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一年的临床实践，我的护理技
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专业功底更加扎
实。 我熟练掌握了基础护理技能，有较
强的工作能力，能对患者进行简单的健
康教育， 能独立完成护理文书的书写，
与病人和家属的相处让我变得更加成
熟，受到带教老师、患者及患者家属的
好评。

记得在干部保健科时，21 床的老爷
爷，常年住在医院，因为他的血管非常
脆，穿刺非常困难，又比较容易漏针，一

天仅他一个人就要穿刺十次
左右，弄得护士本来就繁重的
工作更加忙碌了。 再加上老人
的家属经常在病房洗衣服、洗
澡、看电视到很晚，导致护患
关系紧张，还发生过争吵。 但
我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给病
人不好的脸色，依旧像平时一

样进行护理，不愿让实习生打针的老爷
爷，居然主动让我给他打针了，还鼓励
我说不要怕。 转科时，我以为我们的缘
分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在泌尿外科我
又遇到老人的女儿， 他的丈夫住院，我
耐心细致的护理， 让我们相处得很愉
快。 即便偶尔我穿刺失败，他们也愿意
给我机会。

这些让我懂得，你希望病人和家属
怎样对待自己，自己就要先像期望中那
样对待病人，并且经常换位思考，给予

理解和宽容。 良好的护患关系可以给予
我们一个愉快轻松的工作环境，保证我
们的操作安全。

病房的工作让我学会了临危不乱，
护理需要耐心、爱心、责任心；和同学老
师的相处让我学会了团结协作，信任与
尊重。 通过一年的实习，我将自己的专
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为即将走上工作
岗位做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这正是近
代护理创始人，南丁格尔倡导的崇高人
道主义精神。 南丁格尔是一位了不起的
白衣天使，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白衣天
使用白衣描绘着病人和自己的人生，白
色象征着纯洁，也孕育着生命，虽然充
满坎坷与艰辛，勤劳与汗水，委屈与酸
楚，但我无怨无悔，这是我选择的人生
目标，我将把自己的青春、才智毫无保
留的奉献给这庄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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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如果不是暑期的一次“三下乡”活
动，我想我对“党员”这个概念会一直
觉得很遥远。“三下乡”的时候，每到一
个地方， 都有大学生村官来给我们做
报告，而他们都是党员。相差无几的年
龄，一样年轻的面孔，一样拥有本科学
历， 然而我们和已经在农村当了几年
的村官学长学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历
程， 和还在象牙塔里享受生活的我们
相比，他们显得成熟太多。他们甘心来
到那些村落，哪怕交通不便，哪怕通讯
信号不好，哪怕远离亲人、朋友。 他们
只是想用所学和自己的能力努力去改
变一些什么， 努力让更多的东西去发
生变化。是的，这里和车水马龙的城市
完全就是两个概念。听着他们说，这里
的村民其实特别淳朴，只要认可你，就
会把你当成家人；听着他们说，为了开

展工作， 拉近自己与村民之间的距
离，本来是外省人也刻意学会了当地
的方言；听着这些，我觉得自己此前
的人生竟有那么一点遗憾。然而把自
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留在这样偏僻
的小山村，这样的放弃，不是每个人
都有勇气和毅力能做到的，但是在他
们看来，却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在我
心里，他们一点也不平凡，我敬佩他
们。

想想我自己，竟是如此惭愧。 大
一时，就拿到了党课的结业证书，却总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过了一次次
继续向党组织靠拢的机会。回学校后，
我努力让自己在各个方面成长起来，
努力让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成
熟和优秀。终于，2013 年 12 月 4 日，经
过党小组成员的考察和研究， 一致决

定同意我成为预备党员。
在面向党旗宣誓的那一刻， 我内

心不再平静， 因为我一下子想到了那
些甘愿在村落中脚踏实地奉献青春的
他们。或许，我做不到那样，但是，我能
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做好一名预
备党员应该做的一切。

上小学时， 总是觉得时间过得那么
慢，总是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赶快上
初中 。 可是一转眼到了高中，才慢慢懂
得，岁月如梭，原来时间在不知不觉中
溜走了。 还记得高二时看过一本颇为流
行的小说《正是高三时》。 在这本书里，
我了解到住校生活的种种精彩。 当时对
大学生活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

美丽的校园、来自天南地北的有
趣的同学、巨大的如迷宫般的图
书馆、白发苍苍、睿智风趣的老
教授、熄灯后唇枪舌战的宿舍卧
谈会，这些景象在我脑海里是如
此的栩栩如生， 因此我下定决
心，一定要去大学里体验理想中
的大学生活。

对大学生活的渴望，成为我
努力高考并获胜的强大动力。 我

没有太大的压力，没有太在意家长的叮
咛，我一直保持心情舒畅并且斗志昂扬
的参加完高考。 选择志愿一直是高三时
徘徊在心头的一件大事， 当时觉得，选
择了志愿也就选择了一生的职业，因此
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实现在看来，选择
专业和选择工作一样，选择的时候总是
如履薄冰。 选择确实非常关键，但只要

年轻，前面的路总是很宽，只要努力，人
的选择不可能只有一次。

我的想法一直是先看学校，再看专
业。 一所好的学校有好的学习氛围，充
满各种学习的机会，即便你的专业可能
会有些冷门或者不能让你完全满意，但
是你仍然可以在专业之外学到很多东
西。 当时我在报志愿的时候，找了很多
资料去了解云南中医学院各个专业的
情况。 于是，在云南中医学院那一栏我
不假思索的填上了“针灸与推拿”，之后
又填上了“服从专业调剂”。 最终，因为
分数的原因，我被调剂到市场营销（药
品方向）专业。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
候，我对母亲说，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大
学报到。 老爸老妈答应了。

