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
黄河峭岩上重重羌声，长江水畔
的软软吴语，吟诵歌唱的是中华
民族绵延不绝的厚仁。

厚仁是一种融入中华民
族血脉的情感。我发现，年纪大
的人总让人感到慈祥与和蔼，
那是因为在历经人生沧桑后，

他们早已把得失置之身外，没
有对人生忿忿不平的戾气，厚
仁的气质由内而外的散发出
来。 如果时间可以赋予一个民
族生命， 那么中华民族就如一
名老者， 始终以厚仁的心态面
对世界。

郑和七下西洋，仁爱传友

邦， 未因沿途国家的落后而征
战于异族，反而赐予奇珍异宝。
繁荣昌盛的大明朝， 用千年不
变的厚仁彰显着对世间的接纳
与照拂。 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个
民族可以做到这般。 恺撒大帝
东征的铁蹄下践踏了多少无辜
的灵魂，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
族灭绝政策更是丧尽天良；而
日本， 这个自唐鉴真东渡以来
接受我们无数帮助的国家，为
了转移自己国内矛盾， 掠夺土
地和资源，将战火东引，引发了
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甚至屠杀
手无寸铁的人民。“落后就要挨
打”，是这些充满野心也不懂仁
爱的人给中华民族难以接受的
教训。抗日战争结束后，东北大
地上留有数以千计的日本遗
孤， 那些受到战火摧残的中国
家庭，把这些孩子抚养成人。本
该声嘶力竭的控诉自己的血与
泪的他们，随着硝烟退散，放下
国恨家仇，在孩子面前，只字不
提自己受到的苦难。我相信，一
个骨子里有着厚仁的民族，才
会不因种族、肤色、信仰的差异
而制造非难，相反，他们用和而

不同的胸怀去接纳世间百态。
“唯仁者， 能好人， 能恶

人。”厚仁在教会我们宽厚仁爱
的同时， 也告诉我们要有反对
不公的刚强立场。 痛苦还在历
史的长河中蔓延， 靖国神社中
放置的战犯亡灵， 是对亿万受
苦受难中国同胞的侮辱， 逝者
已逝，但至少要让他们安息。当
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时， 我听到了整个民族抗议的
声音。 中华民族宽容并刚强的
释放着仁厚的力量。 20 世纪初
几十名诺贝尔奖得主曾说：“如
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
就要到东方的 2500 年前的孔
子那里寻找答案。”我想这个答
案就是厚仁。 愿杀戮的武器蒙
灰，愿指责的纸笔无用，愿厚仁
是世间最美的光芒， 驱除贪婪
和残暴带来灾难。

中华民族的厚仁， 沉浮千
年淘尽人格至理， 传颂百世诉
尽生命之善。 比起法律的严明
与权威， 厚仁只是站在道德的
至高点， 默默的传输着人间大
爱，愿厚仁是世间最美的光芒。

厚仁是最美的光芒
2013级针灸推拿专业（5）班 段元元

“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
很棒，吸收五千年的磁场，习惯
了先发制人， 赢了还说承让”。
伴随着李宇春的这首《少年中
国》，再一次走进中华民族的悠
悠长河中。 五千年的辉煌与风
光，五千年的沉淀与积蓄，让所
有华夏儿女都为之引傲一生。
几千年来， 我们中华文化一直
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我们的
文化一直被模仿， 却从未被超
越。 这是一代代辛勤的华夏儿
女所缔造的文明强国。 是一代
代有勇有谋的中华儿女前赴后
继所缔造的中华民族。

这几千年来，华夏儿女只
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爱国。 因
为爱国，他们才团结一致，共御
外辱；因为爱国，他们才礼仪、
谦让；因为爱国，才有了“百善
孝为先”；因为爱国，才缔造了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培养了
“仁、义、礼、智、信”的优秀民
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
是中华儿女的使命，从古至今，
从未有人敢遗忘这个神圣的使
命。 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为
国捐躯，宁死不降的忠杰之士。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
败被俘， 但他却丝毫不为忽必
烈的威逼利诱所动摇， 面向南
方慷慨就义， 为世人留下一首
慷慨激昂的《正气歌》。 革命家
陈天华听闻清政府与沙俄私定
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 组织
义勇军回国抗俄， 以血指书写
救国血书， 把血书从千里迢迢
的日本寄回国内， 用以唤醒腐
朽的清政府和麻木的国人。 数
学家华罗庚，地质学家李四光，
核物理学家钱学森······细数
古往今来， 不知多少华夏儿女

为着自己的祖国奉献出自己的
一切。

《礼记》云：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爱国的传
统美德已然植入我们华夏儿女
的骨血， 我们为此可“国而忘
家，公而忘私”，也可“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
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千年而不倒， 反而愈发繁
荣，是因为中华儿女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
无限传承并将之发扬光大。 礼
仪之邦的中国， 诚信之邦的中
国，文明之邦的华夏大地·····
这一切都是华夏儿女用自己的
爱国热情与实际行动将之浇灌
使之开花， 让她能够灿烂的绽
放于全世界， 让世界为之折腰
惊叹。

