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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医生吗？我是一名癌症
患者，化疗好几次了，身体状况
越来越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
法？”日前，吕文魁接到一位患
者的求助，在详细询问对方的身
体状况及用药、诊疗情况后，就
给出了下阶段去上海哪家医院看
哪位专家的建议……

吕文魁出生于 1942 年，辽
宁北镇人。1961 年，他高中毕
业后被海军特招，进入大连海军
学院造船系学习。1963 年，他
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
学 海 军 医 学 系 。 1968 年 毕 业
后，分配到东海舰队航空兵驻岱
山某机场卫生队当了一名军医，
守了十几年的海岛。1984 年，
因工作需要调到宁波海军某干休
所工作，直到 1996 年从干休所
卫生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1984 年海军宁波干休所组
建，当时入住的都是离退休的老
红军、老八路，也是全军几百个
干休所中老年病最多的干休所之
一。”吕文魁说，让这些老革命
能安享晚年，是他们的目标与信
念。

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
路患了肺部感染，病情危急，可老
人就是不肯住院。不住院哪里行
呢？老人本身就半身瘫痪，常年
需吸氧，随时都有意外的风险。
吕文魁与几位医生站在老人病榻
前:“今天，您不去住院，我们
就一直站下去。”老人眼睛一闭：

“你们再站我也不去！”30分钟过
去了……60 分钟过去了……从
午夜一直站到凌晨 2点，老人终
于无言地点了一下头。入院当
天，老人病情加剧，医院全力投
入抢救，一连抢救了 10 天，老八
路终于脱离了危险。当吕文魁与
干休所的医护人员再次看望他
时，老八路感激不已。

在干休所工作 12 年，由于
出色的表现，吕文魁两次被评为

“海军老干部医疗保健标兵”，海
军党委为他荣记二等功一次。

1996 年，吕文魁从部队退
休。后来，他在中华医学会宁波
分会的支持下，创办了宁波市沪
杭甬导医中心，一条贯穿三个城
市的生命线悄然形成。“初心”很
单纯，给那些无所适从的患者提
供帮助——指导病人前往上海、
杭州、宁波等地大医院就医；请上
海、杭州的名医来宁波为病人会
诊或者进行高难度手术。

2002 年，由于互联网的普
及和各大医院医疗联合体建设的
深入开展，让病人有了更方便的
就医渠道，沪杭甬导医中心也慢
慢退出历史舞台。闲不住的吕文
魁又萌生了开一家民营医院的想
法。他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医疗
界朋友，经过十年不懈努力，
2013年终于正式开业。

虽然是民营医院，但吕文魁
为患者服务的初心不改，不仅引
进了国内知名的超声团队，免费
开展孕期超声知识讲座，培训宁
波及周边地区妇幼保健的超声医
生，还开展义诊，并主动承担起
了相关课题的攻关工作。前不
久，吕文魁牵头攻关的《宁波地
区早孕期胎儿畸形超声筛查模式
的初步建立与应用》科研课题通
过了宁波市科技局的立项。

吕文魁：
一名退役
老军医的
初心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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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呼啸、暴雨倾盆而下，灾情告急！
8月10日凌晨，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挟风裹雨肆虐甬城大地，突发的险情还是打了大伙一个措手不及。但

风雨中，总有一些逆风而行的身影在一线挺立，让我们为之动容；也总有一些温暖人心的片刻在灾难中呈现，让人为
之感动。

灾情出现的第一时间，驻甬部队官兵就积极奔赴抗台救灾第一线。洪流中的一抹“迷彩”，体现的是子弟兵一心
为民的赤诚情怀；人民群众的一声称赞，凝聚的是军民风雨同舟的鱼水深情。正如网友所说的那样：“有一种军队，
叫作中国军队！有一种军人，叫作中国军人！冲锋陷阵第一线，抗台救灾最前沿！一身戎装，一生担当！”

那一夜，狂风暴雨后，留给鄞
州东吴镇的是一片狼藉。

超强台风“利奇马”凶焰滔天，
引发了罕见的山洪，当地天童村积
水最深处达 1.5 米、大部分民房被
淹；宝瞻线、宝天线、韩天线公路多
处滑坡；天童寺后山发生小规模泥
石流，整寺进水，300多人被困……

危急时刻，哪里有群众需要救
助，子弟兵就出现在哪里！暴雨中，
作完动员后，当天上午7时多，武警
宁波支队的官兵们就斗志昂扬地
开赴“前线”了。新闻中不断传来东
吴镇的严重灾情——积水严重，众
多群众被困；道路受阻，救援人员
难进……这让所有武警官兵心有
戚戚，恨不得插上翅膀，能第一时
间飞进灾区。

