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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心中永恒的印记

在炎炎的烈日下，在嘹亮的军歌中，你们结
束了艰苦的军事训练，脱下英武的军装，穿上青
春的便服， 你们将真正迎来期盼已久的大学生
活，真正踏入寻求真理的知识殿堂。 亲爱的云中
生力军、祖国的圆梦者，让我们满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徜徉。

你们是幸福的，上个世纪，伟大的革命前辈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抛头
颅、洒热血，实现了中华民族
的“独立梦”；伟大的科技工
作者在百废待兴的中华大地
上艰苦卓绝，忘我工作，实现

了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梦”；进入新世纪，伟大
的中华民族不负使命，与时俱进，“奥运世博梦”、
“航天潜海梦”相继实现。 在这个“梦想成真”的美
好年代，你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所肩负的历
史使命而努力奋斗呢？

梦是一种憧憬，体现着深埋在潜意识里的情
感。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它

是一股强大的正能量。 什么是中国梦？ 简而言之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
中国梦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 多少前辈为了美丽的祖国呕心沥血。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你们已经站在
知识巨人的肩头，开始具备了摘下深邃天空中属
于自己那颗星的能力。 同学们，不要辜负祖国对
你们的期许，四年时光，转瞬即逝，请牢记“一百
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你们因祖国而圆梦，将
来，祖国会因你们而梦圆！

梦想起航
文/欧阳继林 每当从电视上看到仪仗队雄纠纠气

昂昂的身影，看到那干脆、利落、
漂亮的动作，我总是会想，为什么能如此整
齐划一？怎样才能做到连口号都叫得雄浑有
力？现在我们有十五天的时间去体验军人的
生活，一种新的生活，这无疑是令人激动兴
奋的。

15 天， 我们基本适应了军训的生活环
境，讲究规范的生活习惯，纪律严明的行为
准则。 正如老师和教官所说：“军训是辛苦
的，但却能够锻炼毅力。 ”

15 天，教官教会我们团结互助，讲究集

体荣誉感。还记得那些日子里大家训练时相
互改正步姿，一起进步，共同为集体争光！

15 天， 增强了我的纪律观念、 集体观
念、团结观念，提高了自身的技术能力，丰富
了自己的知识， 锻炼了自身的综合素质，军
训生活让我们成熟了不少。

我们会记住这几天的军训生活，它将成
为我们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虽然时间
无法停住它前进的脚步，但是未来正等着我
们去开拓。让我们一起向逝去的时光说声拜
拜，勇敢地走向前去创造新的生活。

在军训中成长

小马驹长大了，在草原上自由驰骋；
雏鹰长大了，在天空展翅翱翔；而

我们就像一株株蒲公英，成熟了，伴着微风，
四处飘散，落地、生根、发芽……

小学、中学、大学，是我们经历的一个个
站点，每个站点，都是历练。“风，决定了蒲公
英的方向……”，有首歌这样唱。 对，我们是
蒲公英，是决定风向的蒲公英。

蒲公英的健康成长， 需要经历磨难，迎
接挑战，这样根才能扎得稳。

大学，我们的新起点。军训，便是我们的
挑战，一项一项的科目，便是一道道的坎，跨
过去，站稳了，就离成功进了一步。

每一道坎，背后都有着我们成长需要的

养料。 站军姿，要稳。 在学习站军姿的过程
中，我们渐渐明白，做事要坚持，不要轻易
say�no。 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得漂亮，不是容
易的事，但基本功最重要。

“做事要坚持，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
好”，“基本功要扎实，练好了基本功，就成功
了一半。 ”这是军训教官随时教导我们的话
语，让我们学会了怎样才能茁壮成长。

军训，让我们痛并成长着；走过军训，让
我们成长并懂了许多。

我们是蒲公英， 是等待成长的蒲公英，
让我们扎根于知识的沃土，汲取营养，做株
决定风向的蒲公英。

决定风向的蒲公英
2013 级市场营销专业 尹艳聪

2013 级康复专业（1）班 杨浩

像一首动听的歌，令我沉迷；像一杯
香醇的佳酿，令我回味无穷；像一

幅美丽的画卷， 令我不舍———我的军训，心
中永恒的印记。

回忆我的军训生活， 心中尽是甜蜜，虽
然其间免不了酸甜苦辣。记得自己刚穿上迷
彩服时心中的那份激动，期待已久的军训开
始了，一切似梦似真。训练场上，满眼是同学
们穿迷彩服的身影。这一刻有一种憧憬———
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名军人，心中倍感自豪。

