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化市第一中学 高一（7）班 冀 彤

听老一辈讲得最多的一句便是
“在我们的那个时代……”从他们的话
中，我总能感觉到有无奈、遗憾与自
豪。

我大概能想象到当时的中国，一
定是落魄的吧？像一个脏脏的孩子，
缩在角落，迷茫地观望着世界。应当
是贫穷、落后、弱小的吧？在世界列
强发展经济，研究科技的同时，中国
不断进行各种内耗。

我走进图书馆，书本让我认识了
我的“史前”时代。积贫积弱，任人
宰割成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屈辱！

我深深地感谢我们党给中国人民
创造的和平美好时代。袁隆平的杂交水
稻让我们不愁粮食；华为的5G技术让
中国网络走在世界前列；中美贸易战，
我们的毫不退让更彰显如今中国的强
大。

我们深深懂得，中国有如今的辉
煌，是千千万万的爱国心铸就而成
的。我看见了五四青年学生的热血与
激情；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
果断……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经历

了多少惊涛骇浪。正是那颗颗炽热的
爱国心，引领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

我曾有幸与一位抗战老兵的后代
交谈。我询问他父亲的父亲，他说：

“爷爷回家时，身上大小的伤痕数不胜
数，甚至失去了左臂，我不曾问他经
历什么，但我想这些都是他荣誉的勋
章。他是英雄！”我记得那个沉稳的男
人，在那一刻脸上流露出来的是无限
的敬佩与自豪。我询问那个时代人们
的生活，他说：“热爱国家，不管他如
何伤痕累累。”我问他是否知道他父亲
如此做的原因，值得吗？他突然严肃
了起来：“我父亲这样做，因为他爱这
个国家，他的一腔热血，他的舍生忘
死，自然是值得的。”这段话震撼了
我，他见我沉默不语，接着说：“他为
此骄傲，我知道参加抗战是他这辈子
经历过的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在
他们的那个时代，国家的安危与利益
高于一切。”我的眼前仿佛一下子突然
一亮，仿佛也穿越到那个时代，充满
了热血和激情。

“一次次的血雨腥风，都是为今后
的辉煌做铺垫。”我大概懂得了。为了
国家，他们用生命和热血去奋斗，写
就了70年来的辉煌。

他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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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第一中学 高二（13）班 陈 雯

张红旗不需要用闹钟来叫醒他起
床了。

那天天刚亮，他从床上翻起身
来，一切准备就绪便麻利地将折叠整
齐的国旗从箱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
来，展开，恭敬地捧着到院子外的国
旗台上，用熟练的手法将旗帜挂好，
再看它升起。他挺着身子眯起眼睛望
着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嘴角边露
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自豪的笑意。

这台子是张红旗自己立的，那年
张领军刚被选为维和战士将要出国，
张红旗便打定主意要造个国旗台。为
此他还和隔壁李大爷打了一个架。两
人都退休了，平常他们彼此也和和气
气，这一架愣是把正烫头的翠玉，这
位居委会主任吓得从理发店奔了出来
调解纠纷。

她到院子口，只瞧见他们一个人坐
在花坛牙子上，另一个人斜倚着墙，衣
衫不整气喘吁吁，想来都打累了，暂时
停战。她刚要张口，只见李大爷嚷道：

“我告诉你老张，你要建台子我铁定不
同意，你这一造，我院儿里花都没了，我
管你什么挂旗挂旗呢，我家蓝靛晒不到
阳光，吃不下食儿，你说咋办?啊？”张红
旗沉默着，李大爷嘴不停，又说道：“你
也学我牵个鸟，到院外溜溜弯儿，不也
挺好的，指不定遇到个合眼缘的，下辈
子也有个伴儿啊。”

张红旗本不想理睬，只是面子过
不去，答道：“你别瞎扯淡啊，李哥，
我儿子明白我对他妈的心意，你和你
的蓝靛儿夕阳红去吧，这台子我非建

不可！”
台子很快建好了，张领军也出了

国去了中亚那边，几个月没个信，又
正巧张红旗的诺基亚，儿子走前买的
礼物，又被他洗菜时一不小心给泡了
水开不下来了，张红旗同儿子便“失
联”了。

老李那天顺路回来，看见张红旗
正巧坐在台子那儿，便对他笑着说

“这旗真好，红！”张红旗也对他说
“这鸟也不错，靓！”两人相视一笑，
这俩老头的恩怨就化解了。

大年三十那天，张红旗正站在国
旗台底下看旗，只觉得一团绿色物体
移动着靠近。“儿子？”他一下子激动
起来。

定睛一看，邮政的自行车派送来
一封明信片。是儿子写来的。他接过
信，对邮递员道了声谢便转回屋里去
拿老花镜了。

信上写道：“爸，今年该又回不去
了，我想您不会怪我吧？我想，在军
营里每天都看到国旗升起来，每次看
见心里都特别自豪。祖国现在需要
我！我爱你，爸爸！”。

张领军家里的年夜饭刚烧好，桌
上一大桌子菜，放了三个空碗和三双
筷子。屋外是烟花爆竹与欢快喧闹的
人声。三个碗空着，张红旗坐在椅子
上，电视机里主持人热情地讲着什
么，张红旗没听清楚。饭菜冒着热腾
腾的香味。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
张红旗抬起低垂的头，是居委会带着
一群人来了。

