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21．8.17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News新闻

大山里的“修脚工”
第一次见到烂脚老人
心灵受到猛烈震撼

6 月 28 日， 中雨转中到大
雨，上午 9 点。

带着塞满后备厢的纱布、碘
酒等药物，“白翼”志愿者服务队
一行 9 人向丽水市莲都区老竹
镇麻铺村出发。

山路弯曲，大雨哗哗。丽水市
中心医院团委书记、“修脚工”医
疗救助队队长边乐超已记不清在
这条路上走过多少次了。 有一幕
他永远忘不了： 第一次见到烂脚
老人时，心灵受到猛烈的震撼！

傅君华是第一个给他们留
下沉重记忆的老人。

丽水市中心医院护士王超
男，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傅君
华的情景，“当一层层揭开侵华
日军受害者傅君华包裹伤口的
纱布，那血肉模糊的腿脚完全暴
露出来时，我的心一阵战栗……
强忍着换完药，我赶紧跑一旁哇
哇地吐。 ”

据傅君华回忆， 十二三岁
时，他的左腿被草丛划破，奇痒
无比，抓挠后就长泡，泡破后就
开始溃烂。 左腿伤口渗出的血水
沾到右脚后， 又导致右腿溃烂。
其左腿伤口最深处有 3 厘米，可
见血管和白骨。 烂腿疼痛，患处
伴有恶臭，反复发作，始终无法
愈合。 鸡鸭走过他的脚边，甚至
都会啄一口。

2014 年下半年，著名社会活
动家王选发起了对历史遗留“烂
脚病”患者开展诊治的呼吁。 当
年年末，83 岁的傅君华作为首批
获救助的患者，在上海九院接受
治疗，双脚得到了有效医治。

有幸第一批接受治疗，傅君华
喜出望外，70 多个冬天里没穿过
袜子的他，终于有机会穿上袜子。

可术后需要定期换药怎么
办？ 傅君华居住的麻铺村，距离
最近的医院也得十几里地，对于
80 多岁的老人来说，常年来回跑
着换药不现实，这让他和家人愁
眉不展。

2014 年 10 月成立的丽水市
中心医院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医
疗救助服务队———“白翼” 志愿
者服务队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
联系傅君华家属，告知将会定期
到傅老家中，为他免费创面换药
治疗，测血糖血压，赠送药品。

这次， 和往常一样，“白翼”
志愿服务队又来到傅君华老人
家中，90 岁的他已经有一段时间
不出家门了，但可以拄着拐杖在
屋里走。

在麻铺村村口，傅君华的老
伴撑着伞，在雨中等候，犹如等
待亲友们到来。

一进门，傅君华拄着拐杖走
出房间， 坐在屋外的一条长凳
上。 王超男仔细观察老人下肢创
面情况， 看到创面恢复很好，露
出了一丝微笑。 之后，测血糖血
压，各项指标正常。

其间，“白翼”志愿服务队成

员不时与傅君华交谈，老人平和
地回应，不时腼腆地笑笑。

王超男说：“最近，我发现傅
君华老人不像之前那样，提及病
症满是愤怒，而是多了一份平静
和安宁。 ”

曾经，傅君华接受记者采访
时谈到当年因何患此病症时，他
的眼神充满了无奈和愤恨，他表
示：“我对侵华日军恨之入骨，心
中的痛是永远无法平复的，这么
多年来，一直感觉有口气闷在心
里出不来， 是他们害了我的一
生，如果没这个病，我的生活会
比现在好得多。 ”

历史没有走远
我们不能忘记

这是沉重的历史，也是民族
的伤痛。

1942 和 1944 年， 日军两次
对丽水、遂昌、松阳发动地面进
攻，并在丽水投放了鼠疫、伤寒
（副）、炭疽等细菌。

日军撤退后， 丽水瓯江两
岸、太平溪两岸、丽水机场周边
农村不同程度暴发过腿部皮肤
溃烂症，创口久不能愈，被当地
人称为“烂脚病”。

细菌战作为日军的“最高机
密”， 有关资料直至最近二三十
年才被披露。

1940 年 7 月 25 日， 日本关
东军发布了“关东令”（关东军作
战命令）丙第 659 号文件，实施
细菌战。 关于首次攻击情况，在
日军参谋总部作战课代职的井
本雄男， 在 9 月 18 日《井本日

