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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十大名花中， 唯桂花树最大、 叶最
密、花最香，其性味甘，有开胃理气、化痰宽胸的
功效，其芳香还能辟秽除臭和解毒，故香满天下
的桂花以其淡然贞定品格为世器许， 是高尚道
德和崇高品质的象征。 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桂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有这么一位“桂花式”的
白衣天使，她就是我校 03 级针灸推拿专业学生
顾驰宇。

2013 年 9 月 11 日上午，在都江堰市第 11 路
公交车上，一位 75 岁老人因心脏起搏器电量不
足引发心脏骤停， 车上三名医生乘客抓住 " 黄
金四分钟 " 合力救醒了老人。 救人壮举经过新
华网、 都江堰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后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三位救人的白衣天使
中，有一位来自云南中医学院 08 届针灸推拿专
业的毕业生顾驰宇，闻讯，我们作为学校新闻中
心记者来到了顾驰宇所供职的都江堰市桂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对顾大夫进行了专访。

第一眼见到顾大夫， 是在都江堰市的一个
公交车站，她推着简陋的自行车朝我们走来，身
材不高却满脸笑容， 她那充满阳光的笑立马驱
散了我们在旅途中的疲惫。看见我们，她高兴地

说：“听说娘家人要来看我了， 我激动得一宿没
睡着， 没想到你们把娘家的大太阳也一起带来
了！ ”都江堰很少有阳光明媚的天气，有着深厚
云南情结的顾大夫一直重复： 她太想念云南的
蓝天白云了。

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顾驰宇，女，汉族，1984 年生，父母均为四

川省都江堰市人， 她本人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州
宁南县，童年时期在宁南县度过。 2003 年 9 月，
顾驰宇以高分考入云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专业
学习，入学时曾因高考成绩优异获得学校奖励。
在校期间，因品学兼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学期间，顾驰宇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据
她的班主任单华老师回忆， 顾驰宇是个活泼开
朗、十分热心肠的女孩儿，而且非常热爱中医，
大学一年级就获得奖学金, 大学期间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顾驰宇还积
极参加各类学生活动， 大学期间曾连续三年获
得云南中医学院“外研社杯”英语演讲比赛一等
奖，与此同时，热爱演讲的她还曾担任云南中医
学院启航演讲协会副会长， 学校的很多场合都

留下过她演讲的身影。

放弃编制下社区
2008 年 5 月，四川省汶川发生 8.0 级特大

地震，都江堰市是重灾区。 当时正值毕业的顾
驰宇满腔热血要求去都江堰救灾，可是当时前
往救灾的志愿者太多，未能如愿，于是她到了
宁南县人民医院做了一名中医大夫。 人在宁
南，心系灾区。在宁南工作这几年，顾驰宇时刻
关注着灾区的重建工作，希望能回到父母的家
乡为灾区出一份力。地震给都江堰市造成了重
创，虽然灾区已恢复重建，但很多群众在地震
中留下后遗症，需要长期接受治疗。 都江堰市
为此建立了很多基层卫生服务中心，以便于服
务最基层的百姓。 一次偶然的机会，顾驰宇听
说都江堰市桂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缺乏针灸
大夫， 很多社区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学
针灸出生的她第一时间来到了社区。但是灾后
的都江堰市经济基础薄弱， 不能将她纳入编
制，只能作为临时工聘请她为社区服务，这样
一来她只能以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 尽管如
此，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宁南县人民医院
的正式工作，心情舒畅地来到桂花社区为最基
层的老百姓服务。

创建中医治未病中心
顾驰宇到来之前，桂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只有一名中医大夫， 她的到来壮大了医院的中
医队伍， 但是桂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的社
区群众达五万多人，顾驰宇每天的工作量很大。
热爱中医的顾驰宇是个善于反思且观察细致的
人，在给患者治疗的同时，她总会嘘寒问暖，全
面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只要有空，她就会亲自
去走访社区患者，上门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她
渐渐发现，社区里的很多百姓处于亚健康状态。
了解这一情况后， 顾驰宇主动向医院提出要建
立中医治未病中心， 帮助社区群众利用中医防
病治病，提高健康水平。

