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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幕" 再过些
" 天!高考成绩也将揭晓# 这段时间里!高考学霸也
# 成了市民热议的话题#

黄劲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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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我身边!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当年的高考

学霸!其中有些人已走上工作岗位!在各行各业里
默默地奋斗$拼搏# 为了让您更了解当年高考学霸
如今的生活状态!本报特推出%走近咱身边的高考
学霸&专题报道!为您讲述高考学霸的今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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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搜索程微子的名字，会
看到厦大附 属 中山 医院 主 页介
绍：程微子擅长胃肠动力相关疾
病等消化病的诊治和消化内镜的
临床应用。不过，
程微子的患者不
知道：
自己的大夫不仅会动刀，还
会动笔。2004年，双十中学理科
生程微子 写出 了高 考 满分 作文
《至圣》，
这篇作文今天看来也荡
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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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圣，
圣者之圣。纷争
之春，多事之秋，乱世间，圣人傲
立。”2004年，程微子在厦门参
加高考，
写下《至圣》。那年的作
文题目是：选择多位历史名人之
一，
自选角度，写一篇作文。程微
子这篇作文满分，顺利考入北大
医学部。据说，
当年全省满分作文
仅有 12篇。

程微子生在书香门第。父亲
毕业于厦大生物系，母亲是大学
中文老师，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也都是教师。作为理科生的他，
除
了完成课业，平时爱好天文、文
史，还曾是双十中学天文协会会
长。而写出高考满分作文也并非
偶然——
—他很小就是报社的“小
记者”，曾在厦门的媒体上发表
过多篇优秀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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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程微子选择了医学。许
多人表示不理解：这么好的文学
才华不是浪费了吗？他却说：
“我
从一开始就想当一名医生。当医
生是一个很积德的事情，这是我
想做的，我从没后悔过做这个选
择。至于写作，
可以把它作为一种
爱好去呵护。”
本博八年连读，程微子本可
以有很好的机会留在北京，获取
更好的发展平台。但出于孝心和

对家乡的热爱，他毅然选择回到
厦门，
成为中山医院的医生。
“工作不是我的生活全部，
我还有更多想要追求的东西。”
这就是程微子的生活态度，他热
爱自己的职业，但他也不是工作
狂。他微信朋友圈的标签是“旅
行、吃茶”。休息的时候，他会和
小伙伴们一起品茶、抚琴，或是跑
到乡野山林，
“听取蛙声一片”，
体味山居秋暝的隐士之感。在他
的书架上，
除了医学书籍，更有考
古、茶道、建筑艺术、文史各类书
籍。
科室经常有来自厦大、福建
医科大、厦门医学院的学生来实
习，程微子也承担了部分教学工
作。除了在消化内科的本职工作
以外，他喜欢和“90后”打成一
片。“我和学生的互动很多，
喜欢
和年轻人互动，
传授他们知识。这
也算是对母亲教师工作的一种继
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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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年高考作文满分
§2 北京大学医学部
T¨ 厦大附属中山医院
消化内科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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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人选专业!
程微子给出了这样的
寄 语(%不 要一 股 脑 儿
的去报所谓的热门专
业# 还是要更多听从内
心 的 声 音 !选 择 自 己 感
兴 趣 的 专 业 !才 能 把 学
习学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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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种子工程”项目已经
启动两个月，小朋友们播下的
种子都长大了。6月 18日下午，
该工程的另一项目——
—“童心
扬善 花画传情”儿童花画展将
在吉家·家世界举行。届时，我
们会展出孩子们亲手种植的鲜
花盆栽以及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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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本报携手“魔法小飞
仙”启动美德种子工程，免费派
送花种给小朋友，让孩子们播
撒下美德种子；
5月，我们面向
全市发布 “征集令”——
—召集
小朋友以“飞仙仙境”“美丽花
园”等为主题，发挥想象，用画
笔画出心中的美丽世界；
6月，
美德种子工程将组织一场 “童
心扬善 花画传情”的“魔法小
飞仙” 花画展暨爱心传递文艺
汇演，把孩子们种植出来的鲜
花、亲手描绘的绘画作品进行
集中展示并义卖，义卖所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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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给儿童福利机构。
如果您的孩子想来到现场
却未曾参与之前的作品征集活
动，那也没关系，届时您可以带
上孩子和他们的作品直接来到
现场，或者，您可以让孩子直接
在现场作画，我们会提供水彩
颜料和画纸，并将孩子们的画
作一起展示并进行爱心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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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花画 展义 卖 活动 ，我
们还将组织文艺演出，如情景

剧《小老鼠吃辣椒》、相声《吹
牛》等，诚挚邀请您和孩子一同
前来观看。此外，
当天参加花画
展活动的小朋友还将获得以
“魔法小飞仙” 为基础改编的
儿童舞台剧 《仙境守护神》入
场券，以及个人专属爱心卡和
精美小礼品。
同时，我们现场还设有昆
虫展，
100%还原 爬行 动 物、昆
虫生活场景，给孩子上一堂生
动的自然课，教小朋友认识昆
虫，
了解自然世界。

截至 2017年底，厦门市成
功摘得全国文明城市 “五连
冠”。在文明成为城市底色的
背 景 下，本 报 携 手《小 飞 仙 美
德图画书》 原著作者晓玲叮
当，以及厦门三二一儿童教育
中心等单位共同发起“美德种
子工程”。
这是一个致力于 “塑造民
族未来性格，培育孩子美好品
质”的德育工程，致力让青少年
成为厦门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将 “小飞仙美德种子工程”打
造成厦门的文明名片。除了“花
种计划”、花画展，后期我们还
将有《魔法小飞仙》系列舞台
剧、
“美德推广大使”评选等一
系列活动。
只要 您的 孩子 喜 欢画 画 ，
只要您的孩子敢于作画，只要
您的孩子想献出自己的一份爱
心，小小的舞台将成就你大大
的梦想！快快来加入我们的活
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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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心 扬善 花 画 传
情''
'%魔法 小飞 仙 &花画 展 暨 爱
心传递文艺汇演

)!"#$ 年 % 月 #$ 日 下
午 ! (&&'( (&& 入 场 !( (&& 演 出 正
式开始

) 吉 家)家 世 界 * 厦 门 市
湖里区金湖路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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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儿童舞台剧,仙境守护
神-正在排练期# 美德种子工程
主办方希望借此机会!面向全城
征集%小戏骨&!带领孩子们进入
好玩有趣的舞台剧世界#

¡+'#! 岁儿童
¢£¤¥
#, 性格开朗!善于交流"
!, 有较强的即兴表演和应变
能力"

(, 喜欢舞台!有表现力"
+, 有舞台经验者优先#
报名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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