古人云：松弛的琴弦，永远奏不出美妙
的音乐。 严酷的磨砺才能使人成长。 军训的
一切，至今记忆犹新。记得自己站军姿时，脚
酸得发麻；踏步时，脚软得想哭，可是口号没
停，只有咬牙坚持；下雨时，冷得直发抖，也

不敢退缩。 然而军训结束后，却发现了这一
切训练的意义。 从前的自己，睡懒觉浪费光
阴，做事三心二意。通过军训，我发现自己开
始变得很精神，做事干净利落，意志也变得
坚强了。

同学们和教官的笑语，亦或是整齐的踏
步声伴随着一二一的节奏，在训练场上回荡
许久，像一首回味无穷的曲，令人难忘。

静谧的夜，泡一杯香浓的茶，执笔书写
军训的美好。 有的东西经历了才知道珍贵。
我的军训，永远驻足在记忆深处。 巴尔扎克
说：“胜利和眼泪，这就是人生。”这也是我对
军训的认识， 它早已成为我心中永恒的印
记，不朽。

2013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张洪强

如果说母爱似海，用柔情把我包围

如果说父爱如山，用宽容激励我成长

如果说师恩像书，用心灵才能读懂

那么，我该用什么话语形容您？

您教会我们军人应有的姿态

您教会我们做人应有的精神

您让我们成长

是您，让嘹亮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晨曦

是您，让整齐的脚步踏响了宁静的大地

是您，让年轻的生命谱写着青春的赞歌

敬爱的教官，
您用激情感染我们

您用纪律约束我们

您用坚强鼓舞我们

您用奋斗激发我们

您像师长一样威严

又像兄长一般的亲切

因为您，幼稚的心灵懂得勇敢面对生活

因为您，怯懦的灵魂学会拼搏面对人生

道一声辛苦了！
您的微笑是最美的回应

道一声辛苦了！
您的话语是最动听的回声

道一声辛苦了！
您的军礼是最崇高的回应

尊敬的教官

我们无以言谢

唯有用军人的礼仪

向您致敬！

充满理想、智慧、勇气

充满人文关怀

热情、努力、奋进

这，就是

———中国

悠久璀璨的文化

广博比海的胸襟

孕育出的

是伟人

是勇者

崛起复兴，展大国之风范

这是一个文明古国的梦

发光发热，创人生之价值

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这里的人

无限地热爱着新的一日

太阳，风，蓝天白云

使他们健康，富足，拥有一生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最为可贵的是

那些日光下闪耀的梦想

千千万万的梦

交融、累计、互补

于是，中国有了自己的梦

———中国梦

这里的人

因为中国梦

因为我的梦

从黎明到黄昏

阳光充足，希望满满

勇敢，自信

到处都是幸福

这里的人

行走在追梦的路上

或许有寂寞的日子

或许有痛苦的日子

或许有孤独的日子

但因为有梦

更多的还是幸福的日子

这里

满是青春朝气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过去的挣扎、苦难、失落

已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已是唯一的，最后的，沮丧。

展望，未来只属于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展望，我们只有美丽的回想

鼓鼓囊囊

少年智则中国智，
少年强则中国强！
我的梦是中国梦，
中国的梦是我们的梦。

中医和西医孰优孰劣， 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
问题。我才疏学浅自然不敢给这个问题妄下定论，
且谈谈我眼中的中西医吧！ 一开始我是个铁杆中
医迷， 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一直
深深吸引着我。我认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
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和最终归宿。“天地人三才
一体”的中医学模式，将疾病和患者的关系阐述得
淋漓尽致。 中医讲究“模糊中有精确、精确中有模
糊”，“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这让我深深着迷。 历
史上无数医家把中医从涓涓细流汇集成了汪洋大
海。《伤寒论序》、《大医精诚》、《温病条辨序》这些
医家名著让我读得如痴如醉。 我爱中医并不只是
爱中医本身， 还爱千年来中医所孕育出的一脉相
承的文化， 以及蕴育在文化中那些永远闪耀的思
想光芒。

但是“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
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客观来看，
中医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无名囊肿（癥瘕