记》中有详细记载。
《井本日记》记述了山本参

谋的意见，丽水第一次被列入日
本大本营陆军部细菌战的攻击
目标。 在丽水使用“少次数撒布
浓度大”的菌液的撒布方法（雨
下法），还确认了“与谋略有关事
项”，秘密进行细菌战的方法。

丽水是浙江抗战的后方基
地，又有一个军用机场，因此是
日军细菌战的重点地区。

据陈朝昌老人回忆，194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3 点左右，一队穿
白衣的日军在青林村北两里处，
向丽水扔了一个球形的东西，此
后， 伤寒便在该村传染开来，有
52 人死亡。

位于丽水下游的芦埠村民，
因饮用被污染的水，有 25 人患毒
血症死去。丽水城边的水东村，村
民由于饮用了有疫菌的水， 导致
霍乱流行，共有 61人死亡。

这样的传染病还在其他许
多村庄发生， 并出现大量人员
死亡……

丽水日军细菌战调查始于
1997 年，当时主要是为了收集中
国细菌战赔偿诉讼材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菌战受
害幸存者越来越少，抢救细菌战
受害幸存者的资料建立档案迫
在眉睫。

2013 年 12 月， 在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庄启俭、卢立强、吴寿
荣等一批人，对丽水市 160 多名
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进行抢
救性的采访调查， 采用摄像、录
音、照片、登记表的方式建立口
述档案。

“那几年，我刚买的新车都
开得变成了旧车。 ”吴寿荣是丽
水市中心医院退休干部。 2012 年
退休后，一直参与细菌战受害幸
存者档案抢救和援助工作。

如今，担任丽水市侵华日军
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秘书
长的吴寿荣，同时也是“白翼”志
愿者服务队顾问，他感慨：“我们
不仅要发挥专业医疗救助志愿
服务的力量，更要让年轻人铭记
这段历史，珍爱当下和平。 ”

“我的家人也是日军细菌战
的受害者。 我本来有个幸福的家
庭，是日本人的细菌战让我家破
人亡，爷爷、叔叔等六口人死于
鼠疫。 ”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
史料研究会监事长俞寿俊说道。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南京
大屠杀、东北万人坑，但我却不
知道每天生活的家乡丽水竟然
也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年轻医
生王海永说，“我深感惭愧！ 也深
感能为细菌战受害者治疗是多
么有意义！ ”

“白翼”志愿者服务队成员
杜望，是丽水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医生，他说：“第一次见到白发苍
苍烂脚老人，那一瞬间，我惊呆
了， 他们的伤口让我一度哽咽，
那些伤口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屈
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伤口。 ”

还坚强长者
健康、幸福的晚年

历史启迪现实， 现实回应
历史。

这群或坚毅、或痛苦、或愤

怒、或无奈的特殊老人，承载的
沉重历史，一点点在年轻人面前
再现、还原。

兰昌礼， 现年 96 岁，17 岁
患病！

何兰明， 现年 83 岁，9 岁
患病！

……
“我们应该为这些老人做点

什么？ ”丽水市中心医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纪建松叮嘱边乐超。

丽水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
大多是 80 后、90 后。为细菌战受
害者服务，是医院的职责，更是
传递爱国主义精神的最佳平台。

医院发出动员令。很快，丽水
市中心医院团委联合丽水市侵华
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
组成一个由修复重建手外科、皮
肤科医师和专科护士组成的专业
医疗救助服务队， 核心骨干 11
名，招募志愿者 80 人，奔走大山
乡村，为这群老人开展医疗帮扶，
定期上门服务，为他们清创护理、
换药、赠药、健康体检。

