来头
大；再识乌鲁木齐是去重庆上
大学，在青岛火车站坐青岛-
兰州-乌鲁木齐的火车，在西
安或者郑州中转车去重庆。
1998年从青岛坐火车到乌鲁木
齐需要三天两夜的时间，那时
候觉得乌鲁木齐在很遥远的地
方。和多数外地人一样，外地人
对新疆最向往的是羊肉串和哈
密瓜，再加上济南回民小区及
纬九路烧烤一条街的耳濡目
染，所以我脑海中的乌鲁木齐
一直是这样的：蓝蓝的天空下
满大街的烧烤摊，烟雾缭绕，空
气中回荡着孜然和羊肉的焦香
味，戴着鲜艳的民族小帽、高鼻
梁、大眼睛、蓄着八字小胡的帅
气维吾尔族小伙左手持羊肉串
右手持芭蕉扇，用有点儿生硬
却流利的普通话喊着“羊肉串，
羊肉串，新疆羊肉串……”，有
一天我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
上，走累了，随便找一个烧烤摊
坐下，潇洒地对维吾尔族小伙
挥挥手“来上十串羊肉串”，吃
完再啃上一块甜甜的哈密瓜，
这日子过的美着唻。等有一天
我来到这个城市，发现现实和
想象真的是天壤之别，所谓理
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一下飞机，踏上乌鲁木齐
的土地，没有烧烤孜然味儿，清

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湛蓝湛蓝
的天空上飘着朵朵洁白的云
彩。远处蓝蓝的天空下矗立着
几座大山，山顶上有尚未融化
的积雪，像白头老人。来接我的
黄艳护士长告诉我那就是大名
鼎鼎的天山山脉。我赶紧掏出
手机拍照，后来发现，在乌鲁木
齐只要抬头就能看见白头翁似
的天山，白头翁好像也在静静
地对视着我。

来到乌鲁木齐，放眼看去
没有陌生感，城市建筑和济南
差不多，据说也是“人坚不拆”
的城市，旧楼拆不掉，新楼起不
来，整个城市显得破旧，到处是
正在修建的地铁口。兵团医院
周围环境像极了省立医院附
近，有高架桥，有拥挤的停车
场，连路边的小吃店几乎一模
一样，如南京灌汤包、过桥米
线、兰州拉面……偶尔抬头望
望天，乌鲁木齐的天是湛蓝湛
蓝的，而济南的天空是灰蒙蒙
的，或许这是唯一的区别。乌鲁
木齐的道路并不宽，四车道，没
有非机动车道，所以道路上很
少有骑摩托车或电动车的，更
看不到绿灯亮后电动车大军横
穿马路的壮观景象。人们的出
行工具主要是两条腿、公交车
(包括BRT)、私家车，地铁正在
火热的修建中。公交车票价和
济南相同，普通票价一元，K开
头2元，上车投币，支持公交卡。
每个公交站牌旁边均会配备一
个治安岗哨亭，所以不要担心
坐错车或不知道坐哪路车，有
困难找警察叔叔。

乌鲁木齐的房价比济南便
宜，均价6000-7000/m2，市中

心红山公园附近房价已经达到
2万/m2，学区房大概1万多一
点，远远低于济南的房价；我住
的宿舍楼在兵团医院院内，古
老而破旧，甚至已经影响医院
的整体形象，但因为是附近某
著名小学的学区房，所以是“楼
坚强”，拆不动。每次回到宿舍
楼，我就想到经五路学区房，如
出一辙，同样的狭小，同样的破
旧，同样的值钱。

乌鲁木齐是个很干净的城
市，目前正在争创全国卫生城
市，路面干净整洁，别说烧烤
摊，压根儿没有路边摊，路边小
店倒是不少。想吃露天的烧烤
是没有的，但是几乎所有的路
边店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新疆羊
肉串，大串，两三串管饱，所以
来乌鲁木齐吃羊肉串，不要太
贪心，每人2-3串足矣，奇怪的
是整个店里没有烧烤味儿，不
知道羊肉串是怎么烤出来的，
少了烟雾缭绕，羊肉串吃起来
好像缺了点什么！

受民族事件的影响，乌鲁
木齐取缔了大型的便民菜市
场，因为安检程序比较复杂，
人口太密集若有突发事件不好
控制。菜、面、油都去政府统
一设立的社区蔬菜副食品直销
点或者超市购买。同样由于安
检的原因，影响物流，外地菜
不容易进到市里，菜的品种比
较少，菜相对欠新鲜，几乎没
有挑选的余地，社区直销点空
间小、狭窄，菜堆在铁皮小屋
中间，买菜人围着菜堆排着队
转圈买，付款也是需要排长队
的。因为是政府办的惠民措
施，菜价相对便宜，所以来直

