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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油画）徐星

! ! ! !“您今年高寿啦？有什
么不舒服？”马寄晓医生一
边翻看着厚厚的病历一边
轻声地问。坐在对面的女
患者回答：“我今年 17岁。就是有点
头痛，胸口神经也痛，吃这个药会好
吗？我今天怕来不及，还打了车来看
您的专家门诊……”女患者自顾自
地絮叨着。
马医生并不打断她，等她稍微

停顿的时候马上说：“吃了这个药，
你会好的，放心吧。”马医生低头把
病历写好，药方开好，然后朝左边转
头将病历卡交给一边的年轻医生输
入电脑。
我赶紧向马老打招呼，他抬头，

敏捷地起身：“哎呀，我一直没有看
到你！”“我听您的话，开始吃药了。”
我说。“要吃的，这个药可以预防细
胞朝坏的方面转化，知道什么是坏
细胞吗？”“癌？”“对！”“您忙吧，以
后再来请教您！”
出门时，听到女患者在问：“马

主任，听说你也要 18岁了？”“过了
年，11啦。”马老爽朗地回答。
我轻轻地掩门离开，心中感慨

万分。
我想起了马老给我的一封电子

邮件中说的话：“我干了一辈子的核
医学，我心中深深感谢派我干核医
学的故去的老院长朱瑞镛，已故去
的叶德华主任药师，已故去的姚中
一医师，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许多
比我年轻的医技兄弟姐妹，是我们
一起把六院的核医学科挤进了国内
核医学科前列。现在院领导还允许
我看门诊，我虽在做医生，实际病人
在为我看病，他们让我启动思维，遇
到不懂的我会请教别人，我为病人
问题常上网查资料，当问题解决了，
病人开心，我也快乐。”
我找到了《健康报》资深记者胡

德荣老师，且于 !8#%年 1月 #3日
整版报道马老写下的两段文字：“他
由一位在旧社会靠勤工俭学走进医
学殿堂的学子，成长为新中国核医
学领域的翘楚；他白手起家，带领核
医学科创造了领域内的许多个‘第
一’，他与人合著的《实用临床核医
学》整整影响了一代核医学临床医
师……”“与其说我是在给病人看
病，帮助病人康复，不如说是病人在
给我‘看病’。在看病的过程中，我遇
到不懂的、不清楚的，去查书，去上
网，去请教别人，这使我在核医学领
域继续保持着进步……”

就是这位马寄晓医生，在他 17

岁高龄的 !8#%年 0月 %8日，在第
二届中国核医学医师年会暨第二届
中国核医学医师颁奖典礼上获得了
“第二届中国核医学终身成就奖”，
捧回了一个精致的“鼎盛千秋”琉璃
鼎纪念奖杯，全国只有 0人荣膺该
奖项！

马老于 #901年开始从事核医
学工作，是中国第一代核医学专业
人员之一，对核医学具有丰富的经
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在放射性核
素治疗上具有精湛的业务水平，有
关论文及著作在国内具有领先地
位。马老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现
任卫生部核医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国际骨密度学会会员。尤为擅长
内分泌核医学和骨骼核医学、核素
治疗甲亢、甲状腺癌转移和恶性嗜
铬细胞瘤。对骨骼良恶性疾病的鉴
别诊断和治疗，尤其对骨质疏松症
的诊治有丰富的经验。领导研究的
肾上腺皮质显像剂———#%# :;3碘
胆固醇于 #971年获上海市重大科
技成果奖；肾上腺髓质显像剂获
#910年上海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
#913 年参加“六五”国家科技攻
关———核心脏病学的研究，获国家
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
颁发的奖状。#99!年主编的《实用
临床核医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
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次年被卫
生部评为科技成果三等奖，!88%年
再版，9年后第三次再版。马老曾多
次参加国际核医学、骨质疏松有关
会议和考察访问，至今坚持开设专
家门诊。
作为老医生，马老尤为关注老

年人，上海已经是一个人口老龄化
的城市，差不多四个人中就有一个
是老年人，老年人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是“骨质疏松症”。在市六医院门
诊 0 楼骨质疏松专科门诊 ! 号诊
室，每逢周五上午，总能看见一位头
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打着领带、戴
着眼镜，身着白大褂举止儒雅的老
医生，他就是马寄晓主任医师。在 !