为了全面掌握这群老人的
实际情况，“白翼”志愿者服务队
和史料研究会一一进行登记造
册，详实记录个人情况。 同时，还
为受害老人制订了详细的治疗
计划。

对于重症者，丽水市中心医
院专家组成医疗志愿者团队为
他们治疗，共有 6 位患者先后在
医院接受手术获得治愈。

对于轻症者， 定期上门清
创、换药及护理培训。 7 年来，“白
翼” 志愿者服务队到家帮扶 300
余次，派出志愿者 500 余人次。

丽水市中心医院普外科医
生付媛媛说：“这些受害幸存者
脚部皮肤溃烂，护理不好，容易
复发， 加上大多数年龄比较大，
本身就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下
肢静脉曲张等老年病，增加了康
复的难度， 我们定期上门回访，
测血糖、量血压，结合血压、血糖
等身体情况， 给予针对的治疗，
及时发现问题，给予专业性的指
导，防止再次复发。 也希望我们
做的这么点微不足道的事，能让
这些坚强的老人有健康、幸福的
晚年。 ”

“白翼”志愿者服务队的真诚、
专业也温暖着这群坚强的老人。

“来来来， 先吃西瓜……”
“这些菜都是自己家种的……”
每次临走时，老人和家属总是热
情地送东西。

“这些老人让我们很感动，
也让我们很钦佩。 ”

“其实我们只是想在这些老
人的暮年里， 多为他们治疗一
次，多给他们送一分温暖。 ”

“开始的时候，和老人交流
不怎么顺畅， 我们就想尽办法
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交流。 慢
慢地， 老人们就愿意和我们交
流，每次还说说家常，他们说我
们是‘修脚工’，之后，我们也就
自得其乐地做‘修脚工’。 ”边乐
超说。

（据《中国青年报》）

”

第一次见到烂脚老人
心灵受到猛烈震撼

6 月 28 日， 中雨转中到大
雨，上午 9 点。

带着塞满后备厢的纱布、碘
酒等药物，“白翼”志愿者服务队
一行 9 人向丽水市莲都区老竹
镇麻铺村出发。

山路弯曲，大雨哗哗。丽水市
中心医院团委书记、“修脚工”医
疗救助队队长边乐超已记不清在
这条路上走过多少次了。 有一幕
他永远忘不了： 第一次见到烂脚
老人时，心灵受到猛烈的震撼！

傅君华是第一个给他们留
下沉重记忆的老人。

丽水市中心医院护士王超
男，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傅君
华的情景，“当一层层揭开侵华
日军受害者傅君华包裹伤口的
纱布，那血肉模糊的腿脚完全暴
露出来时，我的心一阵战栗……
强忍着换完药，我赶紧跑一旁哇
哇地吐。 ”

据傅君华回忆， 十二三岁
时，他的左腿被草丛划破，奇痒
无比，抓挠后就长泡，泡破后就
开始溃烂。 左腿伤口渗出的血水
沾到右脚后， 又导致右腿溃烂。
其左腿伤口最深处有 3 厘米，可
见血管和白骨。 烂腿疼痛，患处
伴有恶臭，反复发作，始终无法
愈合。 鸡鸭走过他的脚边，甚至
都会啄一口。

2014 年下半年，著名社会活
动家王选发起了对历史遗留“烂
脚病”患者开展诊治的呼吁。 当
年年末，83 岁的傅君华作为首批
获救助的患者，在上海九院接受
治疗，双脚得到了有效医治。

有幸第一批接受治疗，傅君华
喜出望外，70 多个冬天里没穿过
袜子的他，终于有机会穿上袜子。

可术后需要定期换药怎么
办？ 傅君华居住的麻铺村，距离
最近的医院也得十几里地，对于
80 多岁的老人来说，常年来回跑
着换药不现实，这让他和家人愁
眉不展。

2014 年 10 月成立的丽水市
中心医院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医
疗救助服务队———“白翼” 志愿
者服务队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
联系傅君华家属，告知将会定期
到傅老家中，为他免费创面换药
治疗，测血糖血压，赠送药品。

