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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 ”翠竹把根深深扎下，才有了 " 任尔
东西南北风 " 的洒脱坚毅。 人亦如此，
让心灵扎根，目标在前，才有了拼搏的
动力。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
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告诉我们要
谦虚为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
孺子牛”， 激励我们要傲骨立世；“父母
教，须静听；父母责，须顺承”，教育我们
要孝顺父母。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的崇高追求。 评价一个人，我们往
往也会更注重他品德修养的高低。 从小
到大，一直以来父母、老师、长辈总是教
导我们要继承中华传统美德。 那么，真
正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
光明的时代；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
代，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时代。 ”诚如狄
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这是一个复杂
矛盾的时代。
行走在这个时代， 我们忙碌抱怨，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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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扎根

却也不曾放弃。 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危
机言论充斥着我们本就少的空间，令清
新的空气更加稀少。 奔走于街头，偶然
的相遇，之后便是陌路与过客。 我们似
乎总在寻找人生的方向，似乎在现实的
压力下与那些曾经的心灵鸡汤也渐行
渐远。 其实，只要形色匆匆的我们把脚
步放缓一点就会发现原来路已经在脚
下，至于方向，只要是有过快乐、有过幸
福的感受就是对的了。 那么，我们也会
发现原来那些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故
事早已在我们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小时候，爸妈给我讲的第一个故事
是“狼来了”，故事中那个撒谎的少年最
终因为自己的谎言失去了大家的信任，
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于是，那时候我懂
得了诚实的宝贵。

2012 级中药学专业（2 ）班 毕春燕

很久之后再读这个故事，我又有了
新的感悟。 乐于助人，真诚、朴实、善良，
故事中那些普通的庄稼汉他们敬畏着
自然赋予的财富， 面朝黄土背朝天，每
每汗流浃背却未听得一声抱怨，这是中
国人最鲜明的特质 -- 肯吃苦， 也能吃
苦。 除了这些，面对少年的几次谎言，大
家几次急匆匆地丢下手里的活儿，生怕
少年出事，一个人的性情善良与否在这
些小细节里往往体现的更清楚。
曾经看过一篇关于梁从诫先生的
采访， 文中梁从诫先生自认失败者，但
是时至今日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先生无
疑是勇者。 面对初时环保氛围尚未形成
的困局，他没有轻易地退缩，而是迎难
而上，并且尽力实践，开创了自然之友，
也打开了环保之门。 今时今日，环保蔚

诚外无物

百善孝为先

2013 级中西医临床专业（1 ）班 杨京博

2011 级制药工程专业（2 ）班 李慧婷

华夏民族漫漫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
沉淀着历代中华人民的智慧与心血。 从
“仁者爱人”、“入则孝，出则悌”的圣人智
慧到“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从“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爱
无疆到“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高尚
气节，无数的优良传统美德汇聚成了华夏
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宝库，它们用经久不
衰的影响力撑起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
的基本道德观念，用博大精深的智慧谱写
着一首又一首绝美的史诗或赞歌。而于我
看来， 所有的传统美
德中最重要的莫过于
“孝”，能谨遵“孝”之
一字， 才能守住人性
中最柔软最温暖的本
质。
古语有云：“百善
孝为先。 ”在中国人心
中， 孝道无疑是德行
中最不可或缺的部
分。 自古以来，“孝”始
终被摆在家庭生活中
最重要的地位。 在中
国古代， 不管是身居
高位， 或只是平民百
姓， 晚辈在长辈面前
必是每日晨昏定省，这样的规矩在名门世
家更是被严格遵守。而古人所言的“
孝”也
并不仅仅是指表面上的礼节性尊重，更是
内心真正散发出的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
激与反哺。 二十四孝的故事中，汉文帝身
为一国之主，地位显赫尊贵，却在母亲生
病时侍奉病榻前，亲身尝药。 在《红楼梦》
这部极能反映古代生活的名著中，我们也
能清楚地看到， 贾政等人虽已身居高官，
在外备受尊敬，对子女也颇为严苛，但在
母亲面前却是毕恭毕敬，孝顺备至。 由此
可见，在中国人心中，孝是“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的感恩之情，是对“昔孟母，

然成风， 谁说不是他一窥真颜的成
果？
在困难面前积极乐观，在追寻梦
想的路上执着努力，无数的成功者用
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 -- 这些看上去
很空很大的话在我们一天一小步的
坚持下总是会实现的。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望
穿浮云，遵循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找寻
最初关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记忆，在
忙碌之后的休息时间里再一次品读那
些来自古老历史的思想传承，懂得如何
融入社会，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善待万
事万物……在一次次地体味学习中提
炼自己。
中华传统美德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是中华民族崇高的气节。 它是至善、至
纯、至高人性的结晶，它源自生活又融
入生活，只要我们用心去感悟，就会发
现它无处不在。 坚守自己内心的道德准
则，把那些从小耳熟能详的中华传统美
德真正融入自己的人生，那样，也许我
们会快乐的多。