当他们到达现场时，亲眼所见
更具有冲击力，但也更坚定了他们
不顾一切抢险救灾的决心。雨势增
大，山洪凶猛，进入千年古刹的道
路受阻，一米多深的水中前行，稍

有不慎就会被冲走。而相对的，寺
里又是停水断电，成了洪水中的孤
岛。怎么办？关键时刻又是子弟兵
勇敢地挺身而出，徒步前进，逢山

“开路”，遇水“搭桥”。官兵们愣是
通过绳索开辟了一条简易的“生命
通道”，然后一个接一个攀“桥”前
进，最终成功进入天王殿广场，进
行人员转移。

这么多人转移，又是在如此
复杂的情况下，显然这不是一项
轻松的工作。狂风暴雨中，寺庙
两侧的民房悉数被冲毁，官兵们
便拉成“人墙”，护送群众下山。
游客张大爷脚踝扭伤行动不便，
机动中队班长谢宏久二话不说背
起他，蹚着过膝的山洪，一走就
是 4 公里的山路……“看到绿军
装，我们就看到了救星。”获救后
张大爷激动地说。

英雄往往在不经意间诞生！机
动中队下士王天原本再有半个月
就可以告别军营光荣退伍了。在旁

人看来，身患腰椎间盘突出的他完
全可以不用冲在“前线”了，安心留
守营区就可以了。但出人意料的
是，他主动找到队长，最后一次请
缨出征。用他自己的话说：“能有机
会再一次和战友并肩作战，这是退
伍前部队送给我最好的礼物！”最
终，他如愿进入了救援队，和战友
们一起手扒碎石、肩扛断木、挥铲
清淤，携救援工具徒步艰难行进
……

还有宣传保卫股股长毕承启，
自己家中住房和两亩果蔬田悉数
被淹，怀孕的妻子又患有肺炎，但
他主动放弃休假，返回岗位，随第
一支救援力量奔赴天童寺。机动中
队中队长许旭，在身体患病、行动
不便的情况下，始终坚守一线抢险
救灾。第一日他带人留守寺院进行
警戒巡查，第二日又跟随大部队进
行清理及救援任务，连续奋战30多
个小时，直到任务结束。

与此同时，20公里外的北仑区

吕鉴村，“利奇马”的余威正在肆
虐，积水最深处有 1.5 米，看过去一
片汪洋。官兵们又出动了，紧急投
入救援工作中。鲜有人知的是，参
与救援的人中，就有台州临海籍战
士金辰江，奔赴一线的同时，他的心
始终是悬着的：“通信断了，家里怎么
样，父母还好吗？”但他知道什么叫轻
重，也知道兄弟单位也会像他们一样
竭尽全力救助他的家人。忙完一波，
中队长有好消息通知他——已联系
上其父母，家人平安，对方还嘱咐他
专心救人！

清淤泥、搬垃圾、建家园……
215名官兵转战6个任务区域，连续
奋战 45 小时，搬运物资 140 余吨，
清理垃圾、土石 2000 余立方米，排
除险情 24 处，防疫消毒 14000 平方
米。连续奋战的官兵在救援结束
后，又在新任务的催促中匆忙离
去。风雨中，正是他们坚守一线的
身影，让这个台风天多了几分安定
和感动。

武警宁波支队武警宁波支队：：““死战死战””不退不退，，哪里最危险就往哪里冲哪里最危险就往哪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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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民兵驰援临海灾区救助被困群众宁海民兵驰援临海灾区救助被困群众

面对来势汹汹的风王“利奇
马”，东部战区海军驻甬部队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担负抢险救灾
任务的官兵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迅速赶赴灾区组织疏散群众、开展抢
险救灾，最大程度降低台风对我市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

9日晚上，狂风夹杂着暴雨，开
始席卷甬城，奉化石沿水库水位暴
涨，直逼 70 多万立方米库容警戒
线。险情十万火急，海军驻奉化某部
官兵立即加大巡查力度、严密观测
水位的同时，紧急派出疏散小组，协
助驻地村委会挨家挨户查看地势、
排除险情，将群众疏散至安全的地
方。

第二天，最艰巨的考验来了。鄞

州五乡镇也出现灾情，路面积水严
重，部分群众被困。当天上午，在接
到地方政府的援助请求后，东部战
区海军某电子对抗旅立即出动两支
防台救灾分队，紧急赶赴唐家湾和
沙堰村转移受灾群众，成功将 200
余名群众安全转移至安置点。

这样的救援，在那几天数不胜
数！海军某团驻地也遭受台风袭击，
暴雨引发山体滑坡、洪涝等灾害，造
成当地被淹、交通受阻、农田受损
……灾情发生后，该团立即启动抢
险救灾预案，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抢
险分队 30 余名官兵奔赴防汛救灾
一线。经过 6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担
负任务的官兵用麻袋填石加固缓冲
坡，清理污泥恢复道路畅通，转移安

