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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教育，有了学校，校风、

教风与学风是任何一所学校, 任何一
个教育工作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教
风建设与学风建设是目前高校建设
的核心，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内
容。 一所高校只有具备优良的教风、
严谨的学风以及文明的校风才能立
足于社会, 才能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
人才。

做为学校的一线教师，我们都有
责任、有义务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
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在此背景下，
方剂学全体教师经过深刻学习和讨
论，谈谈有关“三风”建设对构建和谐
校园的重要性。

1、校风是学校精气神的重要体现
校风，是一所学校的风气，是校园

之魂，立校之本，是校园文化的集中
体现。 优良的校风不仅是一所好的学
校可以稳步发展的基础，而且还是学
校品位和格调的重要标志之一。 “树
人求真传大医精诚，授业从严承岐黄
仁术”作为我校之校风 ，一直成为全
体教师心目中最崇高的奋斗目标和
职业操守。 “崇德和合，博学敦行”作
为我们的校训，也成为我们教师为人
师表的座右铭，因为有校训 ，所以我
们为人处事才有尺度。 校风是全校教
职工经过长期的努力后形成的一种
优秀的风气，它包括学校领导和机关
的作风、 教师的教风和学生的学风，
它是学校集体的、 稳定的精神状态，
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衡量一所学校
教育质量和精神面貌的重要标志。 加
强校风建设，就要充分发扬学校的历
史优良传统，不断总结 、宣传在师生
员工中已出现的优良风气；就要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具有时代
特征和学校特色的良好校园风气。 学
生是校风建设的主体，不仅要求他们
要深刻理解校风的内涵，而且要在学
习生活和言行举止中自觉地遵循它、
维护它、充实它，既要继承传统，又要
不断创新。

2、 教风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动
力和源泉

教风是教学风气、教师风范以及
教师素养的综合体现。 教风好，可以
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可以提高教学
质量。 教风好，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
度、美誉度、公信力，从而提高学校的
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
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 教风建设
的关键在教师，“学高为师 ， 德高为
范”，走上三尺讲台 ，教书育人 ，走下
三尺讲台，为人师表。 要按照江泽民
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 100
周年讲话中提出的 “志存高远 、爱国
敬业 、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 、严谨笃
学、与时俱进”的要求，使教师成为学
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优良的教风是大学精神和校风的重
要组成部分，一所高校如果没有优良
的教风学风， 就不可能有好的校风，
就不可能有良好的人才培养。 " 无规
矩，不成方圆"，没有好的制度，教风建
设就无章可循，有了好的制度 ，还必
须进行有效的监督 ，只有这样 ，才能
把教风建设落到实处。

3、学风是学校培养学生良好品德
的重要途径

学风，简言之，是指学习方面的
风气。 学风是学生在校学习生活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 它不仅是

学生学习态度的综合反映，也是一所
学校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方
法的综合反映，体现着学校的品味和
格调。 对于学生而言，它既是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的重要保证，又是培养学
生良好品德的重要途径。 优良的学风
不但是一种氛围，使置身其中的学生
受到感染和熏陶 ， 而且还是一种动
力， 使学生感到一种压力和紧迫感，
促使学生不断进取向上。 同时，优良
的学风还是一种约束力，起到制止不
良学风的产生。 我校需要通过加强思
想教育，规范课堂教学 ，加强课外学
习，严格学习和考试管理 ，丰富校园
文化活动等来加强学风建设，这不仅
可以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且在
将来毕业以后走入社会的时候，有良
好的学习习惯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
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校风、教风和学风是一个学校在
学习、生活、工作、思想 、纪律等综合
风貌的集中体现。 良好的校风、教风
和学风是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
条件；是培养优秀人才的保证 ；是测
评良好学习环境的标志。 有了好的校
风教风 ， 才能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
围， 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 。 “风 ”与
“气” 是一对孪生姐妹， 古语早就有
“大养风化”只说，因势利导才能 “大
养风化”、“大气磅礴” 又不显张狂之
态，做到“大象无形 ”；背道而驰则是
伤风败俗、乌烟瘴气，又故步自封、囿
于一时一室。 所以拥有良好的校风、
教风和学风，不仅可以很好的展现出
学校的优良风范， 构建和谐校园，而
且还会让学校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
前程。

