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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家”
重回“课堂”忆青春

昨日上午，郑上路小学校
园内，百余名校友与母校重逢。

“ 同 学 们 好 ！”“ 老 师
好！”……走进六年级（2）班教
室，一群特殊的学生坐在教室
里，相互问好，满脸笑意。“毕业
56年了，还是第一次回到小学
教室，变化太大了！”王三宝握着
班主任张秀英的手，忆起过往。

看着明亮的教室、崭新的
教具，89岁的海琴老师热泪盈
眶。她是郑上路小学的一名退
休教师，从进入校门到走到教
室，一路上，她的学生们争相和
她拥抱，合影留念。“这100年
凝结了太多教育人的心血，到
现在我还记得在这里教书的模
样，还有孩子们求知的眼神，虽
然学校有了变化，但这些一辈
子都忘不了。”

除了专门开放的教室，郑

上路也精心设计了合影墙。
“校园还是熟悉的校园。”

站在合影墙前，环顾阔别44年
的母校，黄冬梅特别高兴，眼睛
笑成了一道弯。

为了赶上母校的百年庆
典，黄冬梅专门请了假，提前一
天从上海返回郑州。

“全忠、建轶快来，咱仨按
着这个站位再拍一张照片！”典
礼开始前，操场右侧，郑上路小
学81级校友徐光磊拿着一张

老照片，十分兴奋。“这是我们
1985年六一联欢会拍的合影，
没想到今天我们仨都来了，必
须再拍一张留个纪念。”

除了珍藏的老照片，徐光
磊还带了一沓心爱之物。

“这是1981年的入学通知
书，这张是 1983 年的学费收
据，还有成绩单，我都保存得好
好的。”拿着已经泛黄的珍贵资
料，徐光磊很开心。他告诉记
者，在母校百年校庆这个特殊
的时刻，他想用这些特殊的资
料和郑上的校友们分享更多的
回忆。

历经岁月风霜，
迎来巨大变革

从“郑县第一完小”到“郑
州市三官庙完小”，再到如今的

“郑州市中原区郑上路小学”，
百年郑上，历经岁月风霜，迎来
巨大变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了解到，在郑上路小学校园内，
一间名为“百年郑上”的校史
馆，详细记录了郑上路小学从
1920年创立至今的百年印记。

“深则厉而浅则揭，郑上宜
各尽所长。书香润身，不言以
气自芳；足球壮体，无意而志洸
洸……”郑上路小学建校百年
庆典上，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立群先生惊喜亮
相，为了这场可喜盛事，他为郑
上路小学写下校赋，共享其乐。

百年校庆不只是一场庆典，
更是文脉的传承、理想的赓续。

在这场以“初心·传承·远
航”为主题的庆典活动上，郑上
路小学老一辈教师代表、校友
代表、在校生代表分别上台，讲
述他们与郑上路小学的渊源与
故事，为学校送上祝福。来自在
校学子的情景剧《一百年前的那
一天》《郑上瞬间》《我的足球梦》
及主题朗诵《传承》等节目，也让
在场嘉宾深刻理解郑上路小学
的百年历史与发展历程。

郑州有一位89岁高龄的
郑老太太，被颈椎不适缠身五
六年了，先后出现颈部酸困、头
晕、双上肢不对称性麻木等症
状，严重影响到了生活质量。
虽然推拿、牵引、理疗等保守方
法能暂时缓解痛楚，却治标不
治本。四处求医后，多被告知
需手术才能彻底解决，但老人
和家属都惧怕手术，只好放弃。

今年5月份，郑老太太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就来到郑州
市二七区长江西路与郑密路交
叉口西北角的长江路136号，
找中医骨科名家张喜海院长就
诊，让她重新燃起希望。

今年64岁的张喜海院长
是张氏中医的第六代传人，张
氏中医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
至今已有169年。张氏中医治

骨病的特色在于传统中医药内
服外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
祛寒除湿、透骨拔毒，使骨质、
肌肉、经络和软组织实现新的
平衡，从而达到治疗骨病、解除
患者病痛的目的。

近40年来，张喜海院长一
直致力于帮助患者摆脱骨质增
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关
节炎、风湿病等一系列疑难骨
病问题，屡获好评。

经过张喜海院长的望闻问
切和影像检查，发现郑老太太
是颈椎管狭窄。

郑老太太的颈椎管狭窄属
于中度狭窄，但是老人年事已
高，治疗起来难度不小。张喜

海院长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理
论，决定运用传统中医药内服
外用的方法予以治疗。

经过张喜海中医骨病团队
一个月的治疗，郑老太太就觉
得身体舒服多了。继续治疗
20天后，老人出院回家，之前
的不适症状基本没有了。张喜
海院长让老人带药回家巩固治
疗，并嘱适量活动。目前，老人
状况良好。

“很多人对中医不了解，认
为在骨科疾病方
面，尤其是针对中
老年骨病患者，治
疗效果大不如西
医，甚至会发出‘还

有用吗’的疑问。”张喜海院长
说，其实，中西医各有优势和特
点，有些让西医束手无策的患
者，用中医的方法也可妙手回
春，或者西医需要手术的病症，
中医也可能保守治疗而愈，避
免西医“大动干戈”，这就是中
医药学的神奇和魅力所在。

如果您有骨健康问题，可
拨 打 大 河 报 健 康 热 线
0371-65795671咨询。

89岁老人患上颈椎病，传统中医还有用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为进一步推进“三减三
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体重）等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大河报特推出系列公益科普“专家说健
康”，指导公众强身健体，健康好生活。

张喜海
院 长 骨病

“你”迎百岁“我”再做回曾经的少年
百余名校友重回“课堂”为母校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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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星 文 许俊文 摄影

“同学们好!”一句熟悉的问候，10月12日上午，郑州市中原区郑上路小学校园
内，百余名郑上路小学校友穿越时光，重回“课堂”。这一天，郑上路小学迎来100
岁生日，莘莘学子从五湖四海赶来，与母校重逢，为母校庆祝。

郑上路小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20年的“郑县第一完小”，其校址位于郑州市
三官庙村。据悉，为了迎接此次百年庆典，一个月前，校方就陆续启动了“时光课程
表”“云校史馆”“云讲台”等系列活动，让因为疫情无法返校的校友也能参与进来。

郑州还有哪些百年老校，你知道吗？

郑上路小学迎来百年校庆，这所以足球为特色的学校也曾先
后为中国国家男子、女子足球队输送了郜林、古雅莎、王上源等24
名国足队员。1956年，邓颖超也曾来到郑上路小学进行视察。

那么，郑州还有哪些百年老校？它们又有哪些历史故事？
欢迎拨打(0371)65795663提供线索。

时隔半个世纪再聚首

重新再拍一张，留个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