置受灾群众 45名，并为其提供伤口
包扎等医疗服务。

还有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
驻地，同样是群众被困。获悉险情
后，该部立即启动抢险救灾预案，第
一时间组织应急分队进行抢险救
灾。当天上午就帮助撤离机场内住
户120余户、公寓房住户50户，安排
16人暂住营区礼堂。

截至 11 日上午 7 时，海军驻甬
部队累计出动兵力 200 余人，共转
移被困群众数百人，抢运物资数十
吨。

与此同时，获悉遭洪水围城，千
年临海古城告急之时，东海水兵也
紧急驰援！10 日下午，东部战区海
军某油料技术保障大队接到求助支

援电话后，立即启动防台应急预案，
成立水上应急抢险分队，分两批次
共 20 多名官兵于当晚抵达受灾地
域，随即展开紧张救援行动。紧接
着，该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百余名
官兵携带救援必需器材、物资，也赶
到了抢险救灾一线，官兵与受灾群
众勠力同心、共渡难关。

“有解放军在，我们老百姓都放
心得很嘞！小伙子们太辛苦了……”

“为我们子弟兵点赞，你们是最棒
的！”“感谢解放军！感谢人民英雄！”
类似的赞誉，那几天不绝于耳。海军
驻甬部队官兵英勇顽强、连续作战
的精神和救民水火、奋不顾身的爱
民情怀，深深打动了受灾群众，他们
纷纷为子弟兵点赞。

东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抗击抗击““风王风王””，，再现军民鱼水深情再现军民鱼水深情

超强台风“利奇马”来袭，受灾
的不仅仅是甬城一地，台州临海地区
更为严重，全城被洪水围困，全面告
急！临海向社会各界发出了呼救，相
隔不远的宁波人同样为此揪心不已，
多支甬城救援队带着满满的爱心，深
夜冒雨驰援，“甬城力量”在此闪耀。

10 日晚上 6 时 45 分，宁海县人
武部迅速集结民兵应急分队，第一个
冒着瓢泼大雨机动奔赴临海。与此同
时，余姚市人武部也接到了增援命令，
当晚9时就有25名余姚民兵奔赴“战
场”。然而，形势又变，其他方向增援队
伍交通受阻，临海灾情又耽搁不得，于
是我市紧急组织第二拨增援。随后慈
溪、北仑、江北三地的民兵应急分队也
紧急集结并前往临海参与救援。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当晚10时30分许，第一支宁波增援
力量——宁海民兵应急分队，带着
6艘冲锋舟、4艘橡皮艇及其他重要
物资抵达临海。次日凌晨0时55分，
余姚民兵也到达目的地。后续来自
甬城各界的支援力量源源不断开
来，“甬城力量”在临海显现。

救人！救人！救人！我市民兵到
达后就迅速投入紧张的救援行动

中。他们连夜奔波，一宿没睡，但依
然斗志昂扬。130 余位来自宁波的
民兵，驾驶着33艘冲锋舟、7艘橡皮
艇，沿着先前探明的“快速通道”进
入临海古城区展开全面救援。

1993 年出生的余姚民兵应急
分队队员袁振峰是一名退役军人，
在参加完本地的抗台救灾后，又深
夜驰援临海，两天两夜坚守在一线。
同样鲜为人知的是，10 日上午，他
胃炎发作，实在撑不住，去挂了点
滴，后来拔了吊针又上救援一线。

他用自己的朋友圈记录了临海
救援的点滴：“昨天（10 日）连夜赶
到临海，今天早上进入灾区，一进去
手机就没有信号了，消息也发不出。
在我们进入的时候，灾情已经有所
缓解，水位快速下降。当时接到命令
时是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水很大很
急，所以只带了冲锋舟。结果到了灾
区，水位明显下降，很多地方只能推，
让老百姓坐在冲锋舟里，我们就做纤
夫，满满的‘纤夫的爱’。”“灾区让我
感受最深的是各种救援队，还有各种
慰问品运输团队，川流不息。到昨天
傍晚时，来慰问的临海市民是一拨接
一拨，矿泉水、面包、鸡蛋、寿司、比

萨……还有一位老大爷干脆扛了一
坛杨梅酒过来。不过，我们没有吃，
纪律不能坏，但心里还是很暖。亲眼
所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至 11日晚上，我市驰援临海的
第一拨民兵应急分队完成任务，陆续
返回驻地。5个区县（市）的民兵应急
分队共出动舟艇272艘次，搜救被困
群众1064人，转运物资10.6吨。

但临海灾后清淤工作的艰巨超
过了所有人的预想。接着，新的增援
又开始了。15日凌晨4时许，当外面
还是一片漆黑时，宁海县民兵训练
基地早已灯火通明，集结、装载、整
队，一个个身着迷彩服的身影，在灯
光映射下显得格外高大。5 时 30 分
许，物资装载完毕，150名宁海民兵
再次“出征”……

宁波军分区宁波军分区：：急驰临海急驰临海，，““甬城力量甬城力量””温暖他心温暖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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