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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心路2

仿佛刚踏入云中的校门，可如今却即将离
开这里。 不知不觉中大学五年已走到了尽头，
回首这五年，历经欢笑与挫折的同时，也使我
收获了很多。 曾经网上看到过这样一条信息：
消息下方是一套白衣大褂， 旁边文字注释道：
“不是所有人都穿得起这套衣服， 因为它代表
的是青春。 ”作为医学类的学生，我的青春，与
这五年的大学分不开。 最近看《周易》时有一些
感受，里面的爻辞虽然简洁，但意义深刻。 总结
过去的五年，我想用乾卦的卦辞来缅怀我的大
学，我的青春。

“初九 潜龙勿用”
释义：初九 龙潜藏在水里，暂不宜有所作

为。 当处于这一状态时，就应当像潜伏的龙，隐
忍不可行动，以待时机。

刚刚离开家乡进入大学的时候，对于一切
事物既好奇、兴奋，又略感迷茫。 五湖四海的同
学，有别于家乡的气候与风景，还有全新的中
医学知识等等，熟悉、了解、学习是我们这一阶
段的主要任务。 这个时候，学校老师、学长、同
乡给予我许多帮助与指导，让我不至于在刚刚
踏入大学时像初入大海的游鱼、刚会飞翔的鸟
儿一样不知方向。 同时自己对新环境的兴趣、
对更多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也促使我更
快适应新环境，开始新的征程。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释义：九二 龙出现在田野，有利于大德之

人出来治世。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把这一时期
遇到的有助于我学习新事物的老师、朋友等比
作爻辞中的“大人”。

对新环境慢慢适应后，我开始接触校园里
更多的事物。 我积极参加校内学生社团。 在这
里，认识到很多老师和朋友。 在一次次的活动
中，磨砺自己，拓宽自己，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
未曾学到的知识。 在国旗护卫队，与队友早晚
一起训练，我认识到共同协作与吃苦耐劳的重

要性；在记者站，一次次的采访、外出活动，增
强了我的交际与写作能力； 组织校内的活动、
比赛，锻炼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 在校外做兼
职，让我接触到不同于校园的人与事，也为我
以后步入社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当然，除了课外活动，课堂学习为我开启
了一扇学习中医的窗。 在进入中医学院前，中
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词。 在进入大学之后，
中医对我来说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同时
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 这一阶段，中医对
我而言是全新的， 潜下心来认真学习
中医基础，深究中医术语，培养中
医思维是我学习专业知识的主
要任务。这个阶段虽然繁杂，
对于医学生的我来说，却
是最重要的。 就像盖
楼， 楼基不行，盖
出来的大楼要
么不高，要
么就是
不稳
固
的。

“九三 君子终
日乾乾，夕惕若厉，

无咎”
释义：君子整天勤勤

恳恳，即使在夜晚（整日），仍
时刻警惕，谨慎行事。 若此，虽
有危险，亦不会遭受灾祸。 这一爻，
说明在成长时期，羽翼未丰，应当奋发
努力，但必须谨慎恐惧以防灾祸。

我的第三阶段，见习与跟师。 作为医学
生，特别是中医类医学生，跟师学习是非常重
要的一项内容。 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便可以
尝试着跟老师上门诊接触病人。 在实践中不
断发现不足而后弥补缺陷，这样既可以加深对
疾病的认识，也可以增强自己对学习的思考。

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行医资格，见习时需每天
勤勤恳恳，时时谨慎行事，跟医生、老师多学
习，跟病人多交流。 厚积薄发，这也是一个积
累的阶段。 第一次穿着白大褂走在医院里，心
里不免有些飘飘然，但很快便出尽洋相。 还记
得，回答不出带教老师询问的问题时的窘迫；
初次给病人测量血压时的紧张，至今这些场景
仍在眼前浮现。 原本以为深入心底的“提、插、
捻、转”必是百试百灵的有效针技，但自己真

正用到病人身上时却发现并没有出现老师
所达到的那种效果。 至此方明白“书到

用时方恨少”的真正含义，也才知道
“眼高手低”、“闭门造车”实为医

者大忌。 没有“厚积”，便做
不来“薄发”，就像很多医

生、老师说的：“病人
不会只患你考试

考到的那几个
病”。 没有

实践，一
切理
论都

成空谈。
坐而论道，

纸上谈兵，是无
论如何都成不了好

医生的。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释义：九四 游龙潜伏深渊之

中，似跃而未跃，不会有过失。 这一
爻说明已经到了跃跃试炼的阶段，决定

进退应当谨慎把握最有利时机。

第四个阶段，是在医院实习的阶段。 在经
过四年的学习积累之后，终于真正步入了医
院，跟随带教医生学习接诊、治疗病人，学习书
写病历等等，并在老师的帮助下开始独立诊治
一些简单病种和轻症的病人。 遇到复杂或不
懂的问题时，还需及时地查阅书籍，或向有经

