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继林教授（左一）与丈夫洪民教授（右一）为患者看病。（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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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代兴

家里客厅的电视墙， 暗蓝色底纹犹如
大海波涛翻腾， 一红、 一黄、 一紫， 三只
不同颜色的海星星， 似乎在永远不知疲倦
地朝远方游去。 三只海星星来自辽阔海
洋， 却爬上了我家的墙壁， 家里家外， 实
难分辨清楚。

家里家外， 是我们生活的两种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部
内容。 家里家外无非是居家与外出； 外出
的范围很广， 仅拿旅行来说， 这家外的事
是由家里决定， 传递着家庭生活的质量和
品味； 而家外又反过来会影响着家里的喜
怒哀乐。 五年来这一对矛盾体的变迁折射
出了社会的发展， 充满情趣而又引人深
思。

三只海星星， 是从遥远的渤海湾“游
来的”。 2015年夏， 儿子考上南开大学，
我们一家人乐得趁机北游一趟。 “天下第
一关” “魏武挥鞭处” ……旖旎的风光抚
慰了我们多年的向往。 在北戴河的海边，
我们将潜游于汪洋的海星星标本作为珍贵
的纪念品带回家里， 贴在了墙壁上。

儿子凭着多年的努力， 考上了心仪的
大学， 是我们一家五年来最大的收获。 比
起父母当年就读的专科学校， 儿子就读的
大学提升了许多档次。 这也应合了我们一
家人常一起吟唱的 《小城故事》 中一句歌
词：“根要往下生， 花要向上开。 大地人人
需勤奋， 一代接一代。” 正是由于在家中
的磨砺， 儿子才能飞向家外的大世界； 也
正是这外出开心的旅程， 让我们体会了家
的幸福与温馨。

五年来， 交通工具的升级换代与外出
的便捷服务， 为我们的出行创造了优越的
条件。

母亲原来很少出门， 原因是受不了舟
车劳顿之苦。 儿子上小学时， 母亲曾带他
去深圳姑姑家度假，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了
24个小时才到站， 一路上闷热颠簸， 体质
虚弱的母亲一下火车就昏倒了， 还没进女
儿家就先住进医院打了两天吊针。 母亲从
此不再出远门。

去年夏天我们一家南下广州深圳， 去
香港澳门旅游。 我鼓动母亲与我们同行，
告诉她早已开通到家门口的高铁如何舒适
与快速， 母亲终于被说动了， 满腹狐疑地
出发， 一路上笑容满面， 连连叫好而不是
叫苦， 大家心里都乐滋滋的。 今年暑假又
到了， 全家人正商量着， 去西部的重庆成
都旅行， 母亲见我们谈得火热， 竟主动提
出要随我们一起出游， 我们当然很乐意地
答应了。 往返的车票与住宿的酒店全都由
儿子在网上提前预订， 网上结算。 还未出
门， 一切就都已安排得妥妥帖帖， 真是省
心省力。 母亲听了， 带着一脸不可思议的
神色， 像孩子一般好奇与兴奋。

旅行， 是一家人的狂欢； 生活， 从此
有了新的定义。 过去一家人很少一起旅
行， 我多是趁出差或会议在外孤单地游览
一圈后回家。 而这五年来， 游山玩水， 天
南海北， 全都是自掏腰包以家庭为单元出
行， 在改变着心情的同时凝聚了亲情， 也
为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与繁荣强盛而倍感
自豪。

2012年， 我们一家人去了晋陕宁三省
区的五台山、 平遥古城、 晋祠、 黄河壶口
瀑布、 革命圣地延安、 黄帝陵、 西夏王陵
等地； 2013年， 我们一家凭借卫星导航，
驾车去了湘西矮寨大桥， 父亲生前在病榻
之上曾念念不忘要与我们去看新落成的世
界级斜拉大桥， 最终未能成行， 我们终于
捧着父亲的遗像完成了父亲的夙愿； 2014
年， 我们与儿子的大姨小舅两家组团， 一起
自驾畅游了广西桂林阳朔、 柳州北海……五
年来， 将我们走过的线路串连起来一看，
竟绕了大半个中国。

家里家外， 家庭与国家， 其实早已融
为一体。 好比一幅拼图， 触摸走过的每一
寸土地每一处胜迹， 将它们拼接黏贴在一
起， 生活便会呈现出一幅春华秋实、 色彩
斑斓的美好画卷。

肖忠武 沈文梅

北京西郊， 解放军总医院金沟河干休
所。 著名口腔科专家周继林的思绪常常回
到7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

