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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龚雯、仇逸

元宵佳节来临时，上海气温骤降，黄浦
区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
医生魏魏趁着午休，前往居民家探访。他拎
起出诊包就走，里面装着听诊器、血压计、
居民资料本。

家住长乐路的吴老伯今年 86 岁，肺部
感染刚出院回家。他见到魏魏略显激动：

“魏医生，你来了啊，快帮我看看，我有点心
慌气喘，夜里还出汗。”一旁的女儿笑着说，
父亲现在老了就跟孩子一样，看到魏医生
就比较安心。

探访期间，吴老伯的高血压悄然下降，
一问一答后，魏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开了处
方并关照服用方法。

“新年好，给您拜个晚年！”随后，魏魏
来到瑞金一路上 79 岁的杨老伯家。杨老伯
患有糖尿病，装有心脏支架，一天需服用十
几种药。魏魏把桌上药物看了一遍，依次询
问了杨老伯的用药反应后，给减了两种相
似药物。

“春节前三天，我们就集中走访了一批
患者，对他们的病情进行确认，开好处方、
叮嘱用药，以及关照好饮食、活动等注意事
项。”魏魏告诉记者，患者如有需求，可以随
时拨打家庭医生的工作手机。

“我现在签约了 300 多户家庭，最大的
体会是和病人像朋友，坦诚沟通，医患关系
融洽。”魏魏说，“患者信任我们，我们要时
刻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白涌泉

一张照片，一段过往，一种容颜，一个愿
望。

黑白相机时代，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
事，拍的少但珍贵。在那个没有美颜相机的年
代，老爸老妈都是颜值担当。

近日，大连网友王昱茜在微博上晒出了
自己和老爸分别在不同时期相同地点拍摄
的 15 幅组合照片，讲述了她和爸爸的故事：
女儿沿着爸爸当年的足迹，在爸爸曾经拍照
的地方，模仿爸爸当年的 POSE，拍照留念。
照片一经发出，迅速被网友大量转发，登上
热搜，两相对照，让网友们感慨万千。

老王的来路 小王的方向

北京天安门、大同云冈石窟、无锡鼋头
渚、南京长江大桥、苏州留园、上海外滩……
一个个景点、一张张照片，王昱茜去到老爸曾
经去过的地方，找到同一个位置、同一个角
度，再次拍照留念。横跨 30 载光阴，似水流
年。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父亲年轻时在部队工作，跟着部队四处

走，所以去过很多地方。”王昱茜说，身边朋友
的父母很少有在年轻时就走过那么多地方
的。上世纪 80 年代，老王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40 元左右，而所到的景点拍一张照片却要一
两块钱，但老王觉得这钱花得值，有纪念意
义。

1982 年，老王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
那时全国旅游景点的留念照只有北京天安门
是彩照，其他地方都是黑白的。不光照片，就

连当年的门票老王至今都还留着。“正是爸爸
当年照了这些相片，才有今天的两相对照。”

双眼看世界，双脚量大地。王昱茜说，小
时候妈妈就告诉她要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妈妈是教师，每年妈妈放暑假时，爸爸也会
休年假，两个人一人一个包就出去了。这么多
年下来，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惯例，现在我也继
承了他们的这个习惯。”

“我们的成长磨去了他们的容颜”

我和过去有个约会。
苏州报恩寺塔。1984 年，老王站得笔直，

在塔前拍了一张相片。31 年后，王昱茜到报
恩寺塔前父亲拍照的地方，那里已经有了一

面近 3 米高的围墙。
“老王总讲当年他去过的地方怎样怎样，

我到了他当年去过的地方，感觉就像是在帮
父亲回忆从前。”王昱茜指着一张照片说，以
前有的东西还有，但旁边的小树现在都长成
大树了。

在王昱茜与媒体转发微博下面的评论
中，网友也纷纷晒出父辈、甚至是祖父辈的旧
照。这也引发众多网友情感的共鸣。有网友表
示，父母平日里总会时不时地感叹，时间过得
真快，当年的帅哥美女如今全都老了。网友
“想法如泉水”说：“翻翻以前父母的照片，我
们的成长磨去了他们的容颜。”