这次， 和往常一样，“白翼”
志愿服务队又来到傅君华老人
家中，90 岁的他已经有一段时间
不出家门了，但可以拄着拐杖在
屋里走。

在麻铺村村口，傅君华的老
伴撑着伞，在雨中等候，犹如等
待亲友们到来。

一进门，傅君华拄着拐杖走
出房间， 坐在屋外的一条长凳
上。 王超男仔细观察老人下肢创
面情况， 看到创面恢复很好，露
出了一丝微笑。 之后，测血糖血
压，各项指标正常。

其间，“白翼”志愿服务队成

员不时与傅君华交谈，老人平和
地回应，不时腼腆地笑笑。

王超男说：“最近，我发现傅
君华老人不像之前那样，提及病
症满是愤怒，而是多了一份平静
和安宁。 ”

曾经，傅君华接受记者采访
时谈到当年因何患此病症时，他
的眼神充满了无奈和愤恨，他表
示：“我对侵华日军恨之入骨，心
中的痛是永远无法平复的，这么
多年来，一直感觉有口气闷在心
里出不来， 是他们害了我的一
生，如果没这个病，我的生活会
比现在好得多。 ”

历史没有走远
我们不能忘记

这是沉重的历史，也是民族
的伤痛。

1942 和 1944 年， 日军两次
对丽水、遂昌、松阳发动地面进
攻，并在丽水投放了鼠疫、伤寒
（副）、炭疽等细菌。

日军撤退后， 丽水瓯江两
岸、太平溪两岸、丽水机场周边
农村不同程度暴发过腿部皮肤
溃烂症，创口久不能愈，被当地
人称为“烂脚病”。

细菌战作为日军的“最高机
密”， 有关资料直至最近二三十
年才被披露。

1940 年 7 月 25 日， 日本关
东军发布了“关东令”（关东军作
战命令）丙第 659 号文件，实施
细菌战。 关于首次攻击情况，在
日军参谋总部作战课代职的井
本雄男， 在 9 月 18 日《井本日

记》中有详细记载。
《井本日记》记述了山本参

谋的意见，丽水第一次被列入日
本大本营陆军部细菌战的攻击
目标。 在丽水使用“少次数撒布
浓度大”的菌液的撒布方法（雨
下法），还确认了“与谋略有关事
项”，秘密进行细菌战的方法。

丽水是浙江抗战的后方基
地，又有一个军用机场，因此是
日军细菌战的重点地区。

据陈朝昌老人回忆，194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3 点左右，一队穿
白衣的日军在青林村北两里处，
向丽水扔了一个球形的东西，此
后， 伤寒便在该村传染开来，有
52 人死亡。

位于丽水下游的芦埠村民，
因饮用被污染的水，有 25 人患毒
血症死去。丽水城边的水东村，村
民由于饮用了有疫菌的水， 导致
霍乱流行，共有 61人死亡。

这样的传染病还在其他许
多村庄发生， 并出现大量人员
死亡……

丽水日军细菌战调查始于
1997 年，当时主要是为了收集中
国细菌战赔偿诉讼材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菌战受
害幸存者越来越少，抢救细菌战
受害幸存者的资料建立档案迫
在眉睫。

2013 年 12 月， 在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庄启俭、卢立强、吴寿
荣等一批人，对丽水市 160 多名
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进行抢
救性的采访调查， 采用摄像、录
音、照片、登记表的方式建立口
述档案。

“那几年，我刚买的新车都
开得变成了旧车。 ”吴寿荣是丽
水市中心医院退休干部。 2012 年
退休后，一直参与细菌战受害幸
存者档案抢救和援助工作。

如今，担任丽水市侵华日军
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秘书
长的吴寿荣，同时也是“白翼”志
愿者服务队顾问，他感慨：“我们
不仅要发挥专业医疗救助志愿
服务的力量，更要让年轻人铭记
这段历史，珍爱当下和平。 ”

