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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夕阳的余辉洒在外婆家的院子里，树木、水池、

鸡舍和一群大大小小的鸡都被夕阳镀上了一层金黄色。

这时，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咯咯……叽叽……”叫了起

来，仿佛在说：“我饿了，我饿了。”我和哥哥抓来一把米，撒向

小鸡。当我刚把米撒下，一群鸡争先恐后地飞奔过来抢米

吃。眼看地上的米很快就被抢光了，大公鸡扬起头，扑着翅

膀，小鸡们都被吓得到处逃窜，大公鸡继续低头啄着地上的

大米。

你瞧，大公鸡深红的鸡冠，如同一顶威武的大红帽。全身

的羽毛绚丽多彩，脖子黑色，翅膀金黄，身子黑得发亮，尾部

浅绿，羽毛长长的，弯出一道道弧形，如穿上了一件五颜六色

的外衣，煞是好看。它的嘴巴尖而锋利，不一会儿，就把地上

的米吃光了。

我和哥哥跑回屋里又抓了一些米，向母鸡和小鸡撒去。

这时，母鸡扬着头站在那里，如一个卫士一样，瞪着眼睛，警

觉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保护着小鸡们，让小鸡们“叽叽”地

享用一粒粒米粒。等小鸡们都吃饱了，她才开始低下头吃起

来。

太阳已经下山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所有的鸡都吃饱

了，它们唱着：“咯咯……叽叽……”的歌谣，满足地回到鸡

舍。院子也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只听到风吹树枝摇曳的“沙

沙……沙沙……”

东风一夜百花香，

田野金黄柳絮扬。

老练渔夫渔网撒，

鱼虾无数往船装。

今夜，我坐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呼

吸着夜的清香，注视着头顶那片朦朦

胧胧的夜空，静静地等待天空褪去阴

霾，露出灿烂的星光。等待期间，我想

起了几年前的一次相遇。

那是五年前的国庆假期，我和父

母跟随他们的朋友——一个摄影师叔

叔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看尽了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丽景色后，开始

