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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滇军将领
李根云诗曰：“滔滔
怒江向东流， 十月
江头瘴未休。 攀上
平河开忽冷， 满山
风雪吼群猴。 ”这幅
场景描写的是云南
省西北部一条蜿蜒
壮美的大江， 那就
是怒江。 一个偏远
却依旧对文明充满
渴求， 贫困却和谐
的地域。 而怒江大
峡谷的深处又隐藏
着一个神秘的民
族， 人口只有 7000
人 左 右———独 龙
族， 那里的人心性
纯然并深爱着他们
历代居住的地域，
他们有着对大自然
最崇高的信仰。 那
里人与人、 人与自
然之间和谐共融，
当地居所更是以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著称，陈清华博士就是在
这样一个幽美和谐的环境下生活成长起来的。

陈老师 1978 年出生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
龙族怒族自治县， 是我国独龙族的第一个博士。
采访前，我心里一直犯嘀咕，担心博士都是些严
谨呆板之人。 在与他闲聊的过程中，我的担心是
多余的。作为学生，我习惯称他为老师。陈老师不
仅和蔼可亲，还十分的风趣幽默，很多网络上流
传的小段子他都知道一点，还不时地会调侃一下
我们， 最重要的是陈老师做事有明确的目标，是
一个脚踏实地做事，快快乐乐生活的人。

陈老师儿时住在乡村，那时的生活、学习环
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有点读机，复读机之类
的学习工具， 教室更不是现在这种楼房式建筑，
据他回忆，儿时的教室是一间平房，每天上学很
早就要起床， 走相当长的一段山路才能到教室，
学习以“努力”两个字为本。陈老师有一个平凡而
又不普通的家庭。 一个丽江的汉族父亲，一个独

龙江的独龙族母亲，这本就是一段佳话。 父亲严
厉而开明， 虽然从小对陈老师哥几个非常严格，
连上桌吃饭都有很多讲究，但对于教育，父亲却
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父亲从小就培养他们的独
立意识， 16 岁时父亲对他们说，“你们已经 16 岁
了，有自由发表意见和决定的权利，但是你们要
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16 岁以后，父亲对他们哥
几个的生活便不再多加干涉。 但孩子终究是孩
子，也会调皮，也会挨打，陈老师还打趣地说小时
候因为调皮没少挨父亲的教训，现在想想，父亲
的严厉还是挺有效的。 对于中医，陈老师与之更
是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 陈老师回忆说，
“丽江师范毕业的父亲到独龙江教书， 而后到贡
山县民族贸易公司从事药材库的工作，父亲很爱
看书，家里有各种类型的书籍，自己平时喜欢翻
阅书架上的书籍。 对《本草纲目》、《医方集解》、
《奇效医述》等书籍感到好奇”，也就是在那时第
一次接触到了与中医药相关的知识，并为之深深
吸引。 一个意外的小插曲，更让他见识了中医的
神奇。 当时，有位父亲同事的女儿不明原因的腹
胀，父亲便建议经常抓青蛙为其熬汤喝，这个单
方果见其效，女孩的腹胀竟然好了！ 经过这件事
情之后， 陈老师便对中医产生了朦胧的兴趣，这
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成为他的“宿命”。

冰心说过：“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时
的明艳！然而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
遍了牺牲的血雨。 ”每个成功的人背后总会有那
么一段不为人知的艰苦历程，这是我对这句话最
原始的理解。 然而，成功的人的成长不是都可以
只用一个辛酸、艰苦就能完全囊括的。 追逐的过
程中他们兴许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也许有过偷懒
的行为，也许感受过不懈努力最终达成目标的喜
悦，也许体会过那小小的成就感，但不就是这些
复杂的情感支持着他们不断地前行，体味更多的
挑战与乐趣，陈老师的生活亦是如此。

20 多年前的云南还很落后， 由于城乡之间
的差别， 乡村教育相对于城市更是落后一大截，
但陈老师却凭借一股冲劲，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回首高中三年，他颇有
感慨地说，“三年时光，如白驹过隙。 但一想到附
中，总有一句话难以忘怀———‘先学会做人，再学
做学问，不仅要学会，关键要会学’”。考入云南中
医学院后，校园环境并没有现在好，校舍简陋而

拥挤。 但他认为，大学都应有三美———“自由”之
美、“自主”之美、“自强”之美，这是不应被环境所
束缚的大学精神。

在求学期间，他每天都理一个时间表，什么
时候该做什么，哪个期间完成哪些内容，将自己
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将事情最高效率的完成。
对于学习， 陈老师每次都是先复习昨天学的，再
预习今天的内容，不懂的做好笔记，上课时就认
真并有针对性地听讲，力争把老师所讲授的精华
完全吸收。 反思大学里的学习，陈老师说，“大学
时期，是一个自我构建、自我完善的时期，平时需
要构建的是知识结构、 最终完善的是能力结构，
如果说每个专业的课程是一块块建筑大厦的基
础，丰富的校园文化和活动便是生动活泼的‘室
内装饰’，只有把这两方面都‘广集博采，浓缩提
纯’ 才能构建起综合能力强、 适应面广的“大
厦”。 ”

