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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感恩的心
———写在 2014 教师节来临之际

你用言传身教
把知识和智慧
默默灌溉给每一位学子
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
您匍匐成一级级阶梯
托起了我们灿烂的明天!

您的信任
透过您的眸子
把未来压在我们的双肩
您是我们人生航线永远的
灯塔
给了我们乘风破浪、 激浊
扬清的勇气
给了我们无惧风雨、 明辨
是非的双眼!

我会努力去飞
把您的希望和嘱托变成硕
果
沉甸甸地挂在您的窗前
我会接过您的“教鞭”
我会继承您的誓言
在传承中医中药的道路
上， 走得更加坚定和充满
希望！

张良英教授，女，全国名老中医，是
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名中医的学
者，云南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
任云南中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 云南
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
院）妇科副主任，《云南中医杂志》编委会
委员、 云南省中医学会及云南省中西医
结合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
第二批、 第四批和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2006 年赴美
国加州参加美国 - 中国第二届中医药国
际研讨会， 并被美国加州中国医学研究
院聘为顾问。50 余年来，张良英教授一直
坚持在教学、科研、临床第一线，数十载
如一日， 勤勤恳恳为广大女性的健康做
出贡献，治愈数以万计的妇科病人，被患
者称为“送子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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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级中医学专业定向（2）班杨杰：现在作为一名大学生，
特别是云中的学子，我希望可以认真学习，真正的学好我的
专业，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能更好的回报社会。

2014 级护理专业（1）班王国娜：每个人都有梦想，我相信来
到这个美丽的大学，我会好好学习，继续深造，把梦想变成
现实。

2014 级制药工程专业张同学：想谈恋爱、拿奖学金、然后毕
业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和男朋友不分手一起奋斗直到结婚。

2014 级中西医临床专业（6）班李文丹：我觉得我想要的，岁
月通通都会给我。高中时就对大学生活有很多的憧憬。我希
望我在学好专业的同时能交到许多的知心朋友， 能够加入
一个有意义的社团，在社团和生活中锻炼自己，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过好我的大学生活。

2014 级针灸推拿推专业（1）班张凯：我学的是针推，而且很
喜欢这个专业， 我很期待当我拿着针帮别人治病时开心的
感觉。 我要好好规划我的大学，我希望任何时候都可以做自
己想要做的事，不想让年龄和其他东西束缚自己，反正就是
听从心的方向，做到最好。

2014 级物流管理专业张群： 我更多的是希望大学生活能够
过得比较丰富、充实，当然，学习还是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希望能好好学习，当学霸，然后考研吧。 但是也想尝试一下
其它的新鲜事物，比如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2014 级护理专业（3）班殷同学：对护理专业还是比较了解的，
也有学姐跟我讲了很多，知道要上很多课，我填志愿的时候觉
得护理这个专业好高大上。

2014 级物流管理班张同学：我第一志愿是中西医临床，第二志
愿是针灸推拿，服从调剂，结果就被物流管理录取了，之前完
全没想过学这个专业。 我对物流比较熟悉，物流管理大概就是
对它的管理吧，我问过老师，我们老师开玩笑地说，“你没上过
淘宝啊”。

2014 级中药学院陈同学：我填志愿的时候事先了解过了，不管
是在校要学的还是毕业以后要做的，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我
觉得有兴趣就能学好它，兴趣所在的大学生活才美好。

2014 中西医临床专业侬同学：不是很清楚，以后也就是门诊医
生吧，好像要当一名医生要学的东西很多。

2014 级中草药栽培与鉴定王同学：说实话，不了解，会学些什
么，毕业了能做哪些工作都不知道，不过听学姐说好像与中药
差不多。

秋风送爽，桃李芬芳。 九月，带
着款款的深情朝我们走来。 每年这
个时候，总能带给我们许多的感慨
与怀念。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从懵
懂无知的少年到风华正茂的青年，
老师———“人类灵魂工程师”，无疑
是最令我们尊敬和感恩的人！

在这里可以说，我是中医界的
幸运儿！ 我的身边有太多已经退休
却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
无私奉献的中医前辈， 他们教学
生、带徒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
绎了无数个感动的画面。 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我为大家讲讲我的恩师
中医大家张良英教授的事迹。 我将
提起感激的笔，怀着一颗热忱感恩
的心，用朴素的言语写给我知识的
恩师。