择邻处。 子不学，断机杼”的敬佩之感，更
是几千年来每个中国人心中对人世间最
美好亲情的珍惜。
在今天的社会中，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不是只凭说说而已，更是需要我们去
亲身践行。 当大城市中每个人为生活忙碌
而无暇照顾父母时，当我们习惯了只在父
母生日时才拨通那个不熟悉的号码时，当
电子通讯看似缩短了人之间的距离时，其
实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我们已经离最爱
自己的亲人越来越远，也离“孝”这个字越
来越远。 曾经也天真地
认为，未来很长，长到我
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努力
拼搏出一个美好的未
来， 给父母最好的物质
生活， 满足他们所有的
需求， 这便是我想象中
的尽孝道。 所以忙着学
习，忙着充实自己，哪怕
是假期回家都是忙着聚
会， 忙着外出……直到
偶然间看见他们青丝中
泛出的几缕白发， 才猛
然发现自己能与父母的
相处的时间是多么短
暂， 短暂到只有放假回
家时才能相处短短几十天，短暂到连陪他
们过个简单的生日都是奢望。 那样的时刻
才恍然明白，“孝”之一字不用等到功成名
就，更不用等到腰缠万贯，对父母而言，最
简单而真实的
“孝”是陪伴。
传统美德带着沉淀了几千年的智慧
传承至今，我想我们该认真思考的是如何
在新时代中亲身去践行这些德行，让它们
在新时代中拥有新的生命力，绽放新的色
彩。 所以，当“百善孝为先”这句话从古说
至今，更多的是需要人们重新思考它的意
义，去拾起心中对亲情的珍惜，对父母的
感恩。

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对我
影响最大的就是“
诚”。
第一次听到“诚外无物”这句
话是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的
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的讲座
中，艺术大师、南通大学终身教授
范曾送给所有学子的一句话。这次
“对话” 邀请了著名科学家、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与著名作家、2012 年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莫言参与讨论，范老先生
主持，对话跨越科学、文学与艺术
等领域，三位大师妙语频出，充满
着智慧与光华。 其中，我最感触的
“诚外无物”。看似简简单单的四
是
个字，却阐述了最不平凡的做人处
事的智慧。
《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
道，自道也。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
无物。是故君于诚之为贵。诚者，非
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
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
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段话
的意思是： 真诚是自我的完善，道
是自我的引导。真诚是事物的发端
和归宿， 没有真诚就没有了事物。
因此君子以真诚为贵。 不过，真诚
并不是自我完善就够了，而是还要
完善事物。 自我完善是仁，完善事
物是智。 仁和智是出于本性的德
行， 是融合自身与外物的准则，所
以任何时候施行都是适宜的。

“诚”是人生的
高点， 但更是做人
的基线，不诚无物，
非诚勿扰， 孔子也
说“敬事而信”，因
为 有“信 ”， 才 能 获
取宾客的“信任”，
才能成事。 中华历
史，屈指五千年，诚
信的事例不胜枚举，从《乐羊子妻》
到《曾子杀猪》，在大人眼里只要能
把孩子哄住说话可以不算数，曾子
的妻子也是如此， 曾子却说到做
到，不欺骗孩子。 从《程门立雪》到
《移木建信》，《程门立雪》， 杨时见
程颐在洛阳，虽然自己已经四十岁
了，但还是想学习，就去见程颐，见
到的时候， 程颐刚好在坐着打瞌
睡。 于是，杨时和一同前来的游酢
一直站在那等。 程颐醒来时，门外
的雪已经下了一尺厚了！ 他的赤诚
最终打动了程颐。“
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 ”意指人的诚心所到，能感动
天地，使金石为之开裂。 比喻只要
专心诚意去做，什么疑难问题都能
解决。 形容真诚对人产生的感动
力。
对待他人要真诚，诚信；做事
要诚心，诚挚。 范曾表示，人类之所
以有困惑，是因为人类的目标皆以
物质主义为中心，若转向以心灵主
义为中心，一切迎刃而解。“诚”字
是解决世界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诚外无物”成为了我的座右
铭。 对待他人，真诚，坦诚，这样误
会，矛盾也会化解。 无论面对什么
问题，都应该付出百分之百的真心
和诚意，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我相
信，只要有一颗诚挚的心，什么事
都能迎刃而解。