当然，陈老师并不是一个大家想想中的书呆
子，课余，他会和其他男生一起踢踢足球，他说在
球场上挥汗时，能感觉到青春在飞扬！ 当年读书
时，他们还有一个“西瓜杯”，输了的那个班请另
一个班吃西瓜，周末和室友一起去学校周围的村
子里踏青，看看蓝天，吸吸地气，吃吃东西，互相
聊一下近期的情况，是多么惬意的生活。

本科毕业时，他选择了考研，他说：“在我的
角度来看，研究生时期可以学到一些本科学不到
的东西。本科阶段，锻炼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
自学能力，但这个时候学的还是过于宽泛。 到了
研究生阶段，可以专心研究一个方向，了解的东
西便会更加深入，那个时候才能说是真正在做学
问。 研究和学习是不一样的，学习是学他人的东
西，研究是发现未知的东西，更深一步完善已有
的东西，但只有先将现有知识牢固，才能去研究
未知的东西， 只有打牢了地基才能建起高楼大
厦。”对于不少学生面临的考研和就业问题，他觉
得并不矛盾，因为个人的选择不同，志向不同。如
果真的喜欢你所学的科目且想进一步深造，可以
选择考研，而且考研过后依旧没有错过找工作的
黄金时期，那段时间依旧可以去找一份理想的工
作。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生应该端正自己的态度，
最好先就业、再择业。

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 ”意思就是要广博地学习，对学问要

详细地询问，彻底地搞懂，慎重地思考，明白地辨
别，切实地力行。刚参加工作，或多或少都会存在
目标迷失，方向迷茫的情况，也就是现在所谓的

“就业后综合症”， 陈老师工作后也存在上述情
况， 不清楚研究民族医药的价值应从哪里下手？
如何克服这个阶段的问题，他认为尽快融入团队
是关键。 他说，我校民族医药研究团队拥有一批
研究经验丰富、甘于奉献的老师，他们对民族医
药的认识和定位都极有见地，在实际研究工作中
更是身体力行。 正是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最终

坚定了民族医药的研究方向。
从陈清华老师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 成功，

要靠你用心去追寻、去感受。 成功最大的乐趣不
是你成功了，而是在追寻成功的过程中你不断得
到提升，你的知识能力不断地增长，你的心逐渐
沉下来，可以感受到周围的一切，更加淡定，更加
自信。

朋友， 你对陈清华博士所言的“大学有三
美———‘自由’、‘自主’、‘自强’” 是如何理解的？
请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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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终归要长大，带着一种无怨的心情悄
悄地长大。行走路上，有时晒一段太阳，有时贪
一点阴凉。 生活在阳光下继续，奋斗的足迹也
在生活中悄然蔓延。 睁开眼，明天依旧又是崭
新的一天。

执着、朴实、充满活力，他就是浦仕通，现
任云南中医学院院办综合科副科长。

2005 年 7 月浦仕通从本校毕业，留校在
基建处工作。他的专业是制药工程，参加工作
后却是在办公室从事管理工作。尽管如此，专
业与工作的不对口却并没有影响到他工作的
开展。 在学校领导的指导和老师同事的帮助
下，他把各项既定工作都努力做到了最好。

在基建处工作期间， 他主要承担着我院
新校区建设管理指挥部办公室文稿的起草、
成文，新校区建设管理指挥部会议纪要、文件
的撰写及办公室的日常管理工作。 值得一提
的是，自 2005 年 7 月至 2011 年 1 月，浦仕通
老师参与或负责起草新校区建设管理指挥部
各种会议纪要、文件累计达百余万字。由于长
期参与和接触基建工作， 浦仕通老师对基建
工作及相关工作程序都拥有较为深入的了
解，对基建报批程序也很熟悉。 在工作中，他
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绝不放松自己，从
不出现大概、差不多、将就等情况。

工作之余， 浦仕通老师还积极参加学校
的各种活动。 2010年暑假，荣获了云南中医学

院 2010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带队教师称号。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1 月，他担任了我
校 2010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班主任，
还获得了学生军训优秀带队教师称号。 一直
以来，他与同学们都相处得很融洽，在学生眼
里， 浦仕通老师并不是什么难以交流且遥不
可及的老师，而是和蔼可亲的兄长。他喜欢和
学生做朋友，主动了解同学们的所思所想，积
极提升自己，勇于挑战，并且乐于接受新鲜事
物。 他的这些特质也使得他能和学生更好地
打成一片， 在与同学沟通交流时也能更有效
的了解情况。

2011 年， 根据共青团云南省委安排，经
过学校选拔，浦仕通到曲靖市会泽县挂职，任
共青团会泽县委副书记。同年，因为优异的工
作表现和突出的工作能力他被授予会泽县
2011 年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在会泽团县委
挂职期间，他与会泽老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和那里的团委干部一起发挥青春力量， 从小
事着眼，为当地群众做好事、做实事。在那里，
浦仕通老师也学到了一些不同于学校工作的
工作方法，同时磨练了不怕吃苦、不畏艰难、
乐于奉献、敢于追求、敢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这些都为他之后的学校工作增加了底气，也
使得他在回归学校工作后对自己的本职工作
信心倍增。到会泽挂职，使他深刻体会到干工