抗战出征救伤员
儒雅医生显身手

1941年，中国抗日战场如火如荼，中国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奉命在贵阳图云关一处
山林里救治受伤抗日官兵。 伤员中相当一部
分是面部、口腔受伤，难以吃饭，不能说话，
有些人怯于走进公共场所，或担心失去婚配
与工作机会， 他们的肉体之痛与心灵之痛，
常人难以体会。 由于这类伤员太多，这年12
月，增派了一位名叫周继林的口腔医师。 她
刚来时，救护总队外科主任张先林心里犯嘀
咕： 这里如此血腥繁忙， 她却如此纤秀、文
雅，能吃得消吗？ 仅过了3天，张先林便由衷
地夸赞：“好哇，周医师，你跟洪民医师一样，
胆大心细，手术又快又漂亮。 ”洪民与周继林
同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牙医班，已来救护
总队半年了。

口腔医学的治疗范围包括牙齿、 口腔
与颌面等，还常涉及鼻、耳、眼等器官，其治
疗和修复非常复杂精细， 兼有医学加美学
的双重属性。 周继林和洪民不仅治愈了许
多伤员的肌肤之伤， 也抚平了他们的心灵
之伤。一位年轻军官重返战场时，给他们深
深鞠了一躬， 动情地说：“我没什么好报答
你们，回到前线多杀几个鬼子吧！ ”

湘雅医院院长、 姑父张孝
骞建议她学牙医

1917年农历正月初六， 周继林出生于
湖南长沙，未进学堂已能畅读《弟子规》《三
字经》《千字文》等国学经典，许多段落能背
诵。 在学校她总是名列前茅。“我第一次获
得语文算术双百分， 母亲奖励我一把炒黄
豆，鼓励我继续努力，给弟弟妹妹做榜样。”
提起往事， 百岁周老依然感受到慈母甜甜
的夸奖，黄豆浓浓的芳香。

周继林兄弟姐妹8个，她是老大，一家
人全靠父亲挣钱养家糊口， 母亲裹着一双
小脚，操持全部家务，几次累得吐血。 她祖
父是小学校长， 父亲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
农学院，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有新思想，
尽管家境艰辛，却没让一个孩子辍学，加上
周继林天资聪颖， 有幸从小学一直读到了
大学。

关于报考牙医专业， 周老说：“这缘于
我姑父张孝骞的建议， 他是长沙湘雅医院
院长。 ”

1935年，周继林高中毕业，同时报考了
北京女子师大、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南京
中央大学医学院牙医班，结果3所大学同时
录取了她。“以我自己的爱好，我会选择文
科， 但我姑父说， 中国口腔疾病发生率很
高， 这方面的医生寥若星辰， 建议我学牙
医，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从此，这辈子就跟
口腔医学打交道了。 ”

周继林是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牙医班
第一期生。那时人们认为牙痛不是病，牙医
备受冷落，牙医班第一期只招到30人，毕业
时仅剩9人。 这9人在引领中国口腔医学成
长发展的同时，全都成为著名口腔科专家。

周继林毕业后留校任教， 半年后被派
往救护总队，她与先期到达的洪民携手，救
治了许多将士，很多伤员亲切地称她“医生
姐姐”。

美国进修，坚决回国
1946年6月， 已是恩爱夫妻的洪民和

周继林被上海陆军总医院派往美国费城维
利弗治总医院颌面中心进修， 洪民主修颌
面外科学，周继林主修颌面修复学。他们利
用一切机会学习和实践。 二战刚刚结束不
久，医院的病人多是伤员，这使周、洪二人
能充分施展在救护总队积累的经验， 一次

次巩固、升华。他们原本就有较高的诊疗水
准，更有东方古国的仁爱，以这样的本领和
本性为病人疗伤驱疾，得到了患者的好评，
也让美国同行另眼相看。

为期一年的进修接近尾声， 周继林的
姑父张孝骞来了。 他与美国医院有着长期
密切的交往，特意来劝说他们留在美国。几
天前他为这事跟他们打过一次电话， 回答
是否定的。这次他想让他们改变主意。他已
经为小两口留在美国铺平了道路， 待遇很
好，只要履行个手续就行了。“你们晓得，时
下国共军队正在酣战，到处是焦土废墟，医
院也不太平，不利于你们的事业发展。 ”作
为医学前辈和亲情长辈， 姑父的挽留中更
带着温馨。

“姑父，谢谢您的好意，我和洪民认真考
虑过，还是决定回国。 正因为中国现在百孔
千疮，到处都是伤员和病人，我和洪民才决定
回去。谢谢您为我们做了很多。 ”周继林的答
复，充满了对长辈的感激，更满含着对祖国的
赤诚。 面对晚辈的婉拒，张孝骞有些遗憾，却
更加欣赏：“你们不仅勤奋聪慧，而且正直坚
强。 我相信，你们不论回国还是留在美国，都
会成为优秀人才……”