验的医生请教，不断增长自己的医学知识及积
累临床经验。

当然，有高明的医术及丰富的医疗经验还
不够。 古人说 ，“三折肱，成良医”，我想这句
话并不只是说经验多了就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肱三折”之后体会到了病人所忍受的痛苦，而
后对前来就诊的患者都能感同身受，恻隐之心
暗生，以仁爱之心对待病人，尽力为病人诊治，
减少病人的痛苦，使病人早日康复。 否则，无
论“折肱”多少次，也不能成为“良医”。 医德同
医术一样，都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来修习。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释义：九五 龙高飞于天，利于大德之人出

来治世。 这一爻，说明已经到了大展宏图的极
盛时期，龙已经在空中自由自在飞翔，贤能也
应当支持拥护。

这第五个阶段，也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阶
段，是即将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阶段。“海阔
山高，任鱼跃鸟飞”，现在的我，像当年初进大
学时一样，对即将工作充满好奇、兴奋，又略感
迷茫。 踏入社会有了更广阔的空间让我发挥，
同时也担心自己能否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新
的环境里充满了未知与探索，但也充满了机遇
与希望。 但对未来的渴望、对梦想的追逐，鼓舞
我在新的起点上毅然迈开脚步， 开始新的征
程。

青春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时间的车轮不
会停止， 青春不会只因为我的留恋而止步于
此。 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去创造，充实的人生
是由一个个梦想和一次次努力铸就而成。 大学
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 校园生活让人怀念，但
我不会止步于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将用这五年学习的知识，用青春积累起的奠
基石，不断开拓、不断进取，去攀登一个又一个
高峰。

我的大学，我的青春

2009 级针推专业（1）班 孙冬冬

大学，在这里，得与失，笑与泪，见证了我们的成
长。 想起当初，那个默默泡馆的自己，那个挑灯夜战
的自己， 那个晨起锻炼的自己， 那个积极竞选的自
己，那个勤工俭学的自己……大学结束了，感谢那些
年努力的自己。

都说“当失去时才觉得它的珍贵”，也许真的只
有在将要结束时，大家才会对过往细数。“漫长”的大
学生活，突然变得那么短暂。 此时，我们更愿意沉下
心来思考。 我们虽年轻，我们有过迷茫，但我们更有
追求。 栀子花飘香的校园仿佛还在诉说离愁别绪，我
们已然踏上另一个新的起点，迎接新的挑战。

四年的成长与收获太多了， 回想起大
一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在考各种证，我觉得
这是一个商机。于是，我开始了解各种培训
机构，最后我选择了一家计算机培训机构。

大一， 作为业务员的我不停的帮助公
司招生，当时不知碰了多少壁，可我没放弃
过。

大二，我成了校园主管，带着一批人在
学校东奔西跑。

大三，我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我觉得
不能这样荒废自己，于是我离开公司，开始
自己的事业。创业真的不容易，从准备到注
册公司都很累人， 还好没多久公司就正式
运营了。 我们开始了面向云中、昆医、云艺
和交职的计算机培训。

大四，公司运营非常好，我们还开拓别
的领域，比如校内阿里巴巴。

现在，我觉得四年来，我一步步成长，
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友情和爱情。我非
常感谢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学会了探索、
创新、坚持、放弃与选择。

———2010�级市场营销专业（1）班 雷自权

在学生会的学宣部的三年，我交到了
很多真心的朋友。 我热爱书法，在校学生
会宣传部，可以做喜欢的事，同时也让自
己得到了锻炼，让我明白，生活是一种经
历，要学会积累，才会变得更好。

向往自由， 所以我要坚持自己的路。
我最大的动力就是我的父亲支持我的梦
想，支持我的决定。梦想是我的所爱，虽然
我不知道以后要经历多少困苦，要顶多大
的压力，但是，我决不放弃。 做自己热爱
的，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能为别人留下
一些东西。 为梦想我做好准备了。

———2010级应用心理专业 付永钦

我刚来学校的时候，就想参加羽毛球
社团，可学校没有这个社团，我又想与喜
爱羽毛球的人交流， 所以就创办了羽协。
在创办羽协时，很多社联的学长学姐都说
这很艰难， 很多人不看好羽协的发展，但
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在羽协成立之初，我们犹如摸着石头
过河，遇到了诸多问题：财务管理、场地如
何安排、新成员如何活动、我们如何与外
校协会进行交流……我们想尽办法解决。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协会初具规模。

羽协建立起来了， 我感觉很开心，因
为我很喜欢，我觉自己成长了不少。 同时，
我也渐渐明白， 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
同时也要学会和大家一起合作，如果只有
一个人没有人交流那怎么会快乐呢？

———2010级应用心理专业 林海英

心 路

一起走 过们，些年 我那

（摄影 2011级食品科学与工程班 甫琪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