可如今，和谐的社会掺杂

了一些不和谐之音。 无论是暴
徒的疯狂砍杀， 还是恐怖爆炸
案，使这个社会感到了恐慌，但
是， 要坚信我们华夏儿女一定
会团结一致绝不向恶势力妥
协，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自
己的一份贡献。抵制暴徒，救助
伤残， 乐于助人等等都是爱国
的表现。 也是每个中国公民义
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时刻谨
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辉
煌的文明和过去， 不只是用来
怀念的， 而是不断激励我们继
续前行的动力。 在爱国的基础
上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
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的社会责
任感， 让爱国精神和中华传统
美德在新时期不断融入新的内
容，与时俱进方能永垂不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01３级中医专业（１）班 王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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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百善孝为先， 孝更是我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

人们常说先成人再成才，
而成人的关键又离不开孝。 孝
像心一样，一个没有孝心的人，
就像是没有了心脏，只有一个躯
体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并不是
真正的活着，就像《有的人》里说
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老
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 墨子
说：“天下之为父母者， 而仁者
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忍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也许有时你会觉得自己感
受不到父母深深的爱， 可是又
有很多的事情来说明着母爱的
细腻， 父爱的伟大。 而古往今
来，汉文帝刘恒，母亲卧病的时

候，衣不解带，夜不能寐，母亲
和的汤药也是自己亲自尝过才
肯放心让母亲喝下； 几年前的
唐山，汶川地震，地震震散了多
少家庭， 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被
父母紧紧的搂在怀里， 在生死
关头还怕孩子受到一点点的伤
害， 他们用自己并不太宽厚的
后背为自己的孩子挡下了倒下
的房子， 留给孩子那只有一点
点安全温暖的臂弯和无限的
爱，那时的他们会怎么想，对自
己孩子的不舍， 渴望陪着孩子
长大的迫切的心， 会不会还有
对自己孩子的抱歉， 不能陪着
他成长，不能保护他长大。这样
失去双亲的孩子想尽自己孝心
的机会都没有， 或许等他们长

大，就忘记自己父母的声音、长
相了吧。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
的父母都还健在， 珍惜眼前人，
抱紧眼前人，那个一直在你背后
默默支持你、爱着你、保护你的
人。 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大学
生，我们长大了，父母却老了，我
们停不下时间， 留不住时间，唯
有在父母有限的时间里，给他们
多一点点的关怀， 多一点点的
爱， 让我们尽一下自己的孝道，
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我们唯
有在他们的未来，用自己温暖充
满爱的心来报道他们。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广
告，内容让我很感动。那是一个
老人， 孤独的坐在空无一人的
家里， 陪伴着他的只有一台黑

白的电视机， 桌上做满了丰盛
的菜，渴望着儿女回家，常回家
看看。现在的我们，也许离家很
远，远到要坐好几天的火车，也
许离家很近， 近到只需要坐公
交车就能到达，可是，不论是近
还是远， 我们上课时是没有陪
伴在父母身边的， 有时也会想
想家，想想父母，担心父母的身
体，只有父母两个人在家，家里
会不会少一点欢笑， 少一点温
暖，而多一点点冷清呢？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正是因为从古至今的传统美
德，我们继承着，我们不能丢弃
的，爸爸妈妈，你们未来的生命
之旅， 我会陪你同手同脚的走
下去。

十月胎恩重 三生报答轻
2013级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 王俊钰

2014 年 5 月 11 日， 由法国驻成都
总领事馆、昆明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
主办的“法国人镜头下的中国 1844———
2014”摄影展开幕式在昆明市博物馆举
行，本次摄影展为期二十天，是中法建
交 5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昆明是本次
巡回展的第二站。 得知此消息，我和几
位同学有幸一同前往参观，收益颇丰。

本次摄影展展出了 1844 年至 2014
年各时期的照片，有黑白照片（包括方
苏雅 19———20 世纪之交在昆明所摄），
也有彩色数码照片， 拍摄主题丰富多
样，反映了法国人眼中的中国。 昆明因
为种种历史原因与法国有着不解之缘，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合作处
的罗兰丝女士说，“今天我们可以通过
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
国，但法国人对中国最初的印象都来源
于这样的老照片。 ”

本次摄影展见证了中法交往的渊
源， 不仅仅沟通了中法两国的友谊，对
于见证这段历史的每个普通的家庭同
样意义非凡，在影展现场不时可以看见
牙牙学语的小朋友，曾身为远征军的老
战士，中法“混血”家庭……照片上的老
昆明已经被高楼覆盖，通过影展又在观
众心中复活。 这次摄影展是法国给昆明
的礼物，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一

次回顾历史的机会，同时，由中国人观
看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其中文化意义非
同小可。 这些绝非光鲜、完美的“中国形
象”，有点让我们不适、难堪甚至反感，
如果在 20 年前， 这些法国摄影家恐怕
会被视为反华分子。 在今天多元化环境
下，我们不再去纠结这些照片的“真实
性”及它们作者的“政治意图”，而是体
会、欣赏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甚至不以
为然的“中国形象”，如何在地球的另一
半激发出当地居民无限的想象力与创
造力。