平凡，但拒绝平庸
—
—— 记 2009 级中西医临床专业 （1 ） 班 程俊萍
时至五月，又一年的毕业季悄然
来临。 陌生人眼中的程俊萍可能只是
众多平凡毕业生中的一员，穿着朴素
得体，梳着一头随性的马尾，方方的
脸上架着副率性的黑色眼镜框，给人
一种严谨的感觉。 但在我眼中，程俊
萍学姐平凡却不平庸，她坚定地行走
在自己认定的旅途中。
大学：感悟成长与收获

程俊萍，2009 年从山西不远千里
来到昆明求学。 学习之余，她积极参
加学生社团，成为大学生记者站副站
长和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如今，
她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
院，这个山西妹子的大学生活似乎有
着精彩的开头和令人歆羡的收官。 然 坚持。
而在她看来，自己的大学生活只是朴
对于考研， 除了坚持， 她认为，
实年华中一段美好的青春回忆。
“团队的力量也是必要的，不要孤军奋
在谈到她的大学生活与感悟时， 战，找志同道合的研友一起奋斗。 面
她这样说：“大学是展现青春的舞台， 对压力，要学会抗压，释放自己”。 只
你可以埋头读书或是参加各种活动 有平日里脚踏实地，当机会降临时才
亦或是谈一场浪漫的校园恋爱，但无 能把握住。
论是哪一种方式都要自己投入其中
并感悟生活的赠予，认真对待自己做
最好是韶华
出的选择并悦纳生活。 ”对于她的大
认真对待生活， 认真体验每一种
学生活，她用两个词来描述，无悔与 可能。 正如她的人生信条：勤奋的痛
感激。 在大学里，她实现了自己阶段 苦不比懒惰的痛苦更痛苦，但勤奋的
性的梦想， 做了自己该做和想做的， 快乐一定比懒惰的快乐更快乐。 凭借
因此无悔。 无论是幸福还是困难的时 着坚定地信念， 她走过了大学五年。
刻都有一群好哥们姐们陪她一起度 蓦然回首，已到毕业。 告别熟悉的校
过，因此感激。 这五年的校园生活成 园、难舍的师友，程俊萍阳光的脸上也
为她一生中弥足珍贵的记忆，她已经 难免流露出些许离愁别绪。 " 你们一
把云南看作自己的第二个家，云中将 定不要辜负现在最美好的时光，尽可
成为她一生温暖的记忆。
能多的留下照片和文字去记录大学生
活，它将是值得你一生珍藏的礼物 "。
考研：一段精彩的体验

前不久，程俊萍刚刚参加完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硕士研究
生的复试，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复试并
被录取。 因为对针灸心存一份热爱，
她考研的专业由本科的中西医临床
学转为攻读针灸推拿学的硕士。 面对
跨专业考研的艰辛， 程俊萍坦然的
说：“要知道自己内心最想要什么，遵
从自己内心才是最内在的动力。 每当
想要放弃时就想想当初是什么让自
己走到这里。 ”她将考研看作一段精
彩的体验，坚持是一种快乐，而在考
研路上最可贵就是这种源于快乐的

时

尚

青春受谢，白日昭只。 程俊萍已
收拾好行装，整理好心情，准备再次出
发。“别在最该吃苦的时候选择了安
逸，错过了人生最难得的吃苦经历，对
生活的理解和感悟就会浅薄，没有人
的青春是在红地毯上走过，既然梦想
成为那个别人无法企及的自我，就应
该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为了到
达终点，付出别人无法企及的努力。 ”
这是程俊萍最喜欢的一句话，她把它
送给我们，我们也祝愿她前程似锦。
（本报记者 谭政）

云

中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
—— 记 2012 药学专业 （3 ） 班

李佳俐

这个女孩，是云南省首届青少年
智力运动会女子象棋组冠军，她，叫李
佳俐。只身来到云南求学，身在异乡的
她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投
身到志愿者的行列中， 开创属于自己
的一番天地。
“人生如棋” 这是她对象棋的见

民族的传统美德时，我突然发现，原来
我默默无闻的小情怀却为学校做了大
贡献，也是一种值得赞扬的大美德。
还记得假期到丽江市宁蒗县宁利
乡做“快乐学校”志愿者的日子，那段时
间我们 5 个志愿者真的很辛苦。 那时正
是天寒地冻的季节，我们每天 6 点左右
起床，直到凌晨 12 点才睡去，每天早起
为每一个小朋友制定学习计划，每天晚