“感动”与“温暖”，是网友评论中出现频
率最高的两个词。看过王昱茜晒出的照片，网

友表示不禁联想到自己的父母，“我爸爸的活
动范围几乎没有超过我们家的这个小镇子，
照的照片也很少，下学期我也要拍一个送给
我的爸爸。”网友“博谋”说。

不到 20 张照片，用 3 分钟看完了 30 年。
2014 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时间都去哪了》
唱哭了老王。“爸爸给家里做的音乐相册，背
景音乐都是这首歌，他自己平时也总是循环
播放这首歌。”

流光碎影折射对父母的爱

“除了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和港澳台，老
王已经把祖国其他地方走遍了。今年我还会
继续沿着老王走过的路看世界，生活需要一
些调味品。”王昱茜坚定地说。

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老王能在年
轻时就走过那么多地方，如今小王又追随老
爸的脚步，是靠金钱的支撑。但王昱茜却坦
言，自己家只是万千普通家庭中的一个，“直
到我上高中时，我们家才有了自己的房子。”
王昱茜说，身边一些人觉得有钱才能旅行。但
在她看来，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之前
我也一直很迷茫。现在我每天晨跑，时不时买
点鲜花，给父母做做饭，努力让生活变得有滋
有味起来，决不让每天都是复制和粘贴。”

正月初四，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王昱茜和
爸爸的老照片。她第二天在朋友圈里写道：
“1 分 30 秒的视频爸爸反复看了十几遍，妈
妈常说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而我只能感
叹这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已经娶了妈妈。这
一世定是为赴前世之约而来，我会用余生好
好爱你们，爱我们的家。”

新华社大连新媒体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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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阳

春节期间，山东菏泽 80 后
小伙赵传博火海中徒手救出母
子三人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等
社交媒体上热传。而他经抢救
清醒后的一句“一只手换三条
命，值了”，登上了微博新闻热
搜榜，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有网友留言称，这是平凡
人在危急时刻做出的大爱大勇
抉择。赵传博见义勇为的暖心
之举赢得了网友纷纷点赞，也
为这个暖冬平添一份温度。

正月初四深夜 11 点左右，
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欢乐气氛
中。曹县青菏街道居民张本广
正在与朋友们聚会，突然接到
邻居电话，称自己经营的生活
用品门面店起火了。而当时，他
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已经在门面
房二楼入睡，瞬间陷入火海。

原来，这次火灾起因是一
楼门口的线路老化，引燃了室
内的可燃物，屋内柜台前后的
塑料制品等可燃物助长了火
势。

闻讯赶来的张本广第一反
应就是冲进家中救人，但不幸
被大火中炸裂的玻璃门砸中头
部失去了知觉。他回忆说，“虽
然当时邻居们已经报警，但是
第一时间救出家人是一刻也不
能等的。”

随着火势越来越大，周围
邻居、路人围观者纷纷前来帮
忙，但是当时室内温度高，门板
膨胀无法打开。而这时，正路过
火灾现场的赵传博见此情景毫
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我当时走
近就一拳把玻璃打开了。”赵传
博告诉记者，自己打碎玻璃后
从窗户翻进屋里，又穿越火海
从楼梯登上二楼。

一面是汹涌的火势，另一面是无助的母亲和孩子，赵传
博心里只有救人。张本广的妻子回忆说，“赵传博站在卷帘
门上面，把我们母子三个人，一个个往外拽出来了。”

救出母子之后，赵传博感到全身无力，用尽最后一点力
气从二楼跳下，接着一阵眩晕就昏迷过去了。原来，救人的
危急时刻，赵传博自己的肌腱被玻璃割断都没有注意，只是
感觉手部疼痛。

