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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成武：部队教育我成为一名好大夫
本报记者 薛百成

贾成武，解放军 202医院著名脑外科专
家。2010年，他告别现役岗位，成为沈阳市军
队离退休干部常德管理中心的一名退休军医。

这些年，他默默奉献在医疗和扶贫第一线。从2009年至
2017年，贾成武资助青海省湟中县藏族姑娘卓玛，直至她
大学毕业，成为一名药剂师。贾成武先后荣获“全国扶贫
先进个人”、沈阳市军休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被评
为“2017年度感动沈阳人物”。

父爱如山。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就

是整天忙工作，一年到头经
常下乡，回家累得筋疲力
尽。有一件事他是不会忽略
的，那就是我的学习。我也
真没让他老人家操心，从上
小学的那天起，我的成绩在
班级一直名列前茅。家里的
日子不宽裕，可是他从来没
让我们在学业上为难，宁可
少吃点，也要让我们学习。

记得那年搬家，开销大，
虽然他在公社，手里也有点
权，可是他宁可把手表当到
供销社，也不借钱。

那些天，母亲说晚交几
天学费把表赎回来吧，你上
班需要它，父亲就是不同
意。我知道父亲天天到供销
社给手表上劲儿，怕手表停
的时间长了出毛病，他心里
难过，却从不说出来。

我们家养了一头猪，我
们天天挖野菜给它吃，母亲
对父亲说，你就不能买点糠
回来？可是父亲就是不买，
他说我带头买，别人都买我
怎么管哪！母亲把饿了几顿
的猪忍痛卖给供销社，赎回
了父亲的手表。之后母亲带
着半篮野菜到猪场喂已经卖
掉的小猪，她在流泪呀！

虽然我不是长子，但是
哥哥早早住校学习，我就成
为实际上的长子。我偷偷跑
到林场做临时工，想给家里
减少点负担。割了一天柳
树条，累是真累呀！挣了 1
元 5 角 7 分钱，一个整劳力
的工资，高高兴兴拿回家给
我母亲。父亲知道了把我
叫到一旁，严厉地说，谁让
你去做临时工？我不需要
你现在就干活挣钱，挣钱是
大人的事，家里再穷也不能
荒废你们的学业。

这就是我的老父亲，不
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
个贤。

“德从宽处积，福向俭中
求。”这是老人家一生的信
条，如今我让儿子把这句话
写出来挂在客厅里，不断警
示我们。

老父亲没给我留下一分
钱财产，留给我的是他的一
腔热血、一身正气。

金山银山父爱如山，有
了这笔遗产，我的少年时光
没有虚度，我的人生踏着父
亲的足迹，这是父亲留给我
多大的“金山”啊！

记得入伍前父亲告诉我，独立
生活了，钱要省着花，别借钱，老话
讲无求到处人情好，不饮任他酒价
高。我只是随口答应，没想到我遇
到的老领导比我爸还厉害，对我要
求特别严格。一个月 6元补贴，他
硬是让我花 1 元买牙膏、牙刷、洗
衣粉。买块香皂洗脸多大点事儿，
让他看到了也不高兴，说我小资产
阶级情调太浓，硬是要我用清水洗
脸。这可好，一辈子我与香皂断交
了。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一
个青春痘都没有。剩余的钱必须

存起来，年底查账。
1973年春节，老领导又要我拿

出存折给他看，我说都是老兵了，
该检查新兵了，不能再查我了。他
一听大发雷霆说，就是卫生所里的
医生干部我都要检查，你特什么
殊？4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这
个山东倔老头，我的眼睛总是热
的。忘不了每年的春节，他都把家
里的年货拿到卫生所，陪我们在所
里过，就怕我们想家。这就是我的
启蒙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他
把我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传给我。

这个人就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兵，曾经给陈
毅元帅当过保健护士的付华所长。

几年时间，我长成 1.8 米的大
个儿。是部队的高粱米把我养大，
部队这座大熔炉培养了我，教会我
如何做事，怎样做人。在付华所长
手下当了 4年卫生员，检验、药房、
治疗室、理疗我都干过。每到年底
各部队医生休假，我都去顶岗。我
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老首长的关
爱，干好每项任务。也因此被推荐
上了大学，并改变了我的人生。