号诊室的门口总是有很多中老年人
拿着病历卡在耐心地排队等待他们
仰慕的专家，因为他们都希望自己
是马老接诊时间最长的那一个。
马老接诊时的认真负责，患者口

口相传，一个上午 $小时
!$8分钟，马老平均接诊
$8多位患者，这样的工作
量对于一位耄耋老人来说

并不轻松，别人劝他别太累了，他笑
笑：“只要医院还需要我，只要我还健
康地活着，我就要继续为病人服务。”
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
这是一位把病人的开心化为自

己快乐源泉的老医生！
这是一位值得我敬重的老前辈！

给老人看病的马老
"

顾海鹰
! ! ! !对于一个从既无轻轨、也无地
铁的三线城市而来的人，来到上海，
吸引我的竟然不是上海风情，明珠
光彩，而是规模宏大、四通八达的地
铁。上海地铁十几条线路像蜘蛛网
般通向各地，把十几个区连接起来。
这样的地铁系统独立成章，不管是
开着开着就从地下跑上地面上高架
铁路，或是开到河床下面的深处，这
样的线路只有地铁列车行驶，也就
是说，乘坐地铁不会堵车，也不会出
现误时。其实，就是这一点，让来到
上海学习、第一次乘地铁的我就兴
奋不已。

第一次来到地铁站的时候，人
流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与我看过的
电视剧《男才女貌》里的地铁站光鲜
靓丽、时尚鲜亮、新颖而华丽相比，
眼前的上海地铁站有坚固的钢铁结
构毫无装饰地裸露在外，瓷砖贴面
的墙壁多有剥落，一切显得简单而
粗犷，广告也不算太多，甚至有些地
方略显得陈旧，但这样的地铁却是
那么的便民：普通市民、打工族和农
民工满满地挤在地铁里。当然，每一
个普通人都不普通，上海的报纸也
登载有上海市政府的各级官员多是
乘地铁上班，或许坐在我身边的，还
有富翁、名人……
车厢里有人在读报、看书；有人

闭目养神、轻声交谈；有人玩手机、
煲电话粥；还有一些夜间上班的漂
亮女士正拿出化妆盒对镜涂脂抹
粉、画眉、画眼线……

上海地铁建立起来的时候，国
外的地铁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据说

在英国的伦敦地铁站，曾是“能量过
剩”的涂鸦客的乐园，车站和车厢内
外，几乎无处不被鬼画符式涂抹得
一塌糊涂。伦敦市政府每年要拨出
1位数的预算来清洗这些作品。我
刻意地观察上海的地铁车厢，是高
科技防油漆车厢，一般人“涂鸦”无
效，这当然就能更好地创造一个清
洁的地铁大环境。
不过，清洁干净的地铁并不是

不允许艺术家的存在。我在上海学
习的半个月时间里，坐了不少于五
十次的地铁，我还真的看见有几位
艺术家。有一位长发年轻男子，一边
注视着车厢里人群，一面拿着笔在本
子上画着什么。我坐到他旁边，见他
正在速写人物呢。每个人都是目标，
几笔就成，这是他笔下搜集的众生
相；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在我身边打开
手提电脑，我以为她是在工作，结果
我发现在她在用电脑软件照着地铁
车站线路图画出来，然后在线路图上
又画出一些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她对
我说，她是一名设计师，想给上海的
地铁设计出更加别致而温馨的站牌
标志……我看着这设计的创意和精
湛电脑制作工艺，也希望她的美梦早
日成真，让上海地铁的文化变得更加
多元和丰富。
学习结束那天，同事们纷纷急

着提前赶到浦东机场，我却不慌不
忙，单独成线。在离飞机起飞的前三
个小时，我还在徐家汇购物；起飞前
的两个小时，我还在南京路选特产。
因为有地铁，我相信我一个小时就
能赶到浦东机场。上了地铁，我还遇
到一对正赶往机场准备去世界各地
旅游的老夫妇，听他们畅谈环游计
划……我在飞机起飞前的五十分钟
赶到候机室时，同事们还在担心我
误机呢！我淡然一笑，怎么可能呢，
上海有地铁呀！

在上海坐地铁
"（贵州）雷高林

! ! !在书房里完成了一场搬动，眼
前一新。

东西墙顶天立地之书柜沉重
无比。但我不是因其沉重无比，而
是因其无法移动而没有动它。

我是一个爱折腾又太容易审
美疲劳的人。还特别追求对空间的
得当利用，且还要舒适。一切不达
极致绝不罢休。书房里的摆设，已
变换过多次，凡可以试试的方案，
几乎都已付诸实践。

就是一个过程的享受，刷新视
野，愉悦身心。当一切布局无可挑
剔之时，我才安顿下来。泡一杯茶，
坐着，细细地在心里感受。不怕牵
一发而动全身。打扫灰尘、清理死
角，是享受的组成部分。

现在我坐在书房里觉得非常
舒服，灯光与方位、座位高低与书
写角度，台面安排与草叶参与都恰
到好处。

更是早先在无奈中挂在一面
墙上的国画，现在因为写字台的移
位而让出自我大弟之手的这幅空
灵生动的山水，居中于写字台的正
前方，山高水远，雾气氤氲，也恰到
好处地让书房更像个书房了。

空中气韵生动，文思便空中而
至。但我不会期望。

写字台靠东临窗———为避光
线干扰，电脑立在暗处，而屏面正

好与南窗强光平行。躺在沙发上既
能享受三九天的阳光，又能在键字
时清晰无比。
写字台电脑后背一侧有盆碧碧

绿的葱兰，那一大把纤细的兰叶，除
了亭亭玉立，还那样潇洒，尽情舒展
放松，让人看着就心里舒坦。写字台
左侧的书柜上面，是一盆枝叶细巧，
叶片精致的铁线蕨。听听这名“铁线
蕨”，大感觉就有梅花“铁杆横斜”之
势，再顾名思义，就是铁线细丝缀起
的一蓬蕨叶。细赏之余，觉得这蓬绿
意，因对比强烈而张力饱满；因刚柔
并兼而风情万种；因张扬因收敛而
养眼而入心。