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兴化市第一中学 高二（13）班 付 婧

“我爱你，我的祖国，我的母
亲。”这是我脱口就想表达的话语，是
我流于心刻于骨的情怀。

从古至今，有多少英雄烈士为您抛
头颅、洒热血，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爱是大
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我自横刀向天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爱国，为国而死，
在他们眼里是无怨无悔的，所有的痛及
所有的爱，像血鲜红。“王师北定中原
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伟大爱国诗人
陆游那至死不变嵌入心尖的爱国情！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漆黑
的夜里依旧亮堂着的是那颗心，辛弃疾
的爱国心，一滴滴滚烫的血液，一颗颗
热忱的雄心，混合在一起，重塑、融合，
成为了今日的你。

他用锋利的笔尖在黑暗中划出一
道《白光》，他用声嘶力竭《呐喊》唤
醒了“彷徨的中国人”，他用“横眉冷
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演绎了
属于自己人生写照的《野草》。他可能
没有谭嗣同的豪情，没有陆游的痴
情，更没有辛弃疾的迷情。但他绝对
有战士的坚躯，他是文人，却有着非
文人的硬气，书纸是铁架，笔墨是枪

戈，锋利，尖锐，书写爱国情怀大
义，激励普天之下民众。

我深深知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
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
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
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
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周恩来：咱们爱
咱们的民族，这是咱们自信心的源泉。
等等，都是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
怀。

我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懂
得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
长河，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
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
息的强大力量。不论树的影子有多
长，根永远扎在土里；不论我们身在
何处，都要始终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
里。我也会那些一直闪耀的光辉的爱
国者们一样，用一生来表达：“我爱
你，我的祖国，我的母亲。”

致我爱得最深沉的母亲

少年，
充满青春的字眼，
一如红日初升，
蓬勃着生命的力量。

清晨，
书声在教室回响，
余音绕梁。
夜读的灯光
映衬在少年的脸上，
意气昂扬。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成了新时代少年坚守的梦想。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

少年强则国强
兴化市第一中学 高一（5）班 顾新宇

（第一中学专版）

少年
每天都会轻轻地推开岁月深处的沉静
享受迎面扑来书的清香。
那求知的目光，
书写着少年爱国的信仰。

少年，
总会有一天
用他们的爱国心
撑起祖国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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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建华

扬州大学兴化市“西学中”培训班圆满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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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徐同英、汤小萍赴镇江参加江
苏省护理学会第二十六期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室）消毒员培训班。

●7月5日，李爱群、陆一凡赴扬州参加
2019“急救及生命支持类、内镜类设备质控管
理”培训班，王桂明、孙柱、程雯赴沭阳参加
2019年江苏省中医肛肠专业学术年会。

●7月6日，朱杰、陆长叶、周鹏赴泰州参
加2019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儿科专业学术年会。

●7月12日，鼓楼医院不孕不育专家陈华
主任来市中医院坐诊。

●7月13日，骨科专家金正帅主任、江苏
省中医院肿瘤科胡守友教授、经方团队专家杨杰
主任来市中医院坐诊。

●7月14日，市中医院“冬病夏治”活动
开幕，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汪悦教授、卢苏教授、
叶柏主任、过伟峰主任、杨继兵主任等多位专家
出诊，覆盖风湿、呼吸、妇科、消化、神内等多
个学科。

日前，扬州大学兴化市“西学中”
培训班结业典礼在兴化市中医院六楼多
功能厅隆重举行，扬州大学党委委员、
医学院党委书记徐蕾，兴化市卫健委副
主任、市中医院院长曹恒源，市卫健委
医政科科长邵剑康，市中医院党总支副
书记朱杰以及来自城乡各医疗单位的
70名学员参加了结业典礼。

本次培训班自2017年12月开班以
来，扬州大学精心规划培养方案，合理
安排课程设置，派出了精干的师资力
量，系统讲授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
断、中药学、中医内科等课程，学员们
经过2年多220学时的理论学习，基本
掌握了中医学基本特点和常见病的中西
医结合诊治、中药方剂的综合运用。70
位学员经考核合格，顺利结业。