浅谈校“三风”建设对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性
基础医学院方剂学教研室 马凤丽

环境影响心态，心态引领环境。 当
人们看到这句话时，不知道会有怎样的
想法。 我也不知道从何时起，脑海里有
了这样的思考，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
的人，组成了我们多彩的生活。 当然对
于相同的事， 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
法。

近日，我们关注的热点，92 岁高龄
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
院士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名为《志存
高远 身体力行》的主题报告。 在吴老作
报告的过程中， 大批后排的学生" 倒"
下，趴在桌上睡去。 而台下坐着的是首
都多所高校近 6000 名新入学的研究
生。 他在台上的时间不过半小时。 这一
现象引起无数人的反思，对此一事许许
多多的高校针对学校的三风建设展开
激烈的讨论。 掀起了高校三风建设的热
潮。

高校的三风建设，校风、教风、学
风， 学风是校园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是
校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归宿 ;教风是基
础 ,是前提 ,是良好学风的根基和导向 ;
而校风则是教风、 学风的综合反映 ,是
高校师资队伍精神面貌和优秀校园文
化的展现。 三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的统一体。 学风，教风，校风三者之
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从一定意义上
讲，校风涵盖学风和教风，学风和教风
折射校风，其中学风是校风的核心和集
中反映。 另外，学风，教风，校风三者之
间是有机的统一体， 三者密不可分，存
在联动关系，任何一方面的建设优化和
改进， 都离不开另外两方面的有力支
撑，任何一方面遭到破坏，必然波及另
外两方面。 因此， 高校在建立学风，教
风，校风时，必须按照“系统论”的要求，

实行整体化建设，一起部署，一起建设，
三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

三风建设的重要性在我耳畔响
起。 脑海中忽闪过一句话，“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人。 高校
三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我们的
成长。 就像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的就
熟，不知道是否贴切。 有时同学聚一起
会开玩笑说" 云南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啊！ "虽说是开玩笑，它却有一定的道
理。 简单的举个例子，在一个宿舍里，要
是有一个同学喜欢打扮自己，其他的宿
舍成员也会慢慢开始关注自己的衣着，
一个宿舍有一同学喜欢通宵打游戏的
话，其他同学慢慢的跟着晚睡。 根据以
上的推论， 一个高校的三风建设的好
坏，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我们的处事的
态度。 往往处事的态度是成功之路必备
的测考点，高校三风建设刻不容缓。

然而， 一个问题的产生往往不止
一个方面的问题。 现在会有一种说法就
是“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学不好的
学生”，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就拿
吴老讲话的例子来说，吴老在台上站着
做报告，下面的学生坐着睡着了，这不
仅反应出学风的问题，同时也暴露出学
生心态的问题。 学生听报告，本是个很
值得珍惜的学习机会，有的同学却趴着
睡觉， 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就不接受，
去听报告不是自愿的，是被强迫的。 做
事的心态不同，结果也会受到心态的引
领。 一个学校没有好学风，学生在这样
的环境下，学习的心态自然就发生了变
化， 学习的乐趣和意义其他东西替代
时，谁还会去喜欢它呢？ 想在一个没有
书香气息的环境下学习，除非你心静如
水，但在这样的花季年龄里，有谁又能

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
书了”。 也许是教育模式的影响，现在的
学生心里， 学习好坏不再是自己的事
了，却变成了家长和学校的心病，家长
挤破头的要让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学
校，托人找关系等等，学生就在一旁看
着家长。 不再是说你成绩好才能进好的
学校， 无形中也让学生产生了依赖心
理，读书不是我自己的事，父母自会操
心。 来到好的学校，学校想尽各种办法，
让学生有好的成绩来回报家长，学生的
心态又发生了变化，我学的好坏是老师
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反正我自己不
学，老师也会想尽办法让我学的。 让学
生对学习部在看重即使上课睡觉，也是
无所谓的，上课在他们的脑海里只是一
种形式的问题了，上课是为了应付家长
和老师， 不再是为了学习而上的课，这
种可怕的心理就在这样蔓延着。 心态不
改变，学习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就是件痛
苦的事。 学生是学校的主力军，一所学
校想要拥有良好的“三风”就必须从主
力军出发，互相带动来达到目标。