部队生活教会我如何做人

入伍第一年冬季，我随部队到
大兴安岭测地图。-40℃的严寒考
验了我，磨炼了我的意志。我们小
组在嫩江上要完成 200 公里导线
测量，最多一天测量 29.7 公里，如
果在平地走，这段距离不算什么，
但那是在没膝深的雪地，边测量边
走。当年我的身高只有1.59米，小
组 7个战友，我最小最瘦。组长照
顾我，让我背手枪和手记簿，冲锋
枪和 4 米长的标尺由大个子的战
友扛。那一年，我们部队有许多战
友被冻伤、冻残，配属部队的战友
曹瑞林烈士永远留在了高高的兴

安岭。当时的测绘简报对我们工
作战斗的环境有生动描写，“火烤胸
前暖、风吹背后寒、为党测宏图、再
苦心也甜”。16 岁的我，在部队这
所大学校经受住了磨炼。

6 月的大兴安岭，脱去银装素
裹的外衣，逐渐披上了绿装，青嫩
的幼苗悄悄从土中长出，绿油油的
一片。第一期任务完成后，我们也
进入了短暂的休整期。漫山的野
生植物有不少中草药，在那一根银
针一把草的年代，采集中草药就成
为我们休整期间的主要任务。我
是个农村孩子，采药有优势，不管

是黄芪、茵陈还是佛手参，别人一
天采一把，我采的药用肩扛。大队
卫生所所长看到我肩扛草药往回
走，就和队医说，这小孩挺能干，把
我调到了卫生所管理中草药。

我调到部队卫生所，成为一名
卫生员，从此也走上了从医路。每
天清晨，我将所里 50 多筐中草药
从 2楼扛到楼下晾晒，晚上再扛到
楼上保管。我对晾晒的这些药材
如何制作得心应手，对中草药的制
作过程在一点一滴中有了认识。
我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我的表现
大家都看在眼里。

脱颖而出走上从医路

2009年，贾成武在青海进行医疗对
口帮扶已进入第九个年头，在帮助湟源
县、湟中县的两家医院建立神经外科的
同时，还资助了两名贫困学生。

刚到湟中县不久，在与医院职工
交谈中得知该地区仍有因家庭贫困辍
学的孩子时，贾成武的心情沉重起来，
当即向县医院领导表达了要资助一名
贫困家庭孩子上学的愿望。当时医院
领导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但两天
后，贾成武问起这件事，院领导连忙召
集班子成员研究方案，确定条件：受助
的孩子须是来自勤劳朴实的贫困家
庭；为公平起见，与医院职工没有任何
关系。在全面掌握情况后，湟中县新
庄镇马场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卓玛被
选为资助对象。

为了解卓玛家庭情况，贾成武一行
曾去卓玛家看望她父母。卓玛家着实困
难，偌大的院子里一排土坯房非常破旧，
堂屋里旧报纸裱糊的顶棚，因年久失修
破烂不堪，中间裂开了一个大窟窿，逼仄
的地方让人不得不侧着身子进出。

贾成武为卓玛带来了学习用品、冬
帽等礼品，卓玛阿妈和姑姑赶紧和面炸

油饼招待来客。而此时正是青海高原最
为寡淡的季节，山村不像城里，可以随时
买到蔬菜瓜果招待客人，这里除了冬季
储存的土豆、萝卜，就是自家腌制的酸
菜。最后卓玛姑姑赊来了肉，麻利的藏
家妇女很快就将煮好的手抓肉、炸好的
油饼端上炕桌，双手举着茶碗、油饼、手
抓肉敬献给客人。冬天的天很短，黄昏
瞬间逼近，贾成武一行与卓玛家人依依
惜别。