北上。

本就已入秋，更何况我们靠近的

是北极村这如此极寒之地，夜幕的降

临吞噬了天空中最后一点暖色。可这

时天空却不是夜的黑，竟是泛出冰冷

的雪白，一双巨大的手撕裂着空气，一

把一把地把凌冽的寒风往我的怀里窜

去，将我冻得难以动弹。我们加快脚

步前往枯草堆之中的营地，那里有着

篝火。

终于到了营地。火焰赤热地摇曳

着它那火红的身姿，犹如热情的蒙古

族少女，一把把我们抱在了她的怀中，

我从未感受到如此的温暖。

“小侯，想不想见识见识包裹着呼

伦贝尔大草原的那片浩渺无际的星

空，我相信你看了保证永生难忘。”叔

叔架起相机对我说。

“真的吗？在哪里？”我兴奋地跳

了起来。

“嘘！我们要做的只是等待。”他

轻轻地说道，把我按坐在地上。

冰冷的白还是敌不过夜的黑，这

世界所有的光都消失了，刺骨的寒

风 消 失 了 ，炙 热 的 火 焰 不 再 摇 曳

了。那一瞬间，我的灵魂仿佛也都

不动了，只是跟着叔叔屏息凝神等

待。

不知不觉，已过十点。突然，

一道耀眼的光从空中冒出，向天

空的四个角射去，如钻石般闪耀

的引燃了藏在它身后的六个尾

巴。那是最为闪耀的北斗七

星。随后，群星也显露了身形，

隔着银河与七仙女相互对望。

太壮观了！

野草野花们似乎看够了

这番景象，安然入睡。而寂

静的草原，只有照相机的

狂拍声和我一声声的赞

叹。这一片星空，不负我

的等待，绽放出了它最

美的模样。我望向身

后的蒙古包，里面的每

个人都已进入梦乡，

他们都未曾与这片

星空相遇，因为他们

不曾等待……

指导老师：朱叶

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一件上好的古

董。它历经许多人的呵护与打磨，在漫长时

光中悄无声息地积淀。古董有形，传承无

质，它看不见，摸不到，却渗到家族每一个后

代的骨血中，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

带。

小时候，我的家庭条件并不优渥。而我

的妈妈，工作特别繁忙，甚至连晚上也需要

加班到深夜。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出色的孩

子，以后不用像她那么辛苦地赚钱讨生活。

她陪伴我的方式很特别，总是不停地给

我买书。偶尔有休息的日子，我们的消遣方

式也并不是公园、游乐场和逛街，她总是带

着我，坐在她 28寸的自行车后座上，看着她

单薄的背影、利落的短发，和大大的自行车

极不相称的小小身躯，使劲地踩啊踩，一路

哐当哐当，载我到新华书店。我们一待就是

半天，临走还会给我买上几本书，她仔细地

察看背后的价格，小心地放进车篮，再一路

哐当哐当地骑回家。

时光的车轮转啊转，我们家的物质条件

也慢慢变好了。妈妈换了电瓶车，我也上了

中学，读了大学，但是我们母女之间的独有

亲子方式，仍是为我买书。她轻松地骑着电

瓶车，载我到书店，不再汗流浃背，也经常大

手一挥，不看背后的价格，随便我买多少书

了。

我工作了，有了自己的工资，为她买了

一部智能手机，教会她上网。后来，妈妈学

会网上买书，不仅给我买，也买给自己看，互

联网时代的便利真的惠及了千家万户。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宝宝。我从一个

初入社会想独立自强又羽翼未丰的成年女

性，变成了一个心怀柔情而又身披铠甲却懵

懂迷惑的新手妈妈。身心的巨大转变，离不

开妈妈的悉心关爱。这一路走来，我始终沐

浴在母爱中。妈妈也把自己独有的爱，传承

给了我的孩子。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拥有

了同一个身份——母亲。

十分自然的，我也开始为儿子买书，虽

然只是各式各样的绘本。我开始给他念书，

指着图片讲故事。偶然间看到妈妈的手机

上关注了许多育儿公众号，安装了好几个育

儿 APP。妈妈在百忙中抽空用手机学习各

种育儿百科，每天带娃的时候，给娃念绘本，

讲故事。

妈妈把她最好的爱都给了我，现在又不

遗余力地给我的孩子。她自己学问不深，只

能看懂浅显的通俗文字，我却认为她是全世

界最厉害的文化人。她把对书的热爱，刻进

我的血液里，是我生命的灯塔，照亮我一生

的路。有妈妈在，我永远是她心头的孩子。

我也一定会遵着妈妈的指引，把她带给我最

好的爱，对书的热爱，传承给我的孩子。

培根说过：“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

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

运送给一代又一代。”是的，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爱，世代传承；有一种书香，历久弥

鲜。一个家庭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真正的

不动产。

等 待 同凯中学 九（6）班 侯姜晨

喂 鸡
金山实验二小 三（9）班 宋雅琪

书香传家久
张堰镇 薛雯燕

本版长期向全区中小学生征集作文、书画、摄影、剪

纸等各类作品。要求：

1.文体不限，形式不限

2.文章具有真情实感

3.严禁抄袭

4.邮箱：jsxyjsxy2404201924042019@sina.com@sina.com
5. 来稿请注明学校、年级、班级、姓名，以及家庭住

址和电话号码，便于稿费发放。

征稿启事

晨 景 华东师大附属枫泾中学 姚瑶

指导老师：姚金龙

戏娃 （素描） 金山世外 七（1）班 陈子言 画

秋艳 （陶瓷画） 山阳中学 九（2）班 刘家艺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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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看诊20万人
沈雪君原先并不是医生，还曾当过老师，上世纪