我校的校训是“崇德和合·博学敦
行”， 全句意思是推崇高尚品格追求团
结和谐具有广博知识勤勉加以践行。 八
字校训让我们明白学习的重要性和学
习的方法， 也让我们明白了学习的真
谛。

作为学生，端正学习的态度，从自
身做起，是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学生身份
的肯定。 学习是自己的事，一定要明确
此观点。 为自己的人生路树立一个正确
的方向标。 学校的“三风”建设，作为学
生的我们是绝对的受益者，做好我们当
学生的本职，是对学校"三风"建设的肯
定与支持。

中药学院 2011级中药专业（2）班 付现春

高校“三风”建设心得体会

良师如聚 ，书海如怒 ，云中
上下求学路。 望前路 ，意坚定，
开怀之风经行处，低迷颓废都做
了土。 兴，青衿幸；亡，青衿苦。

“百行以德为首，德立而百
善从之 ”；“天帝和合 ， 生之大
经 ”； “博学而不穷 ， 笃行而不
倦”；“博学强识而让， 敦善行而
不怠，谓之君子 ”这是多么美好
而真挚的期盼———崇德和合，博
学敦行。 学校给了我们坚强的臂
膀 ， 我们又怎能让炙热的拥抱
失去温暖？

“余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
达执经叩问 。 ”这是一代文学大
家宋濂年少时的真是感受。 回首
历史，学堂及书院的设立与招生
都起步较晚，莘莘学子为了求学
所谓历经苦难，也许也是九九八
十一难。 求学难，难于上青天。

近代，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
下，我们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 可惜学校招生也颇为苛刻，无
数双求真知的眼里都是黑色！ 悲
哉！ 悲哉！

而我， 不禁要仰天大笑，长
叹庆幸！ 我庆幸生在公平求学的
时代 ！ 我庆幸，求学于云南中医
学院！

我爱云中的一草一木 ，一
花一鸟，一砖一瓦……云中的点
滴充满了秦汉的气息，空气中弥
漫着，那淡淡的，淡淡的，书墨文
人香。 校风啊，请尽情的吹拂吧，
吹动美丽的花木，吹醒沉睡的心
灵，吹涌浩瀚的字海。 让树人求
真传大医精诚，授业从严乘岐黄
仁术的和旭之风吹遍整个学校！

孔子云：“举一隅不以三隅
及,刚不复启焉。 ”这在当时被人
们所推崇，在今天也成为不少人
逃避教师责任的借口。

每每看到如此事例，感伤之
余满是得意，每位云中学子都可
以自豪地说我为有一位优秀的

老师而自豪，未选择云南中医学
院而无悔。

我想每位云中老师的心上
都镌刻着这样的铭文--师者 ，
传到授业解惑也。

老师全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为学子们树立了一座座丰碑，一
件件白大褂已失去了刺眼的光
洁，却藏满了的关爱和深厚的知
识。 每一个清晨，每一个晚上，灯
光下闪动的身影都会有我们可
亲可敬的老师。

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 黑板上擦去的是功利，
留下的是真理；三尺讲台也能描
绘大千世界。 老师永远给出的是
海，尽管学生要的是一滴水。

“志不行，顾禄位为锱铢；道
不同，视财富为粪土。 ”不错的，
我们的老师淡泊名利正 《宋史》
所说， 我们的老师淡泊名利，志
存高远。

在远去的多年里， 云中收
揽了吴佩衡。 戴丽三，姚贞白，康
成文云南四大名医几多位师德
医德高尚的先辈。 就在不远的几
年里，以李玛琳教授为带领核心
的科研院队取得了复方南极蓝
根片，通窍鼻炎片等多种中药制
剂的专利权 ， 给大众带来了便
利。 其中朱赵云教授团队历时几
十年，行程八十余万公里 ，充分
了解云南低纬地带植物的生长
及药用状况，编撰了 320 万字的
《云南天然药物图鉴》。

学校还积极发展， 走向世
界，与西班牙合作建立了秦罗尼
亚———云南中医学院，将中医文
化远播海外，成为辐射周边的文
化交流平台。

在这远大的志向引导下，学
校的未来定是辉煌。

子帅一正，谁敢不正？ 老师
给学生们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
的，深远持久的。 差之毫厘，失之