1947年7月， 夫妻二人如期回到祖国，
就职于国防医学院。次年，周继林任该院牙
科修复学教授，洪民任该科外科教授。

陈毅签发委任状
专家创业树丰碑

1949年5月中下旬，上海淮海中路一户
人家用木板和钉子把大门从门内牢牢封
住，别人进不来，自己也出不去。 主人正是
国民政府打算送往台湾的重点人物之一、
著名口腔科专家洪民和周继林。 国民党官
员三天两头上门游说，夫妻俩不堪骚扰，事
先买好吃的用的，将大门牢牢封住，一封就
是10多天。

5月28日，天刚蒙蒙亮，他们打开窗户，
眼前的景象把他们惊呆了———屋檐下，躺着
数不清的解放军官兵，枕着背包，抱着枪支，
进入激战后的熟睡之中。 上海初夏的黎明凉
气潮气袭人，将士们宁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温暖这座城市， 也不肯打扰任何一户人家。
这让他们夫妻俩感慨万千。

几天后，周继林的住宅迎来了几位上海
市军管会的干部。一位干部对洪民说：“洪教
授，我们今天带来了陈毅市长为您签发的委
任状， 您将任职华东军区总医院牙科主任。
现在口腔和颌面部受伤的伤员很多，需要尽
快治疗，希望您早日就职，把医院的口腔病
房建起来。 ”洪民激动地接过委任状说：“请
放心，我尽快报到。 先从别的科室借几张病
床来，哪怕一张也行，再把我在上海的两位
同学临时借用过来，我也可以被他们临时借
用，这就形成了‘人才轮转、互相帮促’的合
作模式，既有利于收治伤员，也有利于聚拢

人才。 用不了多久，口腔病房就会发展壮大
起来。”这位干部说：“周教授，您忙完手中的
事也赶快走马上任吧，伤员们都盼着您二位
联手救治呀！”不久，华东军区总医院更名为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周继林受聘为该校牙
科教授。

从此，夫妻俩与临时借用的张涤生、丁
鸿才医生一起，奋战100多天，成功为一批
批伤员进行了口腔颌面手术与修复， 解除
了他们的身心痛苦。 而这段“人才轮转、互
相帮促”的经历，不仅成为中国口腔医学界
的美谈，也成为医学同行互跨会诊、治疗的
范例。

至1953年，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牙科
从当初仅有借来的1张病床，扩大到44张床
位，并成为全国口腔颌面外科中心。以此为
标志， 中国只有牙科门诊而没有牙科临床
的时代结束了， 牙科医学从此开始向口腔
医学转变。这是中国口腔医学的一座丰碑！

扛鼎救治志愿军
荣幸见到毛主席

1954年6月， 卫生部和总后勤部遵照党
中央毛主席指示精神，组建一支以外科各专
科骨干为主体的医疗队，集中力量对朝鲜战
争中伤情严重、尚未治愈的伤员进行后续治
疗。 周继林和洪民受命与兄弟医院的几位同
行负责志愿军口腔颌面伤伤员的治疗。 这支
医疗队的成员大多是外科各专科的专家，阵
容强大，口腔颌面专家不仅有洪民、周继林
和同期到达的5位骨干， 更有来自协和医院

的著名口腔颌面整形专家宋儒耀，国内一流
外科专家兼整形外科专家、第三军医大学副
校长董秉奇，他们曾分别担任南京中央大学
医学院院长和大外科主任，当年牙医班的设
置及把学制由2年改为6年，就是他们倡导和
实施的。

他们遇到了数量庞大的口腔颌面伤伤
员，伤情之严重和复杂，远远超出了他们的
想象，有的下颌骨被炮弹炸成粉碎性骨折，
嘴巴合不拢，说话吃饭都困难；有的鼻子或
耳朵炸没了； 部分伤员的眼睛炸瞎了……
一位伤势严重的伤员说：“你们别费心了，
我不想给国家添负担了。”周继林拍着他的

肩膀安慰说：“你是保家卫国的英雄， 我们
会尽最大的努力，减轻你的痛苦，让你恢复
容貌。 ”经过反复研讨和精心准备，洪民的
高超手术、 周继林的精细修复使第一次解
开绷带的伤员无比惊喜： 炸伤的耳朵复原
了，赝复耳跟真的一样！ 第二次拆除绷带，
他万分惊讶：赝复眼球居然栩栩如生，外翻
的眼眶也基本恢复原状了！几个月后，这位
伤员高高兴兴地出院了，此后几十年里，他
愉快地工作、娶妻生子，经常来北京看望周
教授和洪教授。