因为失血过多，再加上吸入大量有毒浓烟的刺激，赵传
博把母子三人救出后就失去了知觉，随后被赶来的 120 急
救车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在曹县人民医院，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赵传博转危
为安。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对姐姐说的：“你别骂我，我一只
手换三条命，值了。”

赵传博的主治医师、曹县人民医院骨外科主任马海燕
介绍，赵传博被送到医院后，医院立刻开通绿色通道，迅速
进行清创、肌腱修复手术。目前，手掌烧伤部分基本痊愈，整
体恢复良好，将在三周后去掉石膏，进行功能锻炼。

新华社济南 2 月 11 日新媒体专电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王俊禄

2 月 5 日 17 点 26 分，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
足馨堂足浴中心发生火灾，64 岁的退休医生李为民伸开双
臂甘当“肉垫”，先后救下了 4 位跳窗逃生者。李为民的行为
获得网友点赞，有网友称其为“超人医生”。2 月 7 日，台州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为他颁发了奖金和证书。

2 月 7 日，记者在一家返聘他的社区诊所再次见到了
李为民。回忆起当天那场导致 18 人遇难、18 人受伤的惨烈
火灾，李为民说自己永生难忘。

李为民家住在事发的春晓花园。他家的位置在三楼，刚
好能越过树木，视线无遮挡，是最早发现火灾的人之一。

他回忆说，当时正在准备晚饭，看见临街的房子有浓烟
冒出来，其中一间房子冒着火苗。“不好，出事了！”他两三级
楼梯并作一级，飞奔着下楼。

等他再抬头看时，足浴店已是浓烟滚滚，2 楼窗口挤
着好几个人，高喊着“救命”。

“赶快跳，赶快跳！”李为民明白，这个时候跳楼逃生是
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他毅然扎好马步，张开双
臂，鼓励被困人员。

站在火场窗口边的女青年受到鼓励，微一迟疑便跳了
下来，随着那女青年的落地，李为民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他说：“冲力太大，我接不住，但这么一挡，她跳下来，至少没
有生命危险。”

干过 40 多年社区医生的李为民，自然明白这种冲击带
给人的风险。李为民的老伴事后告诉记者，他还患有腰椎间
盘突出，当时为了救人，真是豁出去了。

“第一位跳下来的是一位姑娘，她背着一个小黑包，年
龄在 30 岁左右，没有穿服务人员的服装，我认为是一名
顾客。当时没有想到，跳下来的冲力很厉害，把我一下子
撞到地上。”李为民和姑娘一起倒在人行道上，在把姑娘安
置好后，他又回去接下一个。

“第二、第三位跳下来的是女服务生，第四位是男服务
生。最后两位实在没有抱住，因为大家跳下来的动作不一
样，抱不住，就稍微挡了一下。”但这关键性的一挡，李为民
为跳窗逃生者在落地过程中赢得了宝贵的缓冲，救了四个
人的命。

在李为民救下四人后的十多分钟，原本只有一两间房
间可见的明火，迅速蹿到 5 幢一楼的其他房间，瞬间，整个
一楼像一条火龙一般，已无法靠近。

“那一刻他不是普通老人，是超人！”网友“急速反应部
队”说。救人，是李为民几十年从医的本能。从 1973 年起担
任全科医生，李为民已有 44 年的从医经历，救死扶伤的理
念已渗透进血液。

李为民家人中，爱人在天台县城关医院上班，儿媳在天
台县人民医院工作，值班多、加班多，一家人在一起吃个团
圆饭都很不易。“但一看到病人急切的目光，听到感激的话
语，就觉得再苦再忙也值得。”李为民说。