睡总结当天的工作，并对失误的地方做
出改进和新的部署，白天和小朋友做素
质拓展训练，教他们唱歌跳舞，教他们
写信朗诵，还教他们做寒假作业，进行
每天两次的家访，一天的时间在忙碌与
奔跑中度过，虽然很疲惫，但是很幸福，
累并快乐着。 那里的孩子们是那么纯
洁，那么天真，那么可爱，我们非常热爱
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 直到现在想起

来， 我也觉得和他们在一起
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值得
的。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
叫做小亚轩的女孩， 她告诉
我们， 期待我们志愿者已经
好久好久，在我们临走时，她
留下了不舍的泪水和心酸的
呐喊，那时我突然觉得，志愿
者一直都在践行着中
华传统美德。 这些美
德无声无息却感染了
周边人， 这种情怀像
是茫茫大漠中一棵坚
韧的小草， 勇敢地栖
身绝地给人以生的希
望。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美德是
农场上的一只蜣螂，默默地还农
场以清洁而不为人知；美德是云
中的一粒水珠，在电闪雷鸣中悄
悄渗入土地，奉献自己，滋养生
命。 美德不一定要做到惊天动
地，美德不一定要使我们的名字
传遍大江南北，美德在我们的心
中，不在别人的眼里，美德也许只
是流年里的小情怀，但却镌刻着
华夏民族的烙印。

小
情
怀
大
美
德

，

小时候， 我敬仰戚继光舍生取义、
邱少云奋不顾身、雷锋大公无私的英雄
气概， 我以为这一生我当不了英雄，不
能被世人铭记。 长大后我发现，原来我
做的一些小事，也是在传承咱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记得有人说过，当你独自默默地省
视自己内心珍存的美德时，你就像在夏
夜的山村仰望着纯净深蓝天空的灿烂
星星， 油然从心灵深处涌出清泉
一样的欣慰。是的，每当做一些乐
于助人的小事，我总是那么开心，
那么幸福，在不经意间，我就已经
把这样的美德传递给了我身边的
每一个人。 如果生活中那些诠释
着真善美的小事不算一种美德，
志愿者生涯给我的大学生活添上
了最美丽的一笔， 最初做志愿者
服务是在大学校园作为 " 小红帽
" 接待来校的新生， 带着他们报
到、注册和找住所，也许这最简单
的善举， 却把我们助人为乐的美
德一次次传递。 看着他们背井离
乡，心中充满无尽的失落与寂寞，
我却总能帮助他们打开心结，适
应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现在想起
来也就是自己善于与人沟通交
流，喜欢交朋友，能够善解人意罢
了， 可是直到我联想起咱们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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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从小受到爷爷和爸爸的影响接触
象棋，7 岁拜师学艺，10 岁开始参加大
大小小的比赛。 每周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学习棋艺， 平时在家找爷爷爸爸
练习，和电脑下，去路边摊下，找高手
下……一天一天的累积， 十多年的沉
淀成就了今天的女子象棋冠军。她说：

人徒步盘龙江的时候你能看到她的身

“
象棋其实就是一种等待的艺术，在等

影， 每次志愿活动你也能看到她忙前

待对方的失误， 一盘棋一下就是几个

忙后。丰富的课余生活让她充满动力，

小时，下一步就要想到后面三步，只有

她说：“在我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首先

静下心来才可能做好一件事情”。一场

是锻炼了我的思维， 其次能让我交到

棋两三个小时，这是对棋艺的考验，更

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让我的大学生活

是耐力的较量，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

更加充实和精彩”。各种各样的活动给

下十年功， 光环的背后是汗水是付出

李佳俐带来了很多锻炼的机会， 她认

是恒久的练习。

为每一个任务都是一次考验， 身兼多

她不仅是象棋冠军，她也喜爱葫

职却能应付自如不仅仅是兴趣使然更

芦丝，能吹出各种动听的曲子；她喜爱

是一次次历练之后总结经验不断进步

书法，能写得一手好字。 当然，她更喜

的结果。

欢的是旅游。她已去过云南很多地方，

没有谁生下来就天赋异禀，唯有

她说有机会能去到的地方， 她都想去

反复的锻炼才会获得成功， 没有谁能

走一走。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

一步登天， 只有脚踏实地的锻炼才会

途中的所见所闻， 远比书本中的知识

有所进步。大学四年，让我们脚踏实地

详实。多走，多看，多学，这就是她喜欢

的去努力去锻炼自己， 相信终有一天

旅行的原因。

我们也能百炼成钢。

身为校学生会秘书处处长，在南
亚博览会时你能看到她的身影， 在千

（本报记者 陈怡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