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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4版）黄奕住长子黄钦书

（1893-1966）随父亲从印尼回国

定居鼓浪屿，协助父亲在厦门创

办公用事业和在上海等地创办中

南银行，积极参加地方举办社会

公益事业。1950 年从香港回到上

海定居，任上海中南银行董事长

兼经理。中南银行参加公私合营

后，任该行副董事长，兼任益中瓷

电公司董事长、厦门电话公司董

事长等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

国侨联第一届常委，上海市侨联

第二、三届主席。

黄奕住对唯一的女儿黄萱

（1910-2001）宠爱有加，他决心要

让女儿成为真正的名媛淑女，对

上过小学和鼓浪屿海滨女子师范

学校的黄萱继续进行闺阁教育，

鼎盛之时有 4名家教分别设课国

文、英文、音乐等，并重金延请一

批名儒硕彦，施教经书格律，一习

就是整整 5年，为黄萱的古典文

学打下深厚基础。

1935 年，黄萱与医学博士周

寿恺（1906-1970）成婚。抗日战争

爆发后，周寿恺毅然离开协和医

学院, 以满腔热情投身抗日救亡

运动, 加入华侨林可胜领导的中

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周寿恺、

黄萱在国难当头之际,抛舍优越

的生活条件,带着幼小的子女辗

转在云贵高原,为祖国的抗战大

业贡献力量。抗战胜利后，周寿

恺留在大陆，继续他的医学研究

和教育事业，长期担任岭南大学

医学院院长和附属博济医院的

院长。

黄萱于 1952 年至 1965 年担

任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助手，当时

陈寅恪已经眼盲。能被陈寅恪认

可成为助手，就可以看出黄萱的

水平。学术界对于黄萱的评价非

常高，许多人都认为如果陈寅恪

不是选择了黄萱当助手，晚年的

著作就无法预料了。

1980 年，黄萱回到阔别 30

年的鼓浪屿，住进漳州路 10 号

别墅。当年，黄奕住在建成“中

德记”花园别墅后，将剩下的材

料，按同一张图纸建成 5 幢一模

一样的别墅，交给四个儿子和女

儿居住。历经繁华、艰辛和苦难

的黄萱，杜门谢客，过起了恬淡

的生活。弹钢琴，读古书，逝水流

年，安居 20 年。而今居住在 10 号

别墅的是黄萱之女，原鼓浪屿区

副区长周菡，别墅内陈设一切如

昨，主人希望继续自然随性地生

活。

黄奕住的侄子黄天赐（1897-

1952），出任了厦门市侨联第一

届、第二届主席，曾协助黄奕住在

印尼、新加坡等南洋多地经商。

黄奕住的长孙黄长溪曾任

厦门市副市长、福建省副省长、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福建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

任、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工商

联副主席等职。黄长溪毕生周

转于商界与政界，享有盛名。作

为民族工商业者的后代，他爱国

敬业，自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的

建设发展结合在一起；步入政

坛，他励精图治，把爱国情操融

于点滴的事业中，为治国安民做

出了不菲的贡献。无论经商还是

从政，他始终坚持为厦门的发展

出谋划策，为把厦门建成和谐家

园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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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生活得质量好一点，我要