徐蕾首先向如期结业的各位学员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扬大和兴化市中医院
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说，兴

化市卫健委
以前瞻的眼
光，着力举
办西学中
培 训 班 ，
进一步丰
富了基层
西医人员
中医药理
论知识，对推动本地区中医事业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朱杰介绍了以“淮海赵魏派”为主
体的兴化清灵医派和传统医学文化，阐
述了西学中办班的目的是增强内涵建
设、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希望大
家通过学习，在今后的临床实战中，运
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融合中西医优
势，切实提高临床疗效和服务水平，
为健康兴化作出贡献。

曹恒源作了讲话，他说，西医学中

医，是学中医辨证施治的临床思维，
融合中西医优势，有利于营造中医氛
围，彰显中医特色。扬大兴化市“西
学中”培训班的举办，既满足了兴化
市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又能够显
著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切实解决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希望
大家学以致用，逐渐培养中西医结合
治疗的思维，发挥中西医所长，在以
后的工作中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的
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

我的从医之路

时光追溯到40年前，那时的我，是个乳
臭未干的小毛孩，过着勉强算得上“不愁
吃、不愁穿”的日子，说勉强是因为那是父
母从自己身上省吃俭用“抠”下来的。好在
这一切从我考上中专并参加工作后逐渐改
变。再把时光回到30年前，巧了，我正好面
临人生第一次选择，是上中专还是上高中，
那时上中师和中专便是一步登天，上城市户
口、解决口粮、分配工作、干部编制，直接
一步到位，我就是这行列中的幸运儿。

我一直认为，我能走入医学大门是时代的
产物，是社会生存中的需求和必然结果。在27
年的中医院检验工作中，我获得了本科文凭，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取得副主任技师的高级职
称，见证了检验事业的快速发展，从手工到半
自动再到全自动仪器的革新，标准化和规范建
设日趋完善，诊疗规模不断扩大。医院也从原
先的一间旧院，另租借房子组成的联合诊所，
到现在的二等甲级中医院，再到占地面积130
亩、拥有1000张床位的南亭路新院区。

技术和仪器的革命，翻天覆地，日新月
异，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适应
形势，努力掌握一门技术，多学几种本领。历
年来接触了很多人和事，学会了很多东西，我
很感恩，尤为感谢的是工作中遇见的两位检验
前辈，是他们教我如何做人、做工作。特别是
前任查庆桂主任，他无意中的一席话，点醒了
我，他用他的经历引导我攀登，带我做形态学
检查，让我动手负责检验科每台仪器的投入、
使用、保养，送我去进修。在努力中，我也收
获了许多荣誉：兴化科技进步奖、医院先进个
人、卫健委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个人、泰州市
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等。

检以求真，验以求实，作为一个检验人只
有一丝不苟的工作，才能适应社会，适应改革
发展的潮流。

今后十年，我将面临新的挑战。我放弃了
市中医院检验科领导的舒适日子，下沉到基
层，放弃术有所攻的业务，去从事从未做过的
管理工作。这是一场锻炼，也是新工作的一个
起步，我会总结市中医院工作27年的经历，
做好未来的事。深谋远虑，统筹规划，制定目
标，细化落实，务真求实地做好每件事，学习
学习再学习，认真总结，善于发现，利用优
势，集思广益，做好表率，接受监督，用成果
来接受这份机遇和挑战。借此献给我的祖国，
我们要大踏步向前、向前！

■/周广政（竹泓镇卫生院院长）

护理后备管理人才感言
通

过一个
多月的
时 间 ，
经过自
主 报
名、资
格 审
查、到
理论考
试操作
考 核 、
再到民

主测评、院办公室讨论，直到被列为护
理后备管理人才，这期间的心情可以说
是五味杂陈的，有紧张害怕，有喜悦，

有心酸，有想过放弃，但在大家的关怀
之下，我积极备考，直到最后。

作为护理后备管理人才，我是从
零开始，但我会虚心向前辈们学习，不
仅要做好一个优秀的工作者，还要做好
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第一步，我要学会怎样当好一个
责任组长，学会开展优质护理和体现中
医特色的中医护理。优质的护理服务是
我们工作的不懈追求，要对优质护理服
务有较高的思想认识，明确优质护理的
服务目标，最后要切实落实优质服务的
各项举措，要以病人及家属的满意为宗
旨。虽然从一个三班护士突然角色转变
成了一名护理后备管理人才，我会面临
着不少的困惑、挫折和压力，但是我会