六十年代的时候，农村各大队为方便病人注射和治

疗小疮小病，选送一批青年到卫生院培训为保健员，

回队后就建立简易卫生室，深受农村广大群众欢迎，

沈雪君就是其中一人。

回忆起最初从医的那段时光，沈雪君印象中最

深的就是缺医少药，与现在医院科室细分不同，当

时村里的保健员中医、西医都要学，而看病则主要

靠经验治疗，中医的四步骤“望、闻、问、切”，西医的

“望、触、叩、听”，不像现在有验血、CT、X 光等各种

辅助医疗检查设备，沈雪君还记得当时当兵体检就

是保健员通过手触摸来判断肝脏大小等来断定健

康程度。

此外，由于当时西医并不发达，西药种类也极

少，病人看病主要依靠中草药。当时每个生产队都

有卫生室，会种植 3 亩地左右的中草药，比如金钱

草、金银花等，一般品种都会自种自用。相关史料

有记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金山全县种植使用中

草药，全县 226 个大队卫生室有草药地 271.6 亩，有

老药工309名。

由于医疗资源缺乏而且交通不便，像沈雪君这

样的保健员成为村民们看病的主要途径，业务相当

繁忙。沈雪君还记得当时一天需要工作十到十二

个小时，由于医术不错，沈雪君在附近也是很有名

气，除了本村的村民，与新元村交界的青浦镇的村

民和浙江省的村民都会来找他看病，七八十年代的

时候，沈雪君每天都要接诊三四十个病人。

随着国家对医疗发展的不断重视，乡村医生的

培训也越来越多，沈雪君先后曾到过松江县人民医

院和上海市人民医院进行学习。1969年，保健员改

称“赤脚医生”，1970年前后，全金山县（现“金山区”）

对经市、县有关医院培训一年以上的“赤脚医生”颁

发赤脚医生合格证。由于村里的医疗水平差，1978
年的时候，上级部门还选派了一位市区的博士医生

到新元村进行支援，一呆就是六年，期间，沈雪君一

直跟随其学习。1985又经过相关培训颁发《乡村医

生合格证》。1986年，则恢复农村卫生保健员名称，

当时的村卫生室主要做好农村防病、计划生育、爱国

卫生、妇幼保健等工作，处理一般农村多发病、常见

病、包括小外伤、针灸推拿。

赤脚医生证、乡村医生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上

海郊区乡村医生培训考试合格证书等一本本小册

子是沈雪君的宝贝，到 2018 年退休，沈雪君自己粗

算了下，从医 46 年间他问诊过二十万人次左右，守

护一方百姓健康。而今退休在家的他依然不闲着，

碰到周围村民脱臼等小毛小病，依然热心地免费问

诊。

见证妇产科发展
蔡惠红对于公公沈雪君的记忆是，从她嫁过

来二十多年来，公公没有在家吃过一顿完整的年

夜饭，病人一上门，公公不管年夜饭吃了没都会

立刻放下碗筷帮病人看病，而等结束时饭菜经常

也凉了。

1991 年，蔡惠红还在青浦蒸淀卫生院培训实

习。某日深夜，她跟随自己的带教老师遇到了一名

产后大出血的产妇，由于当时的卫生院并没有输血

等相关抢救设备，必须送到上级医院进行救治，而离

最近的有抢救资质的是当时的青浦县人民医院，距

离青浦蒸淀卫生院则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如果让那

里的救护车来接人来回路上就需要两个小时。情况

非常紧急，而且产妇生命危在旦夕，这样的情况下，

医院最终找到一辆大卡车，医护人员手持输液设备

一路陪着产妇坐着卡车来到青浦县人民医院，最终

这名产妇被抢救成功。

此后的很多年，蔡惠红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后

怕，现在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医疗问题放在那个交

通不发达、医术不先进的时代可能就会要了一个孩

子和母亲的命。

而现在，医院会有完整的急救设备、有备血、有

急救小组，有宫腔止血球囊、宫腔填塞等方法和技

术可以产后大出血的问题。

妇产科的队伍也越来越强大，上世纪九十年代

的时候，医院的妇产科只有医生，没有护士，搬运病

人、查房、看病，都是医生一个人。1996年蔡惠红刚

来到金山区枫泾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时候，当时科室

只有两名医生，四名助产士，而现在医院妇产科有

