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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东，给我跳个舞吧！ ”
58 岁的邓学东听了母亲的话后，原地起舞，旋转、摇摆、
扬手……伴着《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背景音乐，一举一动都透
露着温情。 跳完，他还上前抱着 88 岁老母亲的头抚摸了一圈。
此刻，超声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等等头衔都在脑后，站在老
母亲病床前，他只有“儿子”这一个身份。 近日，这段题为《我为
妈妈跳舞》的视频刷爆了苏州医学界的朋友圈……

58 岁博导为 88 岁老母跳舞

邓学东（右）和哥哥与母亲合影

“在母亲眼里，我永远只是儿子”
近日， 邓学东参加了“苏州市健康
‘
531’系列行动计划——
—基层超声规培和
竞赛”。记者来到活动现场时，邓学东正在
为各医院的超声专家及基层医疗超声检
查医师讲授
“妇产科超声检查的规范及要
领知识”，会议厅内座无虚席。一位来自吴
江的与会人员表示：
“邓教授的课，很值得
一听的！ ”
邓学东，1961 年生， 今年 58 周岁。
1984 年，邓学东从南京医学院毕业，从事

外科医生工作。 但因为超声科医生的短
缺，1990 年， 邓学东开始从事超声科工
作。 目前，邓学东不单单是超声中心的主
任，也是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影像专业博士
生导师，担任国家卫健委产前诊断专家组
成员，ISUOG 中国分会专家组成员。
尽管拥有诸多头衔和成就，邓学东却
表示，
“在母亲眼里， 我永远只是儿子；在
工作中，我只是最普通的白衣战士。 ”

“妈妈是个坚强女性，她开心我就开心”

“东东，你跳个舞给我看看”
温柔的音乐响起，一个中年男人原地起舞，旋转、跳跃、抬手
……动作缓慢而轻柔，虽无章法，却有溢出屏幕的温情。 视频中，
一个温柔的女声说：“
60 岁的儿子，跳舞给 90 岁的妈妈看，好像
回到小时候的年代。 ”
坐在病床上的女性佝偻着瘦小的身体， 顾不上吃面前的饭
菜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跳舞的男子，甚至激动地往前探了探
身子。 这时，跳舞的男子跳得更加卖力，舞蹈动作的幅度更大了
些， 连拍视频的女子都忍不住提醒：“当心了啊， 老骨头一把了
啊。 ”视频中，病床上年迈的老人脸上隐隐有笑意……
视频拍摄于 8 月 15 日。 翩然起舞的男子是南京医科大学附
属苏州医院超声中心主任邓学东， 病床上的老人就是邓学东的
母亲，拍摄者是邓学东的妻子。 当天邓学东下了门诊，和妻子赶
到母亲所在的护理院。
视频最先是由邓学东发布在一个短视频平台， 并分享到自
己的朋友圈，还配了段文字：“
‘东东，你跳个舞给我看看。 ’妈妈
躺在病床上。 于是，我随着音乐起舞，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妈妈教
我走路，送我上学的情景……”
这段视频在朋友圈短短 15 分钟便获得了上千个点赞，而在
短视频平台上也获得了近万的点击率。 看到该视频的好友们纷
纷评论，“太感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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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学东告诉记者， 他的母亲今年 88
周岁了。“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女性，28
岁的时候，她切掉肺的右叶，后来做了胆
囊手术， 还中过风……在她一个人身上，
就开了六七刀，但是，我的妈妈真的很坚
强。 ”
邓学东的父亲于去年过世，如今母亲
身体欠佳，意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生活
难以自理，主要生活在护理院。一有空，邓
学东就会和妻子一块儿去看望母亲，给她
唱唱歌、跳跳舞。邓学东说：
“
她开心，我就
开心。 ”

邓学东还有个哥哥， 比他大 4 岁，目
前定居美国。 邓学东说，哥哥对母亲非常
牵挂，打电话的频率非常高。 兄弟俩最大
的心愿，就是妈妈能过完 90 周岁的生日，
如果能长命百岁那就更好了。“
我感觉，一
个家庭要稳定和幸福，母亲在，是非常重
要的。 ”
邓学东说：
“你叫一声‘妈’，她回一声
‘
诶，东东，你来啦！’我就很开心了。但是，
如果你叫了一声‘妈’，却没有人回应，那
就太令人难受了。 ”

“父母的坚持，给了我两次生命”
邓学东表示，如果没有父母对自己的
爱，那 53 年前，自己就已经不在了。
原来，在邓学东 5 岁那年，他曾与死
神擦肩而过。 那年他突然高烧 40.5 度，一
直不退。焦急的父母只能一遍一遍地将邓
学东送至医院，“送去第一次， 烧退了好
了，回来又开始发高烧，第二次、第三次，
直至第四次。 ”
邓学东说：“如果没有父母当年的坚

持，一天时间送了 4 次医院，那就没有现
在的自己，父母给了我两次生命。所以，现
在当母亲生病的时候，我也要给予她同样
的爱。 ”
“我时常会和母亲有些亲昵的小动
作，摸摸她的头，揉揉她的脸，她会十分开
心。”采访中，邓学东屡次提到：
“
希望天底
下所有的母亲都能幸福！ ”
（紫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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