对于一个中医零基础的基层卫生院来说，
建立中医治未病中心确实会让社区百姓受益匪
浅，但是也是颇具挑战性的。在医院领导的支持
下，顾驰宇走访了无数位社区患者，了解他们的
需求， 结合她在云南中医学院所学到的扎实的
中医功底， 她开始定时到社区里去给百姓们讲
解中医知识， 鼓励大家学会养生， 做好预防保
健，治“未病之病”。 初次讲解，她主要侧重普及
理论知识。讲完后她坐到患者中跟他们谈心，有
人表示她讲得不够生动，一时难以理解。顾驰宇
回去反思了一下， 决定在口头讲解的同时加入

肢体语言，中间再穿插一些保健操，没想到这样
的方式很受百姓欢迎， 听她讲课的百姓越来越
多，有时候去晚了就只能站着听，尽管如此，百
姓们还是很喜欢顾驰宇的“中医讲坛”。现在，顾
驰宇已经能娴熟地给社区百姓讲课， 每一次讲
完她都大汗淋漓、筋疲力尽，但她却很开心，她
说她一直希望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都江堰的
老百姓服务。 来到社区，她的用武之地更大了，
离她的梦想也越近了。

在进社区讲课的同时， 顾驰宇还利用业余
时间翻阅了大量中医书籍架构起理论体系，结
合实践， 她提出的中医治未病中心很快建立起
来了，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着，使得越来越多的
社区百姓从她的中医治未病中心中受益。

救人义举传递正能量
2013 年 9 月 11 日上午，顾驰宇乘坐都江堰

市第 11 路公交车去赶动车前往成都培训。 刚过
友爱学校十字路口， 距离都江堰市医疗中心不
足 1 公里时，车上传来“咚”的一声，坐在老弱病
残孕第一排的一位老人因心脏起搏器电量不足
引发心脏骤停，突然瘫倒在地上。顾驰宇想了一
下，刚才没有急转弯也没有紧急刹车，出于职业
的敏感性， 她立马走到老人面前去查看呼吸和
脉搏， 这时车上另外两名乘客也围上来帮助抢
救。她发现老人还有呼吸但是没有了脉搏，初步
判断为休克， 参与抢救的另外一位乘客说老人
嘴唇发白缺氧了， 必须要马上给老人做心肺复
苏。 看到那位参与救援的乘客穿裙子不方便操
作，顾驰宇立马起身和她换位，用标准的按压姿
势为老人做起了心肺复苏。“师傅，这里离医院
近，请你朝医院开，我们边走边抢救”，顾驰宇边
抢救边扭头向公交司机交代。 因为事发地离医
院不远，顾驰宇认为与其等待救护人员，不如让
公交车临时充当一次救护车，及时开往医院。这
一想法得到了驾驶员和所有乘客的认同，3 人
便专心救治老人，司机则倒车抄近道朝医院行
驶。

顾驰宇按压到第 48 下时，老人醒了过来，
这让一车人都兴奋了起来。 顾驰宇停止了按
压，给老人穿好衣服，以免老人着凉。 此时，公
交车也驶到了医疗中心门口，经过抢救，老人
最终得救了。 救人义举经过华西都市报、新华
网等媒体报道后，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 问及此事时，顾驰宇只是笑着说：“当时
什么也没来得及想，一心只想着救人，我想换
做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这么做的。 ”很多市
民为顾驰宇的这一举动所感动，在医患关系如
此紧张的背景下，顾驰宇等人的救人义举成为

一种榜样， 用实际行动为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正
能量。

患者眼中的好大夫
顾驰宇平易近人、性格开朗，言谈中充满幽

默感又善于开导人， 给患者看病就像跟患者聊
天一样，“聊着聊着就把病情聊出来了， 说着说
着就把心说踏实了。 ”顾驰宇认为，心理治疗是
中医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医生在跟病人
交谈时一定要注重心理疏导， 结合心理疏导的
治疗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论男女老
少， 找顾驰宇看病的人总能跟她展开亲切的交
谈，有说有笑，很多患者都是皱着眉进去，咧着
嘴出来。闲暇时，她还会给社区里的老人们打打
电话，问问他们最近的身体状况。 时间久了，社
区里的患者都很喜欢她，争着抢着要找她看病，
尤其是她公交车救人的义举传开以后， 很多患
者慕名前来接受她的治疗、听她讲课。社区张大
妈告诉记者：“小顾大夫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
样， 嘘寒问暖无微不至， 隔三差五就来问候我
们， 家里有人不舒服我们也会直接打电话向她
咨询，她从来不嫌烦，一个医生能做到这个份上
实在让我们很感动！ ”在社区，这样的患者不止
张大妈一个，短短三个月，“好评如潮”的新大夫
很快就“招揽”了一大批“回头客”，成为了桂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标杆式人物。