销点的顾客多数是有时间和精
力、图便宜的老人居多，上班
一族多数去超市购买，菜品种
略多，略新鲜，关键付钱不用
排长队。乌鲁木齐所有的标价
是按公斤为单位的，这与山东
按斤计算不同。比如鸡蛋举牌
标价4元，那是4元1公斤，而
不是1斤。刚到乌鲁木齐，觉
得物价好高，有一次和新疆同
事闲聊谈论鸡蛋价格，她说鸡
蛋太便宜了，才4块钱，我家
养鸡场亏大了。我说山东还便
宜，便宜的时候到3块2，她说
那怎么活啊。后来来了个明白
人才发现我俩谈的压根不在一
个频道上。新疆以“瓜果之
乡”著称，现在这个季节蔬
菜、新鲜水果确实很少。山东
除了冬天，其余三季新鲜水果
不断，春天吃完草莓吃樱桃，
夏天吃西瓜、桃，秋天吃苹
果。而以瓜果之乡著称的新
疆，水果集中在7- 9月份上
市，品种倒是很多，比如吐鲁
番的葡萄，库尔勒的梨，哈密
的瓜……，其余季节几乎都是
冷库里的冷藏水果，也以常见
的香蕉、苹果为主，所以五月
份来新疆的我，俩星期过去
了，“瓜果”对我只是传说，
科室聚餐吃的西瓜是海南产
的，葡萄是去年放入冷窖里
的，味道一般，只有大桑葚正
当时，味道也不错。最近吃过
一次西瓜和甜杏，是护士长辛
辛苦苦从遥远的吐鲁番运过来
的，有那么点儿“新疆”感
觉。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
在新疆吃瓜果撑的饭都吃不
下，那真的只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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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急救

快速降温。应尽快将患者移
至清凉的地方。用凉的湿毛巾敷
前额和躯干，或用湿的大毛巾床
单等将患者包起来。用电风扇，
有凉风的电吹风或您手扇使其
降温。注意：不要用酒精擦其身
体，不要让其进食或喝水。

7月13日，我院急救中心收
治两例热射病患者，患者病情
危重，目前仍在抢救中，未脱离
生命危险。

热射病，俗称中暑，是长时
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或在炎热
环境中进行体力活动，引起机体
体温调节功s能紊乱(体温调节
中枢障碍、散热功能衰竭、水电
解质丢失)所致的一组临床症候
群，以高热、皮肤干燥以及中枢
神经系统症状为特征的疾病。

济南夏天一言不合就飚高

温，广大市民朋友，尤其是高温
作业和白天露天工作者以及老
弱病幼人群如何在炎炎夏日做
好防护，避免中暑？

预防：
1、出行:躲避烈日，太阳短

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10
时-下午3时左右，应尽量避开
这段时间外出，尤其老年人、孕
妇、有慢性疾病的人，特别是有
心血管疾病的人。非出去不可，
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
衣着以浅色为宜。不要把婴幼
儿及儿童单独放在车内。

2、喝粥饮茶、多吃蔬果：暑
天，人的肠胃因受暑热刺激，功
能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

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重者还
会中暑。因此，夏季喝消暑保健
粥则是饮食调理措施之一，如
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
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当人
出汗多、体液消耗大的时候，能
快速吸收及时补充水分。简单
易学的“防暑汤”有：山楂汤、绿
豆酸梅汤、金银花汤、西瓜翠衣
汤等。多饮温茶水，温茶能降低
皮肤温1℃-2℃，而冷饮则只能
使口腔周围变冷；高温作业者，
如能在温茶中适当加盐，更能
弥补出汗过多而丢失的盐分，
对预防中暑大有裨益。另外，多
吃蔬菜瓜果，生津止渴，也可以
达到清热解暑的作用。

3、避免过量饮酒、午睡太
久、空调温度设过低。

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
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
热过盛又是诱发中暑的病因，
若大量饮白酒，更会助热生湿，
无异于火上浇油。

午睡时间过长：午睡时间
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
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
过程，导致醒来后周身不舒服
而更加困倦。

空调温度设置过低：炎日
里，人们外出或
劳动归来，总喜
欢开足空调或立
即去洗冷水澡，
这样会使全身毛
孔快速闭合，体
内热量反而难以
散发，还会因脑
部血管迅速收缩
而引起大脑供血

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另外，室
内外温差不宜太大，使用空调
时室内外温差不超过5度为宜，
即使天气再热，空调室内温度
也不宜到24℃以下。

4、生活起居要规律，保证
充分的睡眠是预防中暑的有效
措施。睡眠时注意不要躺在空
调的出风口和风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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