十多名医生、十几名护士、十几名助产士。同时，随

着医疗人才的不断引进和市区优质医疗资源的不

断联动，医院妇产科的诊疗能力也大大提高，从简

单的治疗妇科常见病、开展常规妇科手术，到现在

宫腔镜手术、腹腔镜手术等高难度的恶性肿瘤手术

也能开展。

如今，从医 30年的蔡惠红作为一名妇产科的医

护人员，没有很宏大的心愿，她不求为社会作出多

大贡献，只求在这片土地上尽职尽责守护好手中的

每一条生命。

三代行医“医”脉相承
1996 年出生的沈一从小就是看着爷爷给别

人看病、妈妈在妇产科忙碌的身影长大的。她关

于童年的回忆中，吃晚饭时狗吠的记忆格外的鲜

明，因为这意味着找爷爷看病的人来了，除此之

外，有的时候半夜也会有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

起，这往往是有需要出诊的急诊，爷爷这时就会

背起略显破旧的药箱，拿起手电筒走出家门。对

妈妈职业的记忆则是放学后或节假日在妈妈的

办公室做作业，因为往往这个时候妈妈还在产房

中忙碌。

虽然都是很辛苦的场景，但沈一却对医生这

个职业有着好感，有一次沈一在乡下的石子路上

摔伤了，膝盖上戳进去一块很尖的石头，哥哥带她

找到爷爷后，爷爷帮她清理伤口包扎，慢慢的伤口

就好了，而沈一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也更加

清晰——帮助病人消除痛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而爷爷随时放下饭碗、背起药箱的身影和

妈妈不一样的工作时间也让沈一从小就明白一件

事情——医生需要把病人的需要摆在自己前面。

高考选志愿时，和其他同学犹豫很久不同，沈

一的目标非常明确，所有选择都是中医相关专业，

哪怕从事医生工作的妈妈和爷爷都知道会很辛苦，

但是都很支持她，希望沈一能把家中从医传统传承

下去，最终，沈一成为了一名中药房药剂师。

上班的第一天，妈妈就告诉沈一，你的工作关乎

他人的生命，必须认真负责，“三查七对”是妈妈天天

挂在嘴边的词。（三查七对是临床和护理上的一个名

词，就是要提醒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认真核对。三查

是指操作前查、操作中查、操作后查。七对指的是查

对床号、查对姓名、查对药名、查对剂量、查对时间、

查对浓度、查对用法。）

和爷爷和妈妈所处的时代都不同，沈一对中医

的执着是因为中医这项中华传统的瑰宝现在受到

越来越多国人的喜爱，既可以治病救人又可以调理

身体。而让沈一开心的是现在中医发展也越来越

方便，就拿设备来说，以前是病人找医生看好病开

好处方拿着处方单去交费，然后拿着处方单和发票

单去药房，药房配好药核对好后发给病人，整个过

程患者需要等待很久；而现在医院联网，医生开完

处方单以后，药房的电脑上就会有显示，当病人付

完钱后，电脑就会自动打印配药单，这时药房人员

根据配药单就可以给病人配药了，时间效率大大提

高。

此外，配药也方便了很多，比如以前医院的

中药房里药剂师需用称和杠杆称药的分量，配好

后用纸包装好给病人，而现在各种小剂量包装的

中药包更加方便药剂师取药和病人用药。此外，

针对不方便和没有时间熬药的病人医院还提供

代煎中药和中药颗粒剂的选择。

□记者 罗迎春

在金山枫泾，有这样

一家人，祖孙三代都有一

个共同的坚守，那就是从

事医疗工作。守护人民的

安康，成为他们共同的信

念。

沈雪君在枫泾新元村

从医 46 年，他 1962 年成了

村里的保健员，之后经历

了“赤脚医生”、乡村医生

时代；儿媳蔡惠红是妇产

科主治医师，1990 年参加

工作至今，目前在金山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孙

女沈一 2018 年参加工作，

目前是金山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中药房的一名药剂

师。他们有着不同的从医

经历，却用同样的倾情付

出，诠释着初心和传承的

含义……

躬
耕
杏
林
终
不
悔

药剂师沈一在整理中药 妇产科主治医师蔡惠红在整理医案 退休后的沈雪君

沈
雪
君
从
医46

年
的
职
业
证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