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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曾说过：“花的事业是尊贵的，
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 让我们做叶的事
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 ”
教师就像那默默奉献的绿叶， 时时刻刻
衬托着鲜花的娇艳。

每天清晨，当我们走进教室，踏上那
三尺讲台， 面对全体学生一双双渴望的
眼睛时；当我们打开教材与备课本时，你
想到了什么？ ———民族的发展， 祖国的
昌盛，学生们的未来……毫无疑问，这些
都是我们应该思索的。但此时此刻，年轻
的我还想到了自己， 想到了自己肩上的
历史责任和使命， 想到了如何让自己的
青春更加美丽？

青春是光，温暖温馨；青春是火，激
情奔放；青春是水，自由洒脱；青春是童
话， 承载着我们美好的梦想； 青春是乐
章，谱写着我们自由的旋律。我是一名刚
踏上三尺讲台不久的年轻教师， 在短暂
的教书育人过程中， 我发现我的身边有
许多像我一样的普通教师， 他们像美丽
的春风吹拂在原野上， 守望着属于自己
的麦田，精心培育着一株株幼苗。

对我而言，初为人师是幸福的起点。

在这段日子里， 我将用自己的生命去体
验什么是幸福， 也将为我的学生去诠释
人生的真谛， 更让我深深地爱上了教师
这一神圣的职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成灰泪始干。老师是春蚕，播种春天的希
望； 老师是红烛， 映红学生们的脸庞。
三尺讲台，成就了多少国家栋梁。一介书
生，日夜操劳，渴求的是那内心的纯净和
丰富！ 老师——— 小时侯我仰慕你，老
师———长大后我成为了你。 我一定不会
辜负你，“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

当听到“老师，您好”这几个字，我突
然真正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一
下子从老师的学生， 变成了学生的管理
者、教育者，我感到压力的同时也更有了
动力。“万事开头难”，几堂课下来，我就
深切体会到为人师者单有一腔热情是远
远不够的，教学经验是多么的重要。我每
天一有空就去听我们组老师的课， 每节
课下来我都深刻感受到我与优秀教师之
间的差距， 也使我认识到教师仅有学历
是不够的。 初为人师的日子，苦乐参半，
有时候觉得很辛苦， 可每当站在神圣而
庄严的讲台上， 面对无数双渴求知识的

眼睛，我就有一种满足感、一种职业的优
越感和一种无尽的愉悦。 路在脚下延伸
而我刚刚起步，我坚信“一份耕耘，一份
收获”， 我愿倾其所有换来桃李芬芳，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换来很大的回报。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教
师的品德和素养是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
前提，只有对“怎样做一名好教师”这一
问题有深刻的认识， 才能对自己提出更
高要求。“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
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淡泊
名利，志存高远”。 这四点是当代教师义
不容辞的职责， 也是教师核心价值观的
高度概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踏上
了三尺讲台， 也就意味着踏上了漫长而
艰巨的育人之旅。 作为一名教师就要有
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像“春
蚕”吐尽青丝，像“蜡烛”化成灰烬，把毕
生献给事业，献给学生。

“三风”即学风、师风和校风，“三风”
建设是学院基本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
学风即师生的治学精神、 治学态度和治
学方法，是校风的核心，是校风水平的主
要标志。 学风建设作为学校自身建设的

一个重要方面， 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文化
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影响到学院培养
的人才质量。 师风即教师从事教育工作
的思想行为作风， 它是教师职业道德的
最集中体现。 加强师风建设是提高办学
质量的头等大事， 它关系到学院的发展
和社会声誉， 关系到人才培养和教育质
量，关系到学生成长成才和就业。校风即
学校的风气， 是学校成员共同具有的思
想行为作风， 是一所学校区别与其它学
校的独特风气。 师风和学风建设的成效
直接体现于校风， 加强校风建设又是促
进良好师风和学风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校风体现一个
学校的办学理念， 体现一个学校的校园
文化和人文精神， 体现一个学校的历史
积淀和教学传统， 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学
校的办学管理水平。加强 " 三风 " 建设是
治校、治教、治学的需要，是一项具有战
略意义的人才工程。

