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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思念

融化了所有的云

一次次拥吻孤寂大地

如胶似漆的细雨

柔风般滋润着古镇的思绪

端坐枝头的鸟

水流过七彩羽毛

滴落成河

在岁月发酵的人海里穿行

品味故事弥留时存放的微笑与哭泣

顺流而下的船

满载路边

马的嘶鸣酒的醇香

星空映照的风琴

依旧神采奕奕

传诵

羊皮纸

在烛光的怀抱里

长成桥的回忆

高大厚重的石墙边

绿中透红的苹果

砸落

红衣神父的锡杖

西落又东升的阳光

点燃刺破黑夜的大火

托举着圣人们的慧语

在钢轨与蒸气的上方

与咖啡与茶相遇

感受

驯鹿身后火药的声音

没有风帆却汽笛阵阵的港湾四季

书那坚韧的锋芒

犁开尘封千年的梦想

让

麦田里翻滚的镰刀

工匠手中放电的铁锤

成为过去

渴望太久太久的真理

越来越近

剑一样的桥

（2014 大年初一 作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一

那个清冷的中秋

那个突然的初夏

你们无声地离去

没能品味粽子飘香的季节

带着曾经穿行于风中的快乐雨燕

带着曾经怒放于清晨的火红花瓣

留下那渐渐失去温度的白衣

还有叹息中一次次淹没我们的无助思念

二

多年以前那个阳光如注的午后

看着窗外飞逝的高天流云

你们说过粽子是江边不屈的君子

我试着想过若屈原先感悟粽子再到激流拍打的岸边

一定会出现另一个没有泪水的春天

笑声将漫过他苦苦寻觅的梦中楚国

天问中将多出无数撼人的诗篇

赞颂粽子里饱含禅意的智慧

三

多年以后那个仍布满菖蒲和雄黄酒的日子

我捧着同样庄重的粽子

依然可以看见你们的儒雅身影秀丽脸庞

依然可以触摸到自由到沸腾的空气

解开并放下用于囚禁我们自己灵魂的绳索

让我们所有的心任意翱翔

粽子只有短暂的松绑

我们需要终生的解放

（2011 年端午 作于昆明文化巷）

粽子
———献给我的师兄师妹（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施珏

主任医师和潘薇副主任医师）

其一

万紫千红本为春，带雨梨花落凡尘。
可怜三月垂杨柳，不解闺中幽梦人。

其二

春尽人离不恨迟，皎月初照方盛开。
玉骨冰肌娇俏容，半倚斜墙等风来。

其三

似是深闺梦中人，化作白雪满园春。
不与桃李争年华，散落东风诉衷情。

其四

盼君归还人未还，只等来年，三月桃花四月李，杏花春雨

本江南。 新月才堪照独愁，却又照梨花落，梨花落，人未

还。 人未还，再盼来年，年复一年，何时得愿。 伴君欢喜

伴君忧，纵花落人亡，亦共赴黄泉。

其五

本是雪女落凡尘，散落人间遍地春。
寒枝一点如脂白，玉面花颜着清泪。
莺歌燕舞携春音，可怜春光随絮飞。
尘落花飘叹光短，劝君惜时勿空悲。

梨花词五首

遥望东风吹雪飘，
近看满树梨花娇。
片片花瓣逐风舞，
此景疑是在碧霄。

早年听闻梨花美，
三月时节梨花开，
梨花开来梨花海，
梨花海来梨花节，
今日得节赏此花，
众人纷纷为花献，
我独深深为花痴。

2013 年 6 月，我毕业了，我就业了！ 每
当有亲友用略带惊异的口气问我：“为什么
选择云南中医学院”的时候，我都会开心、幸
福地告诉他们，“缘分和梦想”。

我的脑海里始终清晰地记得与云南中
医学院初次结缘的情景。 2012 年的 7 月，为
了顺利完成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我只身从北
京回到我的第二故乡———云南，进行田野调
查。 作为一名从云南走出去的民族学专业
的学生，怒江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我想亲
眼看一看怒江第一湾的美景， 想领略一下