100 多年来，由于西医的传入，使中
医在本土遭受挑战。 而在西方人的眼

中， 中医或许就像他们镜头下的中国，
充满了神秘色彩，也正是因为这股神秘
的力量引来了无数好奇的探索，使得中
医受到了许多西方学者的极力追捧，竟
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

其实中医在国外的发展传播，特别
是在现代生物医学发源地的西方国家
还面临巨大的阻力。 5 月 18 日，法国针
灸协会 ASO�FORMEC 一行在我校民
族医药博物馆参观，该协会的高凡先生
告诉我们，“法国一般民众以及当地媒
体基本都是支持中医的，而反对的声音
主要来自西医同行。 中医独特的阴阳五
行及气血津液理论，不单造成了国外中

医学者的困难，同时也遭受现代科学理
论的挑战，使得包括法国针灸进修协会
在内的西方中医爱好者身处窘境。 特别
是最近针灸在法国的发展似乎是遇到
了瓶颈：一些医学院已经叫停了针灸课
程，中药的情况更为艰难。 ”通过交谈，
我们了解到，虽然身处逆境，该协会仍
然坚持每年举办一次全国针灸日，去年
的主题竟是“针灸与癌症”，十分前卫。
令我们吃惊的是， 作为学习了 8 年西
医、3 年针灸并有 15 年针灸临床经验的
医生，高凡先生对中国的针灸界一无所
知，该协会其他成员也基本如此；与中
国内地长期隔绝，这是西方针灸、中医

的一大特点。 让中医走出去，让中国文
化走出去， 让世界更全面的了解中国，
我们要做的功课还很多。

因此，我们今天的中医人肩负的使
命更重，更需要把眼光放远。 西方人的
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中国：率性真
实，性格刚烈，不肯为别人的不认同而
轻易做出改变。 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中
医的秉性，一方面是其魅力，另一方面
也是其发展的一大阻力。

中法文化之春已经来到，后续还有
更多的精彩，中医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
能，相信她也会冲破重重阻力迎来一个
美丽的春天！

从中法文化之春到中医之春

朝闻德，夕死可矣
2013级中西医临床专业（3）班 俞春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美德
万千，泱泱大国，滚滚长江，华夏儿女，朝闻德，夕死可矣。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
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从古到今， 都一直被国人用一种特殊的行动诠释着，我
眼中的中华传统美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 盘古开天辟
地，女娲捏泥造人，秦始皇统一……新中国成立，中华传
统美德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华丽蜕变过程。 从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精忠报国情怀，到立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
也；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鸿鹄之志，再到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
以绝的贵和之心……中华传统美德，不曾被遗忘，更不
曾被抛弃，它以一种新的时代魅力荡涤着我们每一位炎
黄子孙的心灵，一年一年，一代一代……

君子以俭德辟难，成有勤俭败由奢，中华民族，用勤
俭的美德走过了几千年的岁月，历经了几千年风霜的洗
礼，如今，勤俭也在你我之间传承，光盘行动在政府的积
极响应中贯彻实施，中华民族，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朝
闻俭，夕死可矣。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在周易与老子的笔下，中华民族的自强被展现的淋漓尽
致，雅安地震，舟曲泥石流，上海大火，北京暴雨之夜......
在现代，它也一样不为时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
都不曾忘记先辈们教会我们的自强， 它激励我们奋进，
拼搏，向上，朝闻强，夕死可矣。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传不习乎；轻诺必寡信，诚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在英国打开中国市场，西方殖民者将侵
略魔爪伸向我国时，我国信守诺言割地赔款，而英国却
失信联合八国火烧圆明园。 当寒风凛冽，卖馒头的盲人
老奶奶在街头叫卖时，路人都会自觉的将钱放入老人手
中，当大家都在为诚信所受之苦自责时，还是很多人选
择为诚信买单。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朝闻信，夕死可矣。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礼之用，和为贵。 中华民族自
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和为贵的礼仪之邦，和，是我们民族
的向往，08 年北京奥运会用一个和字征服了世人的眼，
风云际会，巨龙腾飞，和，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境
界，他代表的是华夏儿女的追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朝闻和，夕死可矣。

尚勇，率义之为勇；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勇敢，听起来似乎是那么神圣的字眼，可在一次又一次
大灾大难面前，它却得以如此自然而洒脱的展示，哪里
有地震，我们的国家领导第一时间赶往哪里，哪里有暴
乱，解放军叔叔不畏生死英勇前往......汶川地震，3.01 昆
明暴乱，马航失踪，中国人英勇冲锋在第一线，这就是我
们的民族，我们的美德，朝闻勇，夕死可矣。

当岳飞精忠报国，屈死贼手时，中华美德之爱国家
喻户晓； 当文天祥宁死不屈，投身大江时，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美德妇孺皆知；

一曲曲佳话传承天下，一个个美德名扬万里，中国
人，我眼中的中国人，我眼中的中华传统美德，它就是如
此神圣，如此的令人神往，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舍我其
谁？ 朝闻德，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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