据新华社杭州 2 月 10 日新媒体专电

浙江天台退休医生李为民

张开双臂甘当肉垫

徒手接跳窗逃生者

似水流年：老王的来路，小王的方向

▲王昱茜和父亲分别在南京长江大桥拍摄的照片拼版。 新华社发

维护共享单车停放秩序的“城市猎人”
“拿出手机就骑车”，让城市生活变得更

加方便。根据共享单车平台之一“摩拜单车”
提供的数据，2017 年春节期间，14 个摩拜运
营城市中，骑行距离最远的一单达到 30 公
里，各城市使用的峰值大多集中在下午或者
傍晚。在广州，得益于温暖的天气和新春赏花
习俗，即使在除夕凌晨时分，仍有超过万人骑
共享单车出行。

然而，在使用共享单车的人群中，还有一
个不为人知的特殊群体———“猎人”，他们“潜
伏”在城市各个角落，寻找违规停放的共享单
车，维护共享单车的秩序。

27 岁的高小超就是其中的一员，在业余
时间喜欢在街头巷尾“打猎”。大年初七，他便
当起了“猎人”。

在北京市鼓楼大街附近，高小超打开手
机，用摩拜单车 APP 锁定了“猎物”位置。在
导航指引下，小高进入一个建于上世纪 80 年

代的小区，不过 10 分钟，他就找到了“猎
物”——— 一辆违规停放的共享单车，然后把车
子停放到小区外面的公共区域。

高小超来自河北石家庄，玩过乐队、喜欢
摄影，是一名网页设计师。2016 年，共享单车
出现在北京，这让高小超欣喜不已。

“之前从家到地铁口要走 10 分钟左右，
从公司到地铁口差不多也要走 10 多分钟。有
了共享单车，每天能节省不少时间。”高小超
说。

高小超成为共享单车不折不扣的粉丝。
不过，在使用过程中，他发现了不少问题。有
人乱停乱放单车，也有人给车上私锁，甚至有
人把车停在自家小区楼内或干脆搬到家里。
于是，高小超加入“猎人”队伍，纠正这些不良
行为。

“打猎”是摩拜单车粉丝们的自发行为。
粉丝们觉得，维护共享单车秩序是举手之劳

的“正能量”。去年底，一个摩拜粉丝在北京后
海发现一辆落水的共享单车，拍摄图片后发
到群里，又有人把情况反映到单车运营商，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打捞起了这辆落水
的单车。

“这些不当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有刻意
的，也有无意的。可以通过扣除使用者信用积
分的方式，提醒他们规范用车。”高小超说。

摩拜单车的工作人员李婷告诉记者，“打
猎”是用户们的自发行为，公司不支出任何费
用。如今，摩拜单车的北京粉丝群里，不少人
都当过“猎人”。他们和高小超一样，在城市的
角落里寻找失落的单车，默默纠正大城市里
存在的“小问题”。

一开始，高小超的家人并不支持他当“猎
人”。但当家里人也开始使用共享单车时，体
验到了高小超工作的价值。现在，高小超的父
母还会向街坊普及规范使用单车的经验。

共享单车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今年的北京市两
会期间，北京市政协特别邀请人士曹长胜呼
吁，市民应该主动维护共享单车、规范停放。
北京市政协委员王静提出，目前北京市自行
车专用道设置比例少，未来政府应积极改善
骑行环境。

共享单车的运营公司也推出了各种措
施完善单车的管理。今年 1 月，摩拜单车与
北京市丰台区环卫局、东城区环卫局达成合
作，摩拜向环卫工人提供口罩和骑行优惠服
务，环卫工人则顺手维护单车停放秩序。

在高小超看来，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人会有主动维护单车的意识。令他
欣慰的是，在公司附近，共享单车的违停现象
越来越少。他的新年心愿是“城市猎人”队伍
不断壮大，直到有一天“无猎可打”。

(王晓洁、陈旭)新华社北京电

家庭医生魏魏新年出诊记

图 1 ：2 月 10 日，家庭医生魏魏

来到 87 岁的独居老人李阿婆家。

图 2 ：2 月 10 日，魏魏通过很陡

的楼梯来到胡老伯居住的三楼。

图 3 ：2 月 10 日，胡老伯反映眼

睛有点充血，魏魏立刻查看。

图片均由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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