为期1年的治疗任务完成后， 宋儒耀、
洪民、周继林、赵恩生、林贤俶等分析总结
了口腔组200多个病案，完成了题为《面颌
部战伤204例病案分析和治疗经验总结》的
著述，很快被《人民军医》刊载。 此后多年，
这篇著述被国内外口腔医学工作者反复参
考和援引。今日中国，战争导致的颌面伤不
多了， 但地震与车祸等灾难引起的颌面伤
逐年增多， 这份凝结着志愿军鲜血和口腔
组心血的著述，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惠泽
着受伤人群。

1956年12月， 周继林作为解放军总后
勤部先进工作者代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
刘少奇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奉调走进总医院
再次创业写新篇

1958年夏天， 周继林洪民同时从解放
军第二军医大学奉调到北京， 走进解放军
总医院。 总医院始建于1953年8月，是全军
最高医疗学府。 当时口腔科只有门诊没有
病房，为此上级将周、洪两位专家调来总医
院，领衔创业。 他们从骨科借来3张病床收
治病人， 病房就这样诞生了……短短两年
过去，口腔科健全成型，至80年代中后期，
总医院口腔科已是一片丰收景象： 培养的
人才形成梯队， 在军内外、 国内外灿烂亮
相； 众多科研成果成为多种医学杂志的主
打文章； 一项项科技进步奖纷至沓来……
仅周继林教授一人， 获得的各种科技进步
奖项就多达18项。 这些巨大变化所产生的
作用和意义，从军队影响到全国，继而影响
到国外。

精心保健三十年
伟人风范永难忘

解放军总医院的职能之一是为党和国
家领导人以及军队高级领导人从事医疗保
健工作。 周继林和洪民从1960年开始受领
保健任务， 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 问周
老，您为首长从事保健工作30多年，哪些事
情留下的印象最深？

周老深情回忆道：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
机，“文革”期间更加繁忙。 有一次，我们为
他做口腔检查， 发现他上牙右侧的一副固
定桥因年久失修牙套松动了。 我们建议摘
下来，修治基牙后重新粘合。可总理说：“我
马上要去接见外宾，以后再说吧。 ”几天后，
我们再次去他的办公地，他说：“对不起，又
让你们白跑一趟，我今天还是没时间，以后
再说吧。 ”没想到，周总理这句“以后再说”
居然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直到他病逝也没
能兑现。叶剑英元帅是我军的儒帅，平易近
人，让人感到亲切。有次我们去西山为叶帅
做义齿修复，刚进行到一半，有人找他汇报
工作，只好暂停，直到中午叶帅才回来。 他
留我们吃午饭， 饭后让工作人员为我们摆
好躺椅休息， 下午接着治疗。 几乎每次出
诊，都会出现这样的暂停，我们也就多次被
叶帅留在家中吃饭。我们感到过意不去，叶
帅却安慰我们。有一次为叶帅修牙，他让人
拍了张我们给他修牙的照片， 说也许能为
治疗别的病人起点参考作用。 我们拿着这
张珍贵的照片十分激动……

人活百岁自有因
方寸口腔学问多

百岁周老，慈祥儒雅，学者风范，精神
矍铄，满口皓齿。常有人向她讨教健康长寿
经验，她的答案简洁而深刻：胸怀要宽，生
活要简，文化要丰，还要重视牙齿和口腔健
康。

中国口腔疾病的流行现状很严重：
10%的老年人全口无牙，60岁以上老人仍
有20颗功能牙者不到40%； 数不胜数的中
青年人患牙周炎……许多发达国家对牙齿
和口腔的保健很重视，“8020老人”（即80
岁仍有20颗健康牙齿的老人）比比皆是。牙
齿和口腔越健康， 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就越
好，寿命也越长，据此，世界卫生组织倡导，
将口腔疾病与慢性疾病共同防治。 中国自
1988年起，将每年的9月20日定为“全国爱
牙日”， 2009年改为“爱口腔日”，提出的
目标之一，就是让80岁老人仍保持20颗健
康的功能牙齿。

近日采访周老， 她谈及最多的仍是大
众口腔健康，并几次提到：中国口腔疾病流
行现状不容乐观， 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科普
力度。

“我家这五年”征文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

家里和家外

儒雅湘女：
百岁口腔医学泰斗 （报告文学）

周
继
林
教
授
近
照

青年时期的周继林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