我的大学生活终于要开始了。

有人说， 大学里的成绩是靠最后
几个星期的挑灯夜战拼出来的， 而我
个人却不敢苟同。我认为，大学是工作
事业的起跳板， 因此要努力学好大学
里的专业知识， 为将来职业生涯做好
铺垫，尤其是医学，一个与生命打交道
的风险职业。 我决定努力学习好每一
门知识课程， 努力让自己从随波逐流
的部分同学们中“脱离”出来，养成了
去图书馆、去自习室的好习惯。平日里
争分夺秒苦心钻研， 期末备战更是狂
轰乱炸不分昼夜， 加上“努力做到最
好”的天性使然，我在考试中均名列前
茅，曾经多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北京“新长城自强奖学金”、连续获得
云南省省级“三好学生”、以及云南省
省级优秀毕业生、 校级“三好学生”、
校级“优秀班干部”、军训“优秀学员”
等荣誉，赢得了老师们的信任和鼓励，
为同学们树立了榜样， 也给父母增添
了几分自豪。经过五年的锤炼，我对自

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除了学好本专
业的知识外更加注重自身的全面发
展。 大学期间我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担任学生会生劳部部长和班级学习
委员， 锻炼了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
处事应变能力，在医院学习工作期间
刻苦好学，表现较佳，被楚雄州中医
院评为“优秀实习医师”。 然而我深
知，昔日的小小成绩已成过去，立足
并展望未来才能走的更高更远。

201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 我考入了成都中医药大学继续我
的求学之旅。 我把大学里的一切小小
成绩都归结为零， 因为这是一个五年
的圆满结束， 但又是另外一个三年的
新开始。 只有把一切都深藏心中化作
动力，深埋脚下化作阶梯，潜心修炼，
沉淀自己，净化心灵，把握好这三年的
黄金学习时间，利用好每一天，最大程
度的掌握专业知识及课外知识。 三年
之后，不论身在何方，可能进入医院，

做自己最喜欢的骨科医生， 替病人解
除病痛；也可能继续求学，丰富自己的
知识储备与临床经验。 在以后的人生
旅途中，我将继续向前奋进，实现自己
“济世救人、解除病痛 " 之宏愿！ 用自
己的努力和成果来报答母校， 报答老
师的知遇之恩！ 也借此机会呼吁广大
同学勤奋学习、回报祖国、回报社会！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各种各
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数不胜数。 社会实
践可以增加我们对社会的了解， 通过
社会实践活动， 了解社会对我们所学
专业的需求。 去不同的地方，还可以了
解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丰富我们的
阅历。 2011 年暑假，我参加学校组织的

“三下乡”活动。 作为医疗组成
员， 我第一次在老师的指导下
独立问诊、检查、诊断，进行针
灸治疗，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
的。 以前我只在自己身上和同
学身上试验过， 当时看到人很
多，一个老师明显忙不过来，只

有我一个是大三的， 于是我怀着忐忑
的心情试着扎，扎完第一个的时候，他
们对我说：“小伙子， 很年轻， 技术不
错， 我感觉好多了， 明天你们还在不
在，我来找你”，我突然觉得挺有成就
感的， 后来老师告诉我，“其实基层的
老百姓挺信任我们的， 他们听说我们

是省里来的，平时感觉遥不可及，现在
你就在他们面前，不仅信任，更多了份
亲切感。 所以不要有心理负担，把平时
学的东西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针灸治
疗颈椎病、 痛风结节和腰腿痛的效果
很好的。 ”三天里我们去了五个地方，
每天治疗不少于 100 人， 有的人还老
远的赶到我们去的地方，接着治疗。 通
过这次“三下乡”活动， 增强了我的动
手能力，提高了专业素质，让我更好地
了解到自己的不足， 加深了我对于自
己专业的兴趣，提高了自身能力，培养
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回首四年的大学生活， 心中充满
了无限的感慨；展望我们的未来，心中
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四年的时光，让我
学习、生活、思想上都收获颇丰，这些
都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四年的学习生
活，为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
是生动的，更是多彩的；它是实践的，
更是充满回忆的。

我们即将毕业， 但会依旧保持对
这片故土深深的热爱；我们即将毕业，
但依然会深深眷恋着我们的故人。 在
此， 我要感谢在我的大学生活中给予
我帮助的老师和同学， 正是有了你们

的支持， 才让我有了一个多姿
多彩的大学生活； 我也想感谢
大学遇到的挫折和困境， 虽然
有时会痛苦不堪， 但是也学会
了处理和战胜的方法。

虽然我们即将各奔东西，
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
人生乐章上谱写愉悦的音符。 让我们
扬起自信的风帆，去追逐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带着甜美的笑脸， 去迎接属于
自己的挑战；让我们带着执着的热情，
书写美丽的人生吧。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 祝愿我深爱

的母校越来越好，早日实现“云中梦”；
祝愿我尊敬的老师们工作顺利， 身体
健康；在这个离别的季节，祝福我亲爱
的同学们前程似锦， 早日实现你们的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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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大学

成长与成才

2009 级市场营销专业（2）班 赵红艳

2008 级 针灸推拿学专业（2）班 李职

2008 级护理学专业（1）班 聂萍

2009 级中药学专业（3）班 史军杰

2009 级制药工程专业（2）班 孙琦

2008 级中医学专业 高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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