积聚），比如说降血糖。好多囊肿，单用中医消痈散
结之法，效果并不明显，而用西医手术切除的方法
则能立竿见影。 这样， 虽然用的是西医的治疗方
法，但是是本着中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
则。 所以，我之愚见：中医和西医在基础理论上虽
然天差地别，不可能真正结合，但在“维护健康，治
疗疾病”这点上是一致的，这是医学的共同目的，
所以中医和西医可以做到殊途同归。 西医微观精
确的诊疗技术，是中医无法比拟的；中医“整体观
念”、“辨证论治”、“治病求本”、“治未病”的思想又
是西医望尘莫及的。 西医长在微观， 中医长于整
体。 我认为，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应该扬长避短，以
中医为体，西医为用。 诊断上，望闻问切与先进科
技互参分析；治疗上，遵循“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的原则，中医西医取长补短、合理施治。 这样才能
为厚重的中医注入新鲜的血液， 才能使祖国医学
的发展更具时代特色。

2012 级中医定向班 周贵权

2012 级中药专业（2）班 毕春燕

梦想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它
所展示的是我们内心最真诚与
执着的渴望。 每个人都可以谈论
梦想，但并不是谁都能将它实践
到底。 有的人奋斗了最终得偿所
愿， 有的人松懈了所以一无所
获，有的人为自己的初心坚守一
生，有的人中途发现其他风景而
另觅它途。 梦想之所以珍贵，正
是因为筑梦太难， 途中多少舍
弃。 而坚持之所以令人肃然起
敬，正是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太多
不为人道的艰辛和苦难。 但是，
苦难面前， 正是因为有梦想，我
们才经历坎坷依然前行；正是因
为有梦想，我们才历尽沧桑信心
不改。 今天我们之所以欢聚在
此，陈词激昂，是因为我们有一
些共同的梦想。 是的，在云中这
四季如春的校园里，培育一方杏
园桃李的我们，有着一些共同的
梦想；在云中这汉唐遗蕴的砖墙
内，传承中医使命的我们，有一
些共同的梦想；这是一个关于教
育的梦想， 关于中医的梦想，关
于云中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我们将勤求
古训，融会新知，博极医源，格物
明理。 用我们的信念坚定的传
承， 用我们的胸怀广泛的求证。
我相信年轻的云中人，必有脚踏
实地的精神， 积跬步以至千里，
汇细流而成江河。 我相信年轻的
云中人， 必有舍我其谁的勇气，
立冥冥之志达昭昭之明，从惛惛
之事立赫赫之功。 我们将用自己
精勤不倦的汗水，书写新时代云
中人大医精诚的誓言。 用我们当
仁不让的气概，担起云中前行的
重担。 我相信，在中医药随着民
族文化复兴而涅槃新生的今天，

云中必将因我们坚持不懈的努
力而书写出更加灿烂的华章。

作为一名云中的青年教师，
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由衷的骄
傲， 我们守护着患者的健康，我
们灌溉着杏园桃李，我们传承着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 我的梦想书
写在每一次课堂的板书里，凝结
在每一篇精心准备的教案里，它
流淌在同学们渴慕知识的灼灼
眼神中，它孕育在师生之间互相
关怀的浓浓情谊里。 在此我们庄
严宣誓， 我们要用自己的学识，
在先贤的智慧与当代大学生之
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我
们要用自己的临床实践，向学生
们生动展示中医法天则地，辩证
施治的道理。 我们要用自己满满
的爱心， 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怀，
让他们感受到云中校园如家的
温暖。

这就是我们的云中梦，一个
把自身的自我实现与学校的发
展紧紧相连的梦想。 在这个梦想
里，平时的点滴教学成果与最终
的人才培养质量紧紧挂钩，平时
自我专业的进步与云南中医的
发展彼此相连。 在这个梦想里我
们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今
天在华夏同书中国梦之际，我们
的云中梦必将因为全校师生的
努力而留下光辉的印记。 正是因
为云中梦，我们千千万万个小小
的梦想，方能化作汩汩细流融入
到祖国的梦想之中；正是因为云
中梦， 我们星星点点的成功，才
成粒粒火光点燃民族复兴的火
炬。 金秋九月，伴着入学新生军
训时激昂的口令，让我们大声宣
讲：放飞梦想，共建云中！

中国梦，我的梦

我眼中的中医和西医

辛
苦
了，

教
官

文/何婧琳

2013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保梦龄

学习心得

社团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