我们的学校是所优秀的学校， 之所
以取得这样的成绩， 正是依赖于前辈教
师们崇高的事业心、 神圣的责任感和无
私的奉献精神。 如今，新的世纪在召唤，

党和人民在呼唤， 我们———肩负着历史
重任的新一代青年教师一定会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去迎接果实压满枝
头的秋天。 当看到学生们朝气蓬勃地充
实、长大，加入建设者、创造者的行列，推
动时代车轮飞速向前，怎能不对生活、对
事业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呢？

有一种美，令人惊艳，令人回味，令
人追求， 这是一种可以吸引目光的美，
它———光彩夺目。有一种美，飘逸在浮云
上，深埋在古垒下，这是一种可以吸收灵
魂的美，它———深藏不露。 有一种美，给
生命带来激情， 给生命带来温馨， 它就
是———师德之美。 老师们，同学们，学校
的健康发展基于良好的校风； 教育教学
质量的提高来源于良好师风盛行， 学生
的健康成长出自于良好的学风建立。 师
风正，则学风正；学风正，则校风正；校风
正，则教育兴。在共创廉洁校园的三风建
设中，作为中医学院的一份子，我们有责
任， 更有义务， 为它作出一份自己的贡
献， 让我们用最美丽的师风荡漾学生们
的心田，荡漾我们深爱着的校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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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建设优秀论文选登（一）

良好的学风能促进我们健康
地成长和心理的健康, 从而促使我
们更好地成长, 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则能够营造出好的学习风气, 从而
使更多的人拥有一个好的成长环
境，使更多的人进步。

对于吴良镛院士辛苦讲座而
台下研究生却睡觉的不良学风，我
认为学风不仅仅是校风、班风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所学校治
学精神、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师
生整体精神面貌的综合反映，优良
学风是激励我们奋发向上、努力成
才的无形而强大的精神力量。 大学
学风是大学最高理想和信念的体
现。 随着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
中心，大学不仅是教学、科研中心，
也日益成为传播和创造先进文化
的中心。 因此，大学学风不单单是
社会风气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影响社会文化的重要因素。 建设
优良的学风，不仅可以净化校园空
气，还会作为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发
展的核心力量，对社会风气的改善
产生积极影响。 高校的学风建设逐
渐成为衡量和评价一所学校的办
学品味、育人环境和社会声誉的重
要标志。 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
有量的发展， 更要有质的提高，而
提高办学质量，学风建设是关键。

我们云南中医学院需要优良
的学风，因为不好的学风会影响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 导致大学生不能
健康成长，从而演变成一种不良的
风气, 严重的还会扭曲学生的价值
观,会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
学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优良
的学风需要长时间的精心培养 ,不
可以速成，来不得一时一刻的松懈,
优良的学风一旦形成后, 可使我们
受益终身, 在优良学风中形成习惯
的学习者, 反过来也可促使其更好
的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断地
改正不良的作风;�自觉遵守校纪校
规, 以实际行动带领其他同学从思
想上,从习惯上,从行为上更好地学
习优秀的、先进的学风；并且做到
学习工作两不误, 以饱满的热情和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迎接学习中
的艰难困苦以及未来生活中的挑
战。

“崇德和合，博学敦行”是我们
学校的校训，现在我校为创建勤学,
严谨,求实,进取的优良学风而努力
奋斗着 .�大学学风是一所大学治
学、做人的风气，是大学之所以成
为大学的根本所在，是 - 所大学的
灵魂和核心。 每个大学的学风有着
许多共同性的东西， 对于大学来
说，求真、务实的道德感及勇于承
担社会的责任，是其根本的内在。

我们人文与管理学院的学风
建设最重要的依托还是大学生价
值观。 也就是说同学对学习的态度
和认识。 大学学风建设本身就是一
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仅需要老
师的正确的言传身教，而且需要学

生的积极参与，当代教育中学生的
个人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发展的极
不稳定，需要得以正确的引导．学
风建设需要老师学生的共同参
与． 只有每一个人有不断追求的
意识，较高的思想觉悟．学风建设
的根本就在与人性发展个稳定与
否，。

我们的辅导员吕红培老师告
诉我们“业精于勤，荒于嬉”，学习
是一种艰辛的脑力劳动，勤为第一
要素，学习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
品质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学而不
思则罔”，“道也，进乎技矣”，学习
者必须善于自主思考，并积极寻求
最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和技能，在
信息时代还必须善于利用快速反
应的信息资源； 勇于创造性学习，
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有创新意识，要
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形成原创性
学术成果，要大胆质疑，不唯上唯
书，不僵化守旧。 创新是知识的源
泉，是智慧的象征，是学习主体的
一种高层次、 高境界的追求和品
格。