人坐在这种地方读书写字，该
是如何的一种享受。“如何”这两个
字，要包含感恩，很重的感恩。
功名利禄都是可以一笔带过的

东西，唯是内心的宁静安详，才是享
受之最。好比与花草亲近，这原本是
人生在世的第一手生活，让你单纯、
也让你快乐；好比翻到了一本幼儿
读物，真是满怀天真、一身干净。合
上书本之后，才发现老身老心的污
秽，荡涤已不太容易，但一步跨过脏
物重拾美好，还是一种了觉了悟。
书房里也许写不出什么好诗好

章，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种
移动与转换间，切闪新的审美视野，
安顿内心。

安顿内心
"

陆 萍

! ! ! !在建的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
心”为钢结构，#8万多吨焊接量，焊
接难度为最高的 < 级，大厦将于
!8#0 年建成，届时将以绿色“垂直
城市”的姿态呈现全新的“云端生
活”方式。

他与钢铁说的话

就是焊花

他与岁月说的话

也是焊花

他让焊花开在每天的梦里

梦

就长成了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厦

他把梦交给了浦东

交给了上海

交给了中国

焊花

就成了浦东说的话

上海说的话

中国说的话

他把梦与中国焊在一起

天大

地大

不如中国梦大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梦焊
———写在上海中心大厦工地

"

缪国庆

人月圆·元宵雅集乐
"

宋连庠

! ! ! !由八九高龄属虎的上海诗词学
会会员、遐龄诗社名誉社长离休诗
翁吴克良偕画家老伴沈人锦（沈钧
儒后裔）之邀约，廿余位多为耄耋之
龄的文朋诗友，甲午元宵，雅集于大
众大厦芙蓉厅。欢聚的有上海社科
院文学所原所长陈伯海与蒋哲伦教
授伉俪，文学所研究员潘颂德、孙琴
安（近有新著《中国诗歌 %8年———
当代诗人群落》面世），“儒将”武健
华，复旦中文系葛乃福、苏兴良教
授，上海楹联学会会长、诗书画家姜
玉峰，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杨逸明，
朗诵艺术家、特级名师过传忠，女诗
人曾群、夏克危（九五高龄离休作家
莫林大姐之女）等。席间，大家除品
尝美酒佳肴汤圆外，为助雅兴，人锦
大姐以新出之国画集《艺术人物》签
赠诸友，五十八岁属猴的“年轻”女
高音歌唱家、宝山区教师进修学院
音乐高级教师、曾参加周小燕歌剧
中心《乡村骑士》首演的李坤，引吭
高歌了名曲《好日子》与《青藏高
原》，赢得了满堂彩。笔者亦念了“妈
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等五段传
统绕口令。爰以《人月圆》一阕咏之：

高朋满座元宵夜!雅集乐盈盈"

丹青人物!诗词评说!畅诉衷情#

女音嘹亮$高原青藏%绕口声声&

童颜鹤发!青山夕照$月满风清#

! ! ! !他们被称作“星星的孩子”，就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
里。他们虽然听得见，却对声响充耳
不闻；他们即便看得见，却对周遭视
而不见；他们能够说话，却无法与人
交流，身处人群中，他们茫然惊恐，
而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们寻到了归
属，所以他们画着，像是在吟唱一首
无言的歌……

!月!#日至 %月 #8日，静言润
色———彩虹笔画展巡展在土山湾美
术馆展出，这次的画展作品是源自上
海的十多个自闭症孩子创作的三十
多幅作品。自 !8##年彩虹笔绘画康
复课程正式启动，彩虹笔似乎找到打
开孩子心门的钥匙，将他们的才华展
现在世人眼前，也协助自闭症儿童进
行康复训练。
绘画是他们壮阔绚烂的情怀，是

他们细腻动人的诉说，也许更是他
们用心重新解构的这个世界。那幅
蓝衣淳朴妇人相，唇边挂着温婉的

笑容，大抵是画给最亲爱
妈妈的。《马大师变奏一》
浓艳变化的胡子是送给爱
生气却还是喜欢的叔叔

吗？背着哭泣着的人们的人也在哭
泣，画面中的脸都那样悲伤，《伤情的
泪水》让人想要伸手擦去画中人的
泪水。不同于观赏其他画展，冷静的
思索用色、笔触、布局，而是被缓缓的
打动了，能听到那首他们吟唱着的歌
曲，融入画作的同时，就在你的耳边
响起，那么轻却真实存在着。
展览的意义无需赘言了，这些

沉默的歌唱者，正等候着唱歌给你
听，你愿意聆听吗？

星星的孩子在歌唱
"

成瑜

刊头书法 朱裕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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