在恩师张良英教授的教学生涯
中，她一直坚持在第一线。 恩师张
良英教授承担过本科生、 研究生、
进修生、国外留学生、西学中医班
学生、 成人教育班等主讲任务，以
及院内外妇科专题讲座，并多次受
地州邀请讲学和临床指导。 恩师为
云南省培养了大批中医妇科专业
人才，桃李遍及全国各地，如今有
的已是专家教授、名医名师和学术
带头人。 1997 年、2008 年和 2014
年， 恩师张良英教授被国家卫生
部、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聘为全
国第二批、第四批和第五批名老中
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继承人
陈林兴、苗晓玲、姜丽娟、赵文芳已
晋升为教授， 卜德艳晋升为副教

授，同时也是中医学院教学、临床、
科研、管理等方面的主要骨干教师
和学科带头人。 其中陈林兴被评为
全省青年名中医，苗晓玲被评为云
南省“教学名师”。 她们发表论文数
篇， 并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继承人周晓娜副教授、王志梅副主
任医师正在培养当中。

她常告诫我们说：“作为一名教
师，要热爱本职工作，以教为本，以
教为荣，以教促学。 作为医学教授，
不仅要教授学生医学知识， 还要培
养学生高尚的医德。 教与学是两个
方面，教师要有丰富的理论基础，要
不断学习现代相关的知识， 不断更
新，不断积累。 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
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引导， 要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要鼓励学生
独立思考。 ”我想，医道与师道是相
通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恩师在带教过程中，要求我们
先要扎实地学好医学基础理论，严
格规范操作，做到辨证与辨病相结
合，中西医结合，认真体会善于总
结。 同时，教会我们当医生的准则，
要求我们要换位思考，多站在病人
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常提醒我
们，作为医生这个神圣职业的践行
者，要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要有
一颗“父母心”，有高度的责任心和
同情心；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
与疾病无关的检查不做，与疾病无
关的药不开，要把病人的钱用在刀
口上；病者是落井求救，医生不可
落井下石。 恩师，大家都说您培养

着祖国的栋梁；我却要说，您就是
祖国的栋梁。 正是您，支撑起我们
一代人的脊梁！

在跟师临床门诊时， 恩师严
肃、严格要求我们在临床中认真书
写病历。 恩师教导我们写好病历要
做到以下几点： 有一定文字素养；
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对病人要
有高度责任感。 在此基础上首先做
到重点突出，语言通顺，避免错别
字；其次细心、耐心地询问病情，结
合学过的专业理论，进行临床诊治
思维；第三要高度负责。 一份合格
的病历，既是对病人负责，也是衡
量医生专业水平的标准，还可以看
出医生的知识水平及外源知识的
深度，同时，直接关系到诊治效果，
也是保护医生的有力证据。 记得有
一次接诊一个血证患者，患者以往
月经周期一直不规律， 服老师药
后，月经正常了 2 个月，本月月经
来潮 5 天，量少，伴腹痛，老师诊
后， 认为不能轻易诊断为月经量
少，因患者未避孕，首先要考虑是
宫内或宫外妊娠，需进行必要的检
查，结果妊娠试验阳性，患者本是
不孕症， 就不该按通经止痛治疗，
应该动态观察。 通过恩师对这个病
人的诊治，使我受益匪浅。 这就是
我的恩师张良英教授，她在潜移默
化中育人，春风化雨，水到渠成。

恩师张良英教授一生致力于
医疗、教学第一线，迟暮之年，身体
健康，精神振奋，仍以一样的激情
培育国之栋梁，不居功自傲，仍坚

持不断地培养接班人。在此，我想对
您说：您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您肩负
着历史的重任， 您肩负着中医药事
业的未来，就这样，云南中医界一代
又一代的中坚力量在您的抚爱下茁
壮成长， 在您的关注下奔赴远大的
前程。

在这与恩师相处的四年多里，
看到您每日里呕心沥血、兢兢业业、
尽职尽责地为我们付出的心血与汗
水； 看到了您卓卓成绩背后的艰辛
与勤劳； 看到您桃李满天下的自豪
与喜悦； 看到您因长期操劳而留下
的岁月沧桑，无时无刻不被感染着。

“谢谢恩师，您辛苦啦！”我将一如既
往，以感恩的心、感激之情去接受您
给我的全部！

（杨小燕，女，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
2006 级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现在昆明
圣爱中医馆从事中医药相关工作。 2010
年开始跟随张良英教授临床门诊；2012
年 5 月 30 日经过中医传统拜师礼后，
正式拜入张良英教授门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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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大学生记者站采访报道）

记者：对将要就读的专业你了解吗？

生

心 语

热烈欢迎 2014 级新同学！

新
记者：大学是一个新的起点，对大学生活你有什么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