在学校的日常学习当中，作为
一名中医院校的学生，我们更加应
该增强集体观念、班级情感。 一个
班集体一定要有很强的凝聚力，要
团结，班级成员要加强交流，互帮
互助。 当个人的利益与同学的利益
冲突时，要站到集体那方。 我们必
须在大学的生活学习中学会做人，
学会学习。 我们大学生应该了解自
己，那就是我们是群居的，不是一
个人或者几个人，我们的学习也要
在这种大集体的环境下进行，所以
说良好的学风尤显重要，也只有加
强学风建设,树立正确的理念，才能
让养成实事求是的学习作风, 使大
家在不断丰富和改善个人的知识
体系的同时, 学会按照社会要求正
确处理自己与他人、 个人与集体、
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乃至个人
与自然的关系。 才能不断提高自身
修养和道德品质，最大限度地挖掘
自身潜力，适应社会的需求,成长为
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有用之材。

我们更要努力做到：
1、端正学习态度，刻苦踏实，勤

奋进取。
2、 充分利用校园学习资源与

设施，拓宽知识面。
3、不旷课、不迟到，不早退，积

极参与课堂活动，专心听讲，勤做
笔记，认真作业。

4、树立积极主动，自觉独立的
学习意识和精神。

5、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及公益
服务活动。

我们大学生走在社会发展的
前沿，也正是意气风发、敢拼敢闯
敢于创新的阶段，正如毛泽东的诗
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我
们在良好学风的带领之下走向成
功。

良好学风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4级市场营销班 牛聪

古时“十年寒窗无人知，一举成名天
下知”，通过科举选拔走上仕途，被认为是
寒门出贵子。 知识改变命运，从小我们就
被期望着考大学、 出寒门而进行各种苦
读。 我们刚进入大学时满腔热血，都希望
大学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精彩。踏入云
中，校训“崇德和合，博学敦行”深深烙印
在每个学生的心里。 校徽上 1960 年预示
着学校的建立，我校是全国第二批成立的
高等中医药本科院校，为云南唯一一所中
医药本科院校。自有“教育贵于熏习，风气
赖于浸染”之说，于是学风就显得对我们
尤为重要。事实上学风对于学校来说是校
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所大学传统
底蕴和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学风对于学
生来说，是对待学习问题的思想态度和行
为表现。进入学校的我们都希望能鱼跃龙
门，学校给我们提供完备的硬件设施和优
秀的师资力量以及多平台的学习路径，我
们更应该重视学风的建设。

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崇德。吴院士关
于《志存高远身体力行》的演讲报告上，后
排的大学生竟然睡倒一片，我为此感到震
惊。是否我们该反思对长辈的满怀崇敬和
对知识渴求的激情去哪了，我们是否已经
麻木。 曾记得一次学校讲座上的一句话，
“我们可以很平凡， 可以做一个平凡的大
学生，但是我们绝不能平庸，而麻木是平
庸的其中一种表现”。 校训中的“崇德”二
字，古时言“德立而百善从之”，相对于才
而言， 德更为根本，“有德有才是正品，有

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有才是废品，无德无
才是毒品”。我们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中
医药未来事业的继承人，我们要注重自己
德行的修养。 医生是个两面的职业，可以
救人于危难，却也能伤人，做事做人德先
行。 人要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学会感恩祖
国， 感恩父母，尊
师重道。 感恩，会
让我们懂得生命
的真谛，会让生命
之间和睦相处。

敦行取自于
《礼记·曲礼上》中
“博闻强识而让， 敦善行而不怠， 谓之君
子。 ”在当代，大学生应志存高远博学敦
行。 大学给我们广泛的学习资源，优越的
学习环境，在我们 20 岁出头的年华里，应
该以博学来充实自己。 20 岁的年龄就像
一架从北京机场刚起飞的飞机，任何一点
航向的改变就会决定飞到云南或者是上
海，20 岁的人生决定和努力付出的程度
直接会给自己未来人生发展的方向带来
巨大的改变。 纵观历史名人，前期都有一
个自我约束自我储蓄的痛苦经历。董仲舒
三年不窥园；董仲舒专心攻读，孜孜不倦，
三年时间没有进园观赏一眼，董仲舒如此
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 管宁懂得割席分
坐，而后终于事业有成。 有人把大学校园
比喻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里我
们不能退缩。 冬天快要临近，我们依然要
坚守早起的习惯， 养成早起读书的好习