当时，卓玛正读初二，在学校成绩
一直是年级前 3 名的好学生，因父亲有
病面临辍学。贾 成 武 决 定 资 助 她 读
书，每年给她数千元的学习和生活费
用。平时贾成武与卓玛电话不断，每
年往返于青海与沈阳之间，起初是公
派，2010 年退休后是自费，每次都将学
费、衣物、东北土特产送到卓玛家里。
2012年春节，贾成武邀请卓玛来沈阳一
起过年，走出大山的孩子有生以来第一
次吃到螃蟹、汉堡，第一次在家里洗了
热水澡……

后来，卓玛考入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药科专业，贾成武每年的资助费用涨到
了1.5万元，直至大学毕业。

受助八年卓玛圆了大学梦

2018年1月31日，在沈阳盛京大剧院举行的颁奖晚会上，来自青海省湟中
县第一人民医院的藏族姑娘卓玛，特意来到晚会现场，与贾成武一起走上领
奖台，共度这一美好时光。从 2009年至 2017年这 8年，贾成武资助卓玛从
初中直至大学毕业，成为湟中县第一人民医院的药剂师。

我出生在农村，父亲只身从山东来
到东北，以打铁维生，我是家中第二个孩
子。家徒四壁，幼小的心灵懂得生活的
艰辛。小学毕业，因我们公社没有初中，
想继续读书，只有考入外地的初中，这是
我第一次离开家住校。每个星期六放学
回家，星期一返校。学校距家17公里，3
角钱的火车票我们舍不得买，经常几个
同学一起走回家。开始还兴高采烈，边
走边玩，没走一半就饿了，学校里5分钱
一餐的高粱米饭、白菜汤早就消化了。
脚也开始疼了，因为我们都是光着脚走，
母亲给我们弟兄做鞋不容易。我曾经看
到她老人家在油灯下边纳鞋底边叹气
说，“唉，这孩子的脚怎么长这么快，这得

费多少布啊？”所以能光脚走我就舍不得
穿鞋，尽管这样我还是满足的。我看到
有的同学住校，只带了被子没有褥子，同
学们把褥子拼到一起还差一尺。大家开
玩笑说，你回家带个一尺宽的褥子就行
了，就不用睡在凉床板上了，可是他周一
却从家里带来了一条麻袋。生活的艰辛
挡不住我们求知的欲望，我们要改变现
状也只能学好知识，练好本领。

1969 年，怀着保卫祖国的愿望，我
应征入伍。12月26日凌晨，母亲破例给
我做了一碗鸡蛋面，当列车缓缓开动的
那一刻，看不见亲人的身影，泪水模糊了
我的双眼。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在部队
好好干，争取用优异的成绩向父母汇报。

生活艰辛挡不住求知渴望

记得当初我们实习，规定要三个
月在农村医院，我们去了无锡洛社，
其医院规模不小，我们军医大学的优
势也就发挥出来了。临床外科 20 多
个病人，输液全部由我们承包了，外
加手术室的卫生清扫。阑尾炎、疝

气、胃溃疡等手术，都叫我们去做。
有时手术室只有我们军医大学的同
学。我们付出了辛苦，也得到了锻
炼。对我来说，学到了知识，也赢得
了爱情，我有了温暖的家。这个温暖
的家，还多亏了岳母的支持与成全。

1978 年秋天，我在江阴工作，收
到一本英文第10版《克氏外科学》，定
价17.1元，对每个月52元收入的我们
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书是我
岳母从北京寄来的。当时我爱人在沈
阳，同事们都奇怪，为什么我每星期都

会收到北京寄来的两封信，那是我岳
母给我的英语作业。这书她买了两
本，让我在江阴看一个章节，她在北京
看同样的章节，给我辅导英语。晚上
演电影，机关大院里就我的房间闪烁
着灯光。我在看书写作业。老人家

给了我精神食粮，让我受用一生。这
位辅仁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为了岳父
的事业和子女学业，辞掉了重点高中
外语教师工作。在我初登家门时，亲
友并不看好我，只有岳母看好并接纳
了我，这是我成就事业的基础。

学到了知识也赢得了爱情

我的人生循着
父亲的足迹

2009年贾成武开始资助卓玛上学。 贾成武与医疗队队员去田间地头为藏族群众诊病（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