作要面向基层， 服务广大群众， 不能脱离群
众，要始终坚持以基层为基础，坚持从基层中
来，到基层中去。 之后，2011 年 12 月，他荣获
云南中医学院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在我校五十周年校庆工作中， 他积极参
与联系校友，亲情树认养等一系列工作，因工
作表现突出，获突出贡献奖；2011 年，在学校
新一轮干部聘任中， 浦仕通受聘到校办综合
科，负责校办综合科的日常工作，同时承担起
小车班的管理工作。 2012 年他努力克服部门
人少事多的困难，不向领导讲难处、提要求，
独自完成了学校会议室、报告厅、小车班的日
常管理、 学校高基报表编制和校办财务管理
等多项工作。 仅 2012年即为学校各部门提供
会议室 250 余次，协调用车 300 余次，在此期
间， 浦仕通老师从未出现会议室差错或者公
务用车调度失误等问题， 保障了我校各部门
工作的顺利开展。 2012 年，他获得了 2012 年
管理岗位“红云园丁奖”。

他渴望不断的超越，渴望认可与赞许。这
就是青春：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期待、志愿，充
满着求知和斗志，充满着希望、信心的青春。
大学时， 走进云中是他的选择， 之后留校任
职，是云中选择了他。他不一定是最优秀的那
一个，但是他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努力。 他的
青春也将一直闪光于云中，他叫浦仕通，他正
在追梦的路上。

心之所至，润物无声
———记科技处科研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 夏丽老师

（本报记者 苏红梅）

一方土地，无私播种耕耘。 三尺讲台，奉献数
十载年华。 她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真心谱写了一曲
为人师者的动人乐章；在平淡宁静的生活里，她把
钟爱的事业当成指引自己前行的明灯； 在洋溢着
青春的校园里，她用真情去对待每一个学生。 她，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这就是云南中医学院科技处
科研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夏丽老师。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夏老师如此评价科技
处的工作。 她说，科技处应该是一个竭诚为老师科
研服务的管理部门。 多年来，夏老师在处里主要负
责科研人才推荐、 职称申报和学校红云红河奖教
金、 伍达观奖教金所报材料中科研部分的审核工
作。这些工作不但繁琐、辛苦而且枯燥。近些年来，
在人手少，工作量大的情况下，她努力为教师和科
研人员申报科研课题提供最大的帮助。 她在多年
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就是“细心、耐心、用心”。

为了不断提高我校科研项目申报的数量和水
平，夏老师重视科研项目申报的宣传宣传，总是想方
设法动员和鼓励老师申报项目。 为提高我校教师科
研申报的成功率，加强对项目执行过程的监督管理，
她组织专家对拟申报项目的教师进行一对一的辅
导；为消除申报人的疑问，她总是在第一时间给予解
答；为让每一份申报表通过形式审查，她反复核查申
报表上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日期、每一个签字、每
一个图章无误，最后才放心地把申报表寄出。夏老师
笑着跟我们说， 其实每次寄申报表的时候她都很紧
张害怕， 特别担心一份很好的科研项目因为形式审

查没通过而被退回来。她深知，一个科研项目申报成
功与否，对一个教师的发展是多么重要。夏老师就是
这样默默地坚守在科研管理岗位上。她说，自己深深
热爱着这项工作，在她看来，工作是最富有激情和乐
趣的事情。 所以，她喜欢和科研人员打交道，她在工
作中也结交了许多良师益友，收获了快乐与成就。除
了做好科研管理， 作为副教授的夏老师还在学校侨
联兼职担任秘书长， 而且长期承担本科中医基础理
论、中医学基础教学工作。

她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母亲。 女儿在身边的
日子，是她最温馨的记忆。 女儿 2007 年就到美国
留学了，现已在当地定居。 虽然夏老师很少夸奖和
鼓励女儿。 用她的话说，就是不懂怎样表达自己的
牵挂和眷恋。但我们从言谈中可以感觉到，夏老师对
女儿的爱就像百合花般清香悠长。少了女儿的陪伴，
夏老师就把哪些善良朴实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
样，用一颗慈母心，教导他们成长，期盼他们都有一
个美好的未来。课余时间，有许多同学总会跑去跟她
沟通交流，谈学习、谈生活、谈未来，或者找她帮忙看
病。一个远在贵州工作的学生还时常给她寄来贺卡。
谈起这些，夏老师显得很感动。她深爱着这群可爱的
学生。 不管是对女儿，还是对学生，夏老师的爱始终
如春雨一般，润物无声。

这就是夏老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用耐心、
细心、爱心去书写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平凡。 她的两
鬓有一天会斑白，但她的心永远年轻。

（本报记者 朱丽霞 李慧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