惯。 宿舍不是滋生懒虫的温床，仅仅是同
学们身体疲倦时温暖的港湾，前途风浪依
旧，大学生从我们自身做起，让我们把青
春的汗水泪水洒在云中这片土地上。

学习的过程无疑是辛苦的，因此我们
学习必须要注重培养严谨，勤奋和刻苦求

索的 学
习精神。
王国 维
曾言 古
今之 成

大事业， 大学
问者， 必经过

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说的是入
门之前，心中苦闷不知从何开始。 " 衣带渐
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 此第二境
也。我想这是大多数人所难能坚持下去的
一个阶段吧，执着，孤苦的心境考验着身
体每个跳动的细胞，或许有孤苦，有彷徨，
它需要无比坚定地信念和决心。 正所谓
《孟子》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 这过程考验着我们大学生的吃
苦耐劳精神和对知识的渴望与执着，困难
越大，我们进步的空间也就越大，成长也
更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 或许领会
的人更为寥寥无几了，这是种灵犀一点的
顿悟。作为云中学子的我们要本着对学习

的严谨，勤奋，理应更多的阅读古今医学
书籍，扩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身眼见，
接受外来，继承传统，学习中开拓创新思
维，更积极主动地有意识去培养自己。 加
强学风建设，首先我们从自身做起，慢慢
去影响周边的同学。

诚信，永不凋零的心灵之花。为诚信，
顾名思义，诚实守信，孔子曰“民无信不
位”。 而时至今日，诚信对于我们而言既熟
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诚信在我们的传
统文化中深刻扎根，书本文字随处可见;陌
生，是因为我们的世界似乎走到古今的交
叉路口，很多人淡忘了应该守住那一片心
中的净土。 小小的期末考试，作弊偶也可
见，我们都太浮躁，不能静下心坦诚以待。
大多数人终究会走上医学岗位这道路，将
来的每一位病人都寄予了我们很高的期
望。 在云中这片沃土，我们不仅需要的是
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我技能，更需
养成一个诚信的学风。 不欺骗不隐瞒，才
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对朋友，对病人，甚至
是陌路人，多一份真诚的感情，多一点信
任的目光，脚踏一方诚信的净土，用心浇
灌人生最美丽的诚信之花。

学风虽寥寥几字， 但是其背后蕴含的
道理却值得我们终身去践行。 出自寒门的
我们应该感谢每一次苦难过后带给我们的
蜕变， 为每一次痛苦磨练和靓丽新面孔而
欢呼。 优良的学风在个人思想品德和价值
观念以及自己成长成才和职业生涯发展中
产生的深远影响，终会让寒门出贵子。

学风让寒门出贵子
基础医学院 2012级中西医临床 1班 孙容那

欧阳修曾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
以读书为本”， 谚语里说“活到老， 学到
老”，庄子也曾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 从古至今逾千越万的文字都在向我
们诉说着同样命题 -- 学习对于人类至关
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它让我
们生活的充实， 它也将是我们生命的延
续。

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缺少关于求学的
喻世，也从不缺乏对莘莘学子的警劝。 在
物质疾速发展的今天，这些道理对于从小
就接受教育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作为
学子，我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最近被曝光
的一件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学校
也组织召开了班会让大家讨论。 2014 年 9
月 16 日下午，92 岁高龄的国家科技最高
奖获得者吴良镛院士一手拄着拐杖，一手
在工作人员搀扶下，一步一步缓缓走上人
民大会堂报告台。 他用 35 分钟讲完了以
《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为题的报告。半个小
时，吴院士坚持站着作完了报告。 工作人
员怕出现意外，专门搬了把凳子坐在报告
台上吴老的身后。此情此景让不少参会者
动容。 然而放眼台下，就在吴老做报告的
过程中，大批后排的学生一片片趴在桌上
睡去。 当天，台下坐着的是首都多所高校
近 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

作为大学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现
象早已不是偶然，甚至可以说这已然成为
一种普片现状。不仅如此，在学校里，当老
师在上面认真地讲课，却只见学生在下面
成片的玩着手机，逼得某些学校不得不下