医院郑院长在采访中说道：“顾大夫思维严
密，做事有条有理，遇事冷静，中医功底扎实，刚
来医院三个月就受到了广大社区群众欢迎。 云
南中医学院培养了一名好学生， 也为我们培养
了一名好同事，她是我们医院的英雄！ ”

桂花暗香，路者芬芳。 顾驰宇这位桂花式的
人物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 在都江
堰市桂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绽放暗香， 溢满了
整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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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驰宇，我校 2008 届针灸推拿专业毕业生。 2013 年 9 月 11 日
上午，在都江堰市第 11 路公交车上，一位 75 岁老人因心脏起搏器
电量不足引发心脏骤停，顾驰宇与车上另外两名医生乘客抓住“黄
金四分钟”合力救醒了老人。 他们的救人义举经过新华网、都江堰电
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1 月 8 日，本报记
者专程赶赴都江堰，对顾驰宇进行专访。 11 月 29 日，人民网全文转
载了云南网《最美“白衣天使”顾驰宇：“救人是医生天职”》一文。

桂花香飘千万里，顾驰宇不仅是我们的优秀校友，也是我们学

习的好榜样。

（本报记者 罗兵 丁胜月）

人们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
命”。 采访过包·照日格图老师后，我们真正从这
位睿智的长者身上看到了“知天命”的豁达，感
受到了他时时心系他人的社会责任感。 他多年
勤学， 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治病救人； 他善于思
考，不仅用渊博的学识教导着莘莘学子，更对中
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与反思；他，
是我校选修课热抢课程《弟子规》的发起者，也
是我们身边的良师益友。

和包老师的采访约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初
冬时节明亮却不刺眼的温暖阳光洒落在包老师
的办公室，环顾室内，干净，敞亮。 绿色盆栽平添
了一份清新雅致， 墙上的中国结传递着浓厚的
传统气息。 可见包老师是一个懂生活、爱生活的
人。

在文革时代里， 传统中医学幸运地逃过了
一劫，也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包老师与中医结
下了不解之缘。 动荡的年代里，他自学了针灸。
恢复高考后，他考取延边医学院（现延边大学医
学院），开始了对西医的系统学习。 与此同时，他
依旧对中医学保持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他在民
间拜师学习气功疗法， 并向中医学的临床方向
发展， 最终进入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流动

站。 谈到学习中医的历程，包老师时时提起朋友
对他的帮助与影响， 更念念不忘因兴趣而坚持
不懈，努力钻研的日子。 在家乡的内蒙古蒙医学
院（现内蒙古民族大学）任教过程中，他深入接
触了周易预测学，便自己研究学习。 他说，“人总
是对未来充满恐惧，总想知道后来的事”，就这
样， 兴趣促使他在不熟悉的领域不断学习和思
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
包老师的人生写照。

包老师不仅在传统中医学上有自己的建树，
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倾注心血。 弟子规， 规所
为。 包老师认为，大学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时
期，《弟子规》作为儒家文化教育思想的精华，可
以教授大家做人应遵从的伦理道德和应培养的
礼节习惯。 课堂上，生活中，包老师尤其强调对
学生德行的培养。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家教
严格，他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极其注重礼节、礼仪
的培养。 对于学生，他也同样倾注了父亲式严格
而深沉的爱， 他要求同学们进退适宜， 谈吐得
当，所以上《弟子规》课前需行礼，他用课堂礼仪
向同学们传授尊师重教的美德， 让大家懂得对
知识要怀有敬畏之心。 在他眼里，孩子性格的形
成决定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师长之于学生亦是