“四山夹三江”的气势，想亲身感受高山峡谷
民族艰辛而又乐观的生存状态 当我一路
颠簸，辗转到达贡山县的时候，我完全被大
自然的威力所震慑，同时也为边疆民族地区
群众的生存能力所折服了。 连续四天的村
寨调研已让我疲惫不堪，可就在我准备进独
龙江的时候，我的兴奋点又来了，终于可以
见到独龙江独龙族人民了，那个传说中的纹
面部落和太古民族。 就是那一天，我偶然见
到了中医学院在贡山挂职锻炼的老师，一次
普通的相聚，成为我与云中结缘的纽带。 聚
会期间，我与各位挂职老师愉快地交谈着，

虽然大家彼此的专业领域有些不同，但我能
够强烈地感受到中医学院的各位老师对博
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的迷恋，对边疆民族群
众的深厚情感，对弘扬民族医药文化的坚定
决心。 我明白，我与中医学院的老师有着一
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我们要为发扬
云南民族文化，造福边疆民族群众而不懈努
力。

2013 年 3 月， 我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
重要决定，回云南工作，就在那一刻，云中向
我抛出绣球，我坚定不移选择了云中。 走进
云中的大门，一个从未谋面的地方却让我有
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我喜欢学院秦砖汉
瓦，汉唐风格，具有浓郁中医药文化氛围的
建筑，喜欢老师学生的微笑脸庞。 然而更让
我惊喜的是，在云中陌生的人群中我发现了
熟悉的笑脸， 激动兴奋的心情让我无法掩
饰，那时的我似乎就像久未归家的孩子。 在
接下来的试讲、面试过程我对云中有了更深
的了解，对中医药文化的内涵、精神有了更
深的体会，也对自己即将踏上的岗位有了一
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云中选择了我，我将与
云中共同前进，共同发展。

2013 年 8 月， 我站在云中的讲
台上，作为一名青年教师，作为一名
思政课老师，我深感责任重大。 人人
都有梦想， 小小讲台承载着我的云
中梦，我要用我最平实的语言、最平
凡的工作演绎我的人生， 实现我的
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 在彩云之南，一
所特色鲜明、 人民更加满意的高水
平中医院校岿然屹立。

我有一个梦想。 在弘毅楼前，崇
德和合， 博学敦行的校训精神永远
得到发扬光大。

我有一个梦想。 在翰墨楼里，云中莘莘
学子都能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我有一个梦想。 在崇德楼里，自强、和谐、奋
进、 创新的理念不断激励着我们筚路蓝缕，
鸣将惊人。

当然，一切的一切，终归到一点 -- 精彩
的人生，需要我们一笔笔去描画。梦在前方、
路在脚下。 立德树人，为人师表；爱岗敬业，
献身教育；热爱学生，诲人不倦；严谨治学，
刻苦钻研。这既是学校对青年教职工的殷切

希望，也是我对今后工作的具体要求。
杏林载誉彩云之南， 药院飘香民族之

乡。弘扬国粹传精神，悬壶济世促团结。我为
自己是云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我有信心有
决心，用自己的实际工作去实现云中人申博
更大的梦想。 我坚信，只要我们每个人怀揣
梦想，并为之付出努力，终会凝聚起不可战
胜的中国力量，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多
彩梦！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缘缘缘缘缘缘缘缘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演演演演演演演演绎绎绎绎绎绎绎绎人人人人人人人人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文/范源

文/范源

2011 级应用心理学专业 张雷

所谓“信、达、雅”，是我国清末思想家、
翻译家严复首倡的翻译外文三大原则。 具
体而言，所谓“信”是指译文意义不背离原文
主旨，必须明晰准确，不偏不倚，不增不减；

“达”是指译文表达通顺明白，不晦涩、不含
糊；“雅”是指译文遣词造句要得体，要简明
优雅，兼具文采神韵。 在本期中层干部培训
班的公文写作课上，授课老师也总结出了公
文写作的几大要素，例如准确、简明、实用、
有文采等。 结合自己十多年来的公文写作
经验，我觉得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三原
则完全可以借鉴到公文写作领域，作为行文
的写作参考。 下面我浅谈一点自己的心得
体会。

一 “信”为行文之本
“信”在古文中的含义，是真实、确切、

可信。 在翻译过程中，它要求译文要尊重原
文主旨，做到不曲解原意。 而无论是什么类
型的公文写作，其实都是把意见、建议、情
况、 思路等思想成果转化成文字的过程，这
与翻译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需要以