尽快地使自己成熟起来，突破自己。
作为一名新上岗的护理管理人才

我心里也没底，但医院领导也给予了
我们外出学习的机会，我一定会倍加
珍惜外出学习的机会，学习最新颖的
知识，抓住知识的前沿，善于发现善
于思考，懂得创新敢于创新，将自己
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新经验传授给其
他的护理姐妹们，从自身做起共同进
步。

我相信今后我院的护理工作会有
新的起色和质的飞跃，感谢护理部和各
部门领导给与我们这样的机会，以后我
会不断地学习，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使自己尽快的适应角色，使自己成为一
名合格的护理管理者。

■/胡 芹

■/朱 杰

金针如神故事多 宋元医家竞风流
宋代兴化人郭大本，以治头风著

称，被授中奉大夫、淮南宣慰使上护
军，殁后，追赠为太原郡公。其子郭
庸，承家学，授资善大夫院使上护军。

还有一位名医郭忠，字恕甫，著有
《伤寒直格》。其子郭五奎世其业，亦以
医名盛。一说郭忠为宋代人，一说为元
代人。

据宋代张舜民撰写的笔记小说《画
墁录》载：“嘉祐初，仁宗寝疾，药未
验。间召草泽，始用针，自脑后刺入，
针方出，开眼曰：好惺惺。翌日，圣体
良已自尔。以其穴目为惺惺穴，针经初
无此名，或曰即风府也。”这个草泽
医，就是郭忠。仁宗皇帝患了一种怪
病，睡不醒，昏昏糊糊，吃什么药都没
有效果，郭忠针刺后脑勺的穴位上，针
才拔出来，皇帝就睁开了眼睛，欣喜地
说：好惺惺啊！从此便有了“惺惺穴”
这个名称。如依此说，郭忠当是北宋仁
宗（1022年-1063年）时期名医。《重
修扬州府志》即作宋人。

但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载：元代
“仁宗后丧明，忠以针愈之，赐号金针
先生。”这位“仁宗后”确是元仁宗
（1312年-1319年）皇后吗？这真成了千
古之谜。中国历史上的仁宗皇帝，不仅

仅有宋仁宗赵祯，还有元仁宗爱育黎
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颙
琰，有时难免张冠李戴。其后有学者
记述：元延祐年间，郭忠用金针为双
目失明的仁忠皇后拨去眼珠上翳膜，
使其重见光明，赐号“金针先生”，并
提升为太医院院使。

多数学者倾向于郭忠为北宋名
医。《江苏历代医人志》《江苏中医历
史与流派传承》均将之归于宋人。

那么，元代的那位“金针先生”
究竟是谁？可能实际上另有其人——
笔者疑为郭友。郭友，字芝山，元代
兴化人，精于医，官太医院使。后世
可能是将郭忠的旧事误植于郭友，遂
承讹袭谬至今。这正是：

两个仁宗两个郭，嘉祐延祐时穿梭。
莫辨鲁鱼与帝虎，金针如神故事多。
郭忠著《伤寒直格》虽见于史

乘，但未流传。而金·刘完素也著有
《伤寒直格》（见1982年人卫版），开篇
即谓“习医要用直格”，尚不知其间有
无关联。

元末明初大文学家施耐庵（1296年-
1370年），兴化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
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的作者，被誉
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小说虽为虚

构，却是历史的镜子，中医融入百姓日
常生活，也必然汇于小说家笔下。《水浒
传》蕴含了丰富的中医药资料，治病故
事生动，内服中药剂型除了用汤药（如
二陈汤、六和汤等）之外，丸、散、
膏、丹俱全，包括针灸、敷贴、手术，
甚至还有为宋江除去纹面之类医学美容
整形，读来有趣，也为研究宋元医学史
提供了佐证。潘金莲用砒霜毒杀武大
郎，“智取生辰纲”用的蒙汗药即是古代
的麻醉剂。再如：楔子写道宋仁宗嘉祐
三年（1058年）瘟疫盛行，城里城外军
民死亡大半，幸得范仲淹启奏，使瘟疫
尽消，军民安泰。“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本是草泽医，入伙梁山后，作为“随军
医”救过众多梁山好汉性命，后来，“钦
取回京，就于太医院做了金紫医官”，成
为“御医”。有诗赞曰：“肘后良方有百
篇，金针玉刃得师传。重生扁鹊应难
比，万里传名安道全。”串起这几个关键
词：宋仁宗嘉祐初、范仲淹、金针……
不由联想到宋代兴化名医郭忠：这安道
全的身上，竟有郭忠的影子！

元代除了郭友外，还有一位李元
节，本是金陵人，为镇南王府名医，携
子景高，避地居兴化，活人无数，受到
百姓爱戴，且有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