完整一点”，带着这份期待，新加坡

的直肠癌病患郑女士四处寻医。第

一次来到厦门的她，没想到能在这

里实现愿望，还感受到了这座城市

带来的温暖。

几经周转 从新加坡来厦求医
郑女士是新加坡华侨，半年前在

当地确诊为直肠癌，而且直肠肿瘤的

边缘距离肛缘仅 3 厘米。她走遍新加

坡的医院，给出的医疗方案都是要先

行化疗治疗，再行根治手术，并告知很

难保留肛门。“那怎么行？我才 50 岁，

还没好好享受生活，就没了生活质

量”，郑女士保肛意愿非常强烈。热心

的新加坡同安会馆副主席沈武平得知

后，推荐她来厦门就医，并提供了一些

帮助。郑女士便拖着病体，抱着些微希

望，长途跋涉，于 6 月 9 日抵达陌生的

厦门，开始了寻医之路。

经过几家医院的治疗，效果不佳，

保住肛门的概率很低，而且化疗过程

中，从体重 120 多斤消瘦到了 90 多斤。

各种痛苦，让她的内心没有平静过，每

天都在恐惧中度过。

慕名求医“保肛”手术成功
无意间，郑女士从报纸上得知，厦

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胃肠外科的刘国

彦教授有这方面手术成功的案例，她

慕名找到了刘教授。刘教授仔细检查

后，说了四个字“没事没事”。郑女士心

中燃起了希望，但又有几分将信将疑。

她希望这次真的找对了医生，但又惶

恐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9 月 29 日，从晚上 7 点到次日凌

晨 2 点，长达 7 个小时的手术，刘国彦

教授以精湛的技术，成功完成了这场

“保肛”手术。

手术后的那一觉，郑女士睡得特

踏实，醒来后非常兴奋。她感觉经历

了生死轮回，仿若获得重生。此前她

没有掉一滴眼泪，但当她再见到刘教

授那一刻，忍不住哭了：生命中的贵

人啊。

郑女士说，这里的医生、护士都特

别好，特别暖心，照顾得很周到。住院

期间，赶上中秋节，还送来月饼，那一

刻，真的觉得有家人在陪伴，不感觉到

孤单。郑女士希望跟她一样的病患不

要再走那么多弯路。找对医生，找适合

的医院，才能把余生过得更好。

仁心善术 再创侨界佳话
据刘国彦教授和洪博士介绍，郑

女士现在可以正常饮食和排便，并完

成了一次术后辅助化疗治疗，治愈概

率很大。

刘教授的底气，来自于数十年来

对直肠癌研究所积累下的经验与技

术。特别是近 5年来，他带领团队深耕

低位直肠癌精准保肛保功能治疗，博

采目前学界最先进腹腔镜超低位直肠

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及经肛门

ISR 之所长，针对患者特点，采取个性

化保肛手术治疗方案。刘教授表示：对

于低位直肠癌患者来说，保肛还是保

命往往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超低位

直肠癌保肛手术，让更多的患者不仅

保住了肛门，更重要的是保住了肛门

的功能和生活的正常化，从而活得更

有质量、更有尊严。

遥想当年，正是海外华侨和地方

名士捐资创建了厦门中山医院。时任

厦门大学校长的医学博士林文庆从新

加坡募集近 8 万元，欲建厦门大学医

学院，但因为资金缺口太大，只好作

罢，转而联合厦门有识之士，发起创建

厦门中山医院，改善厦门医疗条件，服

务厦门市民。此后的近百年间，厦门中

山医院得到海外侨胞颇多捐助，软硬

件设施得以不断完善。而今，来自新加

坡的侨胞在厦门中山医院得到救治，

医者的仁心善术和相互信赖的医患造

就了超越国界的佳话。

郑女士动情地说：“在遇到刘教授

之前的治疗是痛苦的，甚至是看不到

希望的。是刘教授给了我继续治疗的

信心，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回到新

加坡后，我要告诉大家，厦门有这么好

的医院和医生。”

□黄扬茜（九年级）

□本报记者 林希 蔡晓伟
有人说:“母子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纽带，即

使相隔千里，也依然相互牵挂。”我不明白，牵

挂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人们到底是怎么感受

到它的存在？

随着母亲到处奔波，我寻找并了解着一段

段家族的历史。妈妈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所以她只要有时间，便会在多个海峡之间往

返。这一次，我们去了另一个半球的国度———

印尼，那是我外公出生的地方。

妈妈特别喜欢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她

总是会提起她的奶奶，也就是我的阿祖。每当

这时，妈妈眼中总是晶莹闪烁。这次是我在有

清楚记忆以来的第二次来印尼，然而人去楼

空，阿祖只是留下了她生活过的痕迹让我们怀

念。

我们住在姑婆家的新房子里，屋子空空

的，只有简单的家具和阿祖留下来的东西。身

在异国许多事情都身不由己，我便有了很多清

闲的时间，而屋子里吸引我的，只有阿祖留下

的一箱物品了。

箱子并不是很大，但搬起来格外的重，上

面积了很多的灰。箱子里大多是相册及一打打

的书信，此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物品了。彩色的

相册先吸引了我的注意，轻轻地翻了来看，相

片非常的多，相片里的人也多，记录的事也多。

从阿祖年轻时再到外公年轻时，还有妈妈甚至

还有我，有宴席的、游玩的、生活琐事的等等。

妈妈从小给我讲过的故事好像浮现在眼前。

我一口气把相片看完了，但仍然有大把的

时间，所以便将书信拿起来读了。大多数的书

信的时间都非常久了，纸张大多已泛黄，但很

少有破损的。我小心翼翼地抚平书信上的褶

皱，其中我一眼便发现了外公写的信，是那熟

悉的字体。我轻轻翻阅着，时间从 1960 年开

始，便是外公回国的时候。刚开始是几个月一

篇，但都非常的长，信中什么都写，写了中国的

变化，生活的样子，开心的事或者困惑的事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外公，在我的眼

里，外公永远是家里最不会表达感情的那一

个。在信的结尾，还不忘对阿祖的关心与挂念。

大概翻了二十余篇，妈妈出生了，信中的

语气都变得欢快了起来。信中的时间又过了几

年，科技变得发达了，信有几篇变成打印的，再

后来，妈妈也开始写信，从小学写到大学，之后

便是我出生了，信中的语气再次变得欢快。当

通讯变得便利之后，便很少再写信了。但是这

几十年的每一封信里，都装满了真挚的情感与

牵挂。

我大概开始懂了牵挂即使是看不见，也摸

不着，但它一直都在。在外公寄的每一封书信

里，在阿祖收藏的每一张相片里，满满的都是

牵挂。

学生习作

八闽风光

近日，永春县首家中

草药标本馆落成。该馆依

托县总医院中医分院建

设，设有腊叶标本展示区、

药用植物浸制标本展示

区、中药饮片展示区等。据

介绍，今年 7 月，永春县全

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完

成省级验收。据统计，永春

县域拥有药用植物 155 科

492 属 819 种。

（来源：东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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