“信”为本。 所以在公文写作前，我们首先要
做到明确主旨，该反映什么、报告什么、解决
什么、安排什么，都要心中有数，实事求是，
再把具体的想法忠实地转变成文字。 在写
作中，需要报告情况的必须真实客观，需要
安排工作的要确定职责，需要请求解决问题

的要说清需求，需要做出指导的要给出明确
的政策和意见。总之，公文作为实用文，“信”
是第一要义， 真实明确的表述目的决定了

“信”的要求高于一切。
二 “达”为效率之基

寓意表达清楚的“达”，在翻译工作中
的重要性毋须多言，因为一篇说不明白的文
章无异于废品。 在公文写作中，“达”的要求
同样非常重要。 首先，公文具有多样性和专
一性， 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功效和行文规
范，不同的事由必须采用不同的文体。 所以
我们在公文写作中首先要明确行文体裁，到
底是上行文还是下行文，是事前报告还是事
后总结，是申请解决问题还是请示批准待办
措施， 然后根据事由选用相应的公文类别。
选择好文体，公文写作才能步入正轨，这是

“达”的第一步。
其次，在具体的文字表述中，表达明白

是最基本的要求。一篇说不清，说不准，说不
好主旨的公文， 对于受理方来说是老虎吃
天，无从下口的。 所以行文时一定要简明扼
要，提纲挈领，突出重点，实用为先。 该写的
要写得清楚明白，不该说的一字嫌多。 文字
要避免晦涩、含混，要杜绝歧义词、双关语，
不能玩文字游戏。 做好了这一点，在公文处
理流程中才能及时找到切入点，提高工作效
率，加快工作的运转速度。

三 “雅”为话外之功
在翻译工作中，能够让人感受文字之美

的“雅”具有饰美人以妆容的作用，是很多翻
译家追求的最高境界。那么，作为实用文体的
公文，是不是就不需要“雅”了呢？回答是否定
的。 其实，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文学篇目，都是
以公文的身份流芳百世， 例如《谏逐客书》、
《讨曹操檄》、《出师表》等等。当然由于历史条
件不同，当今社会更强调公文的功能性，因此
导致不可能再出现类似的文学经典。 但是我
们应该知道，文字之美并不单纯靠堆砌词藻、
极尽修饰而来，当代公文的“雅”也有它的表
现形式。例如简单明确的语言有简朴之美，生
动传神的比兴有智慧之美， 严密审慎的思路
有逻辑之美。这些“雅”的元素，都可以尽可能
地融入到我们的公文写作之中。 一篇条理清
晰、文字简洁、考证严谨、行文有生气的文章，
往往能令人心悦诚服，颔首称是，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这就是文字的教化之功，公文当然
也概莫能外。

我们注意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
新一代领导集体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
中，在多次行文中都使用了创新的、生动的
语言，有效地增强了宣传效果，提高了人民
群众对政策法规的理解能力。其中一些关键
字句深入人心，社会反响非常好。 例如提倡
少说多做时所说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

子”；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时的十二字纲领：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反腐倡
廉中的口号“老虎苍蝇一起打”；在新一轮城
镇化建设指导意见中所说的：“要让居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些或简
单直白、或诗情画意的文字，出现在党和政
府的正式文件中时， 我们并不觉得突兀，反
而感到亲切和生动，基本上大多数人一下子
就铭记在心，印象深刻。 这无疑增强了党和
政府的亲和力， 社会效应得到了良性放大，
这就是所谓 " 雅 " 的话外之功。 我们在学习
公文写作时，不可以不借鉴这种经验。

总而言之，“信、达、雅”可以作为我们
从事公文写作时的一种参考依据。需要注意
的是，“信、达、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并列
的，而是层层推进的。 我们必须立足于公文
实用性原则，做到先“信”而后“达”，“达”之
而后“雅”。文章既“信”而“达”只能算合格，

“信、达、雅”兼具的公文才能称为上品。我有
一个希望，就是通过我们每个公文写作者的
努力，改变公众心目中公文呆板空洞、干瘪
无趣的印象，使他们不再把“官样文章”当作
一个贬义词。 要达成这个目标，我们任重而
道远。

行文当知“信达雅”
———浅谈公文写作的一点体会 文/ 杨盼

梨花赞
2011 级中医专业（2）班 谭秋果

游万溪冲梨园有感
2011 级中医专业（2）班 唐香倩

文/苗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