令：上课之前必须上交手机。 诸如此类的
现象不胜枚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学生的行为
准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诸多的警世名言
我们也不是没学过。 那我们不得不思考，
我们怎么了?正所谓治病求原，我们是时
候该为我们的学习风气找找病根，开上一
剂良药了。

朱熹曾说：“读书与有三到， 心到，眼
到，口到”，三到之中尤以“心到”为首。 何
为心到， 它不仅仅表示了学习要用心，更
重要的是告诉人们要开始学习，或者说想
要学好，首先你对知识要有发自内心的渴
望，要有发自内心的敬仰。 92 岁的吴老坚
持站着作完报告，这便是老先生对于他用
毕生精力所追求的知识的一种敬仰，也是
他对传道授业的这一份事业的敬重。在学
校里老师微谏不倦地强调着知识的重要
性， 并告诉我们大学是求知的黄金时期。
然而面对这威望素著的老院士，面对那三
尺讲台上尽心竭力的老师，我们的部分同
学却睡觉，玩手机，甚至肆意地逃课。我们
这些行为已经不单只是对老师不的尊重，
我们这些行为上的缺失恰恰折射出我们
的内心对知识没有强烈的渴求，更没有求
知的主动性，甚至我们连对知识最基本的
敬仰都丢失了。

心脏是生命的发动机，那心意就是行
动的发动机。 做事先求意诚，学习也不例
外。 进入云南中医学院，第一天就让我们
学习学校的校风：“乐学、 勤学、 自主、合
作”，这四个字我们牢记于心。正如校风所

给我们的训诫，求学首先要做到 " 乐学 "，
何为乐学？乐学是愿意学，想要学，并且以
学为乐，所强调的正是对知识的敬仰和对
求知的渴望。 只有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
做到勤学和自主，也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谈
得上到合作中求进步。

所以面对现在学生的诟病，能治疗其
根本的不是一套套严而无效的准则和惩
戒，也不是空洞的声讨和责骂。 我们需要
知道学生的求知欲为什么会减弱，我们需
要探究为什么学生会普遍的丢失对知识
的敬仰，我们需要教育者帮助学生建立正
确的求知态度和方法。

首先，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对知识的渴
求。 在这个 e 时代，我们以泛泛的资讯来
换取知识，正如作家王迪所写：" 我们甘愿
被最新鲜的新闻，最流行的段子，最隐晦
的笑话填充。 我们习惯于迅速下出结论，
习惯于宣泄，习惯于大多数人共舞。 我们
错误地把信息等同于知识，又错误地把知
识等同于智慧 "。当浏览代替阅读，当单纯
的感官娱乐代替精神快乐，当文凭与能力
错误的画上等号，我们还能识别知识真正
的样子吗？我们疲劳的双眼还看得见知识
的神圣吗？ 如果连看都看不到，那追求和
渴望也就无从谈起了。 所以现在，尤其是
在学生对某些社会现象片面理解的催化
之下，甚至出现了 " 读书无用 " 之说。

再有，我们为什么不敬仰知识，不珍
惜学习的机会？ 古有杨时程门立雪，匡衡
凿壁偷光，孙康映雪囊萤，李密负薪挂角，
这些学子就算条件再绝望，也没让他们放

弃求学。然而今天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好的
教育资源， 父母提供越来越好的求学条
件，我们不但没有在这些的激励下立志学
而有成， 反而觉得学习的机会来的很容
易，来的很理所当然，从而毫不珍惜。毫不
客气的说，当进入这个物质发达，娱乐丰
富的世界，我们就在诱惑中果断的丢掉了
专心。 同时在这个不断受冲击的时代，我
们淡忘了很多自己的文化，我们忘了尊重
自然，我们忘了要时时尊重别人，同时我
们也忘了尊重知识，最后我们忘了尊重自
己。

所以要建立良好的学风，需要一剂思
想上的良药。诸葛亮告诉我们：" 非学无以
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所以在思想上我们
要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和学习的必要性，
这样才会有渴望学习的内在动力。在行动
上，我们要明确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子曰：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所以我们做学生
的要先主动思考，老师才能在合适的时候
给予启发。 在学风建设的过程中，同时也
离不开教育者帮助学生完善对学习和世
界的认知。

理解“乐学”；
牢记“勤学”；
做到“自主”；
追求“合作”。
唯求知者崇德之滥觞，唯敦行者博学

与同臻。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我中国少
年，与国无疆。

为学风找一剂良药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2011级针推专业（1）班 郭丽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