“我的家人也是日军细菌战
的受害者。 我本来有个幸福的家
庭，是日本人的细菌战让我家破
人亡，爷爷、叔叔等六口人死于
鼠疫。 ”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
史料研究会监事长俞寿俊说道。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南京
大屠杀、东北万人坑，但我却不
知道每天生活的家乡丽水竟然
也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年轻医
生王海永说，“我深感惭愧！ 也深
感能为细菌战受害者治疗是多
么有意义！ ”

“白翼”志愿者服务队成员
杜望，是丽水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医生，他说：“第一次见到白发苍
苍烂脚老人，那一瞬间，我惊呆
了， 他们的伤口让我一度哽咽，
那些伤口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屈
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伤口。 ”

还坚强长者
健康、幸福的晚年

历史启迪现实， 现实回应
历史。

这群或坚毅、或痛苦、或愤

怒、或无奈的特殊老人，承载的
沉重历史，一点点在年轻人面前
再现、还原。

兰昌礼， 现年 96 岁，17 岁
患病！

何兰明， 现年 83 岁，9 岁
患病！

……
“我们应该为这些老人做点

什么？ ”丽水市中心医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纪建松叮嘱边乐超。

丽水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
大多是 80 后、90 后。为细菌战受
害者服务，是医院的职责，更是
传递爱国主义精神的最佳平台。

医院发出动员令。很快，丽水
市中心医院团委联合丽水市侵华
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
组成一个由修复重建手外科、皮
肤科医师和专科护士组成的专业
医疗救助服务队， 核心骨干 11
名，招募志愿者 80 人，奔走大山
乡村，为这群老人开展医疗帮扶，
定期上门服务，为他们清创护理、
换药、赠药、健康体检。

为了全面掌握这群老人的
实际情况，“白翼”志愿者服务队
和史料研究会一一进行登记造
册，详实记录个人情况。 同时，还
为受害老人制订了详细的治疗
计划。

对于重症者，丽水市中心医
院专家组成医疗志愿者团队为
他们治疗，共有 6 位患者先后在
医院接受手术获得治愈。

对于轻症者， 定期上门清
创、换药及护理培训。 7 年来，“白
翼” 志愿者服务队到家帮扶 300
余次，派出志愿者 500 余人次。

丽水市中心医院普外科医
生付媛媛说：“这些受害幸存者
脚部皮肤溃烂，护理不好，容易
复发， 加上大多数年龄比较大，
本身就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下
肢静脉曲张等老年病，增加了康
复的难度， 我们定期上门回访，
测血糖、量血压，结合血压、血糖
等身体情况， 给予针对的治疗，
及时发现问题，给予专业性的指
导，防止再次复发。 也希望我们
做的这么点微不足道的事，能让
这些坚强的老人有健康、幸福的
晚年。 ”

“白翼”志愿者服务队的真诚、
专业也温暖着这群坚强的老人。

“来来来， 先吃西瓜……”
“这些菜都是自己家种的……”
每次临走时，老人和家属总是热
情地送东西。

“这些老人让我们很感动，
也让我们很钦佩。 ”

“其实我们只是想在这些老
人的暮年里， 多为他们治疗一
次，多给他们送一分温暖。 ”

“开始的时候，和老人交流
不怎么顺畅， 我们就想尽办法
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交流。 慢
慢地， 老人们就愿意和我们交
流，每次还说说家常，他们说我
们是‘修脚工’，之后，我们也就
自得其乐地做‘修脚工’。 ”边乐
超说。

（据《中国青年报》）

”

冯欢喜，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太平乡长濑村人，名叫欢喜，可是这一生并不‘欢喜’。
从 12岁那一年开始的双足溃烂，一直折磨了他 70余年。
而造成他一生受苦的原因，就是日军侵华战争时发动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据统计，像冯欢喜一样的受害者，在浙江丽水共有 15862 人，目前尚在人世的仅有

113人。

“白翼”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边乐超向日本侵华细菌战受害者发放生活医疗常识宣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