如此。 所以他在生活中待人亲和有礼，对同学们
说话不徐不疾， 处处以长者的身份引导我们。

“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或许这就是
包老师想传递给大家的精神内涵。

弟子“归”，归于善。 正如舒婷所说：“生命不
应当随意挥霍，但人心，有各自的法则。 ”他说，
当今社会“拜金”等行为时有发生，但是我们应
懂得判断取舍；他说，德行不拘善恶，“不以恶小
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他说，他已经 50 多
岁了，是时候思考该为社会做些什么，思考如何
成为对别人有用的人， 去实现自己人生最大的
价值。 我想，这大概就是知天命吧！ 对人生有所
思考，对过去有所总结，对未来有所规划，对后
辈有所贡献。

“树人求真传大医精诚，授业从严承岐黄仁
术数”，十年如一日，包老师身体力行地践行着
校训。 他热爱教师，医生这两个既能谋生又能为
社会带来益处的职业。 他一生渴望承岐黄仁术，
传道解惑，如今看来已得偿所愿。 知天命，勇践
行，知行合一，包老师用自己的行动为云中学子
上了最好的一课———“大医精诚，大义孝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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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玉倩 谭政 段元元）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访基础医学院临床中药学研究室主任包·照日格图教授

（漫画作者 2013 级中西医临床专业（1）班 杨京博）

他， 是我校运动会长跑 3000 米和 1500
米纪录保持者；他，不仅擅长跑步也热衷志
愿者工作。 他，就是校学生会副主席罗军。

初识罗军，是在今年六月，昆明召开首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时。 那时的他还是校
团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的部长，受团委指派
负责我校南博会志愿者工作。 从志愿者招
募、 培训到正式上岗， 他一直在团省委、学
校、志愿者之间进行组织、沟通、协调，随处
可见他奔忙的身影。 他不仅要尽一个志愿者
的职责，更要组织好我校的志愿服务，这不
光是对他服务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他组织领
导能力的挑战。 当再次谈到南博会时，他的

脸上洋溢着收获的笑容。 他说，南博志愿者
工作期间可能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
让他学会了随机应变和稳重处事。“志愿者
不一定非得是挂名的，只要心中有志愿者的
定义，心中有准则，做志愿者所做的事，你就
是志愿者。 ”乐于奉献，服务他人，这是他从
事志愿服务的真实写照。 通过多次参与组织
无偿献血、"1+X" 希望水窖捐赠、 南博志愿者
等志愿服务活动， 他对志愿者有了新的认
识， 并且自己也在服务他人中收获了快乐，
经历了成长。

他从小就喜欢爬山，上学之后爱上了跑
步，特别是长跑。 他给我们讲了他高中时接

受长跑专门训练的事。“每天跑一万米以上，
还要加上残酷的越野训练。 训练后头痛、恶
心是常有的事，但我告诉自己，再忍一忍，咬
咬牙坚持下去”。 于是他却从未想过放弃，而
是在身体快达到极限时，坚持了下来。 从初
中第一次破校记录到现在，每次跑步都能让
他体会到汗流浃背的快感。 他说这也是他喜
欢跑步，热爱长跑的原因。

罗军今年运动会破了 1500 米的纪录，
并且获得 3000 米的冠军， 没破自己大一时

的纪录，虽然有点
小遗憾，但是也算
成功了。 采访中，
他还透露了自己
获胜的秘诀 。 他
说，平时有意识地
加快走路的步伐，
做事习惯雷厉风
行。 在比赛前一周
适当的进行一些
恢复训练，心理上
也进行一定的暗
示，模拟自己在赛
场上的比赛过程，
想象自己已经成
为了冠军。 同时，
比赛的过程也很
关键。 罗军说此次
1500 米能破纪录
在于整个组的速
度都很快，遇强则

强，对手强大，也就激发了他的斗志，不断地
努力，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

“学到的知识是一时的，学习的过程却
是终生的。 ”他向往终生学习的生活态度，认
为当代的大学生应该广泛涉猎学习，而不是
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要多接触各种类型的
知识， 增强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沟通交际能
力。

担当、诚恳、踏实———这是大家对罗军的
评价。 他在奔跑，在传递正能量，愿他在前行
的路上永不止步！

奔跑
———访 2011 级中西医临床（2）班 罗军

（本报记者 李娟 毕春燕 王雅欣 王俊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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