千里。 细节总是重要的，对于医
学生来说，细节是决定生死的。

老师要求学生严谨，每一个
细节都不会放过， 每一个习题，
每一个知识点， 每一步的操作，
都要求我们尽善尽美。 就连我们
认为简单的不能再降单的戴手
套都要仔细的示范， 一丝不苟。
医学生必须克服怕脏怕臭怕恶
心的心理障碍。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
事要躬行。 ”医学本就是在实践
中得出的经验和技术，也只有不
断实践才能给博大精深的医学
注入生机与活力。 所以，学校历
来重视学生的实践，给学生提供
了很多机会，学子们也是在实践
中养成了求真务实的学风。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子们记
住了这句理性名言。 每天总有许
多早起的同学在小花园 ， 田径
场 ， 图书馆晨读或者安静的自
习。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金粟。 勤学，
通向书山的捷径。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
则殆，中医学院的同学深知这一
辩证关系。 所以，一场场思辨会
总会在眼前呈现。 同学们总能抓
住一次次辩论会大幅度提高自
己的思考能力，造就了善良的学
风。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
辨之，笃行之。

和煦温馨的学风，拂过云中
的每一个角落 ，暖了大地 ，厌了
师生。

山蕴玉则不朗， 水含珠则
川媚，校有三风则强 ，我已被学
校三风所倾倒，并为之衣带渐宽
终不悔。 校风，学风，教风，并驾
齐驱，定会让云中走在康庄大道
上。

“三风”建设优秀论文选登（二）

今年 9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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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情此景让不少与会者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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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个事例，我沉思着，我们新时期的大学
生难道真的有这么差吗？ 事后我认真的在网
上查阅一切有关于大学生的文章、新闻，我发
现近年来，我国高校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使高
校发展迅速，育人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特别
是教学改革的深化， 更为学生的成才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大
多数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这大好时光和有利条
件不断的积累知识，充实自己，同时他们还关
心国家的前途、命运，积极上进，有创新精神
和竞争意识，刻苦学习，诚信为先，健康成长，
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朝气和活力。

与之相反，我还发现，在大学校园里，有
很大一部分学生，他们意志消沉，不思进取，
经常逃课， 整天泡在网吧沉迷于网络游戏或
是窝在寝室沉溺遇武侠小说之中。 平时不努
力，临时抱佛脚，考试作弊，总想侥幸过关，经
常违反校纪校规，而且屡教不改，个别人甚至
常年见不到人影，从不上课甚至考试。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这一部
分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学生之所以会如此
消沉，不是因为学校没有良好的校风和教风，
很多原因是因为被个别学风差的同学所"感
染"， 而这些学风差的同学因为思想道德素质
的低下， 没有真正的从思想上正视学习这件
事！

加强三风建设，首先要从根本上抓起，即
从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上抓起。 许多大学生的
传统思想， 认为考上大学后一切都可以不管
了，一切有学校、国家包揽下来的错误的传统
的意识。 想要从根本抓起就应该在学生入学
前更改这种错误的思想。 如果周围的同学都
在看书复习功课而你一个人在那里疯狂的打
着游戏，你不会不好意思么？ 所以，环境可以

改变人生。
校园文化是师生精神风貌、 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 师生精神
风貌是校风的最直观的表现， 教师的思维方
式与价值取向关乎教风的好坏， 学生的价值
取向和行为规范则是对学校学风最好的诠
释。

我深切得体会到了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
尤其是云中学子来说良好的三风建设是多么
的重要。 作为一名大学生来说，只有努力加强
自身学习，在走向社会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建
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 认真、刻苦学习
文化知识，努力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 困难的
事争取去做，开了头的事认真做完，对挫折和
失败不灰心，想方设法战胜困难。 有奋发向上
的信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学会在家庭、学
校、社会上待人接物的日常生活礼节，作风朴
实，刻苦踏实，注重效率，讲求质量。 有自己的
目标、爱好，兴趣广泛。 把学习当作需要，有良
好的学习习惯。 制定计划，独立按时完成学习
等任务。 掌握学习方法，珍惜、合理使用学习
时间，争取更大进步。 会动脑，爱思考，善观
察。 学习中能提出疑问，考虑学习方法，主动
阅读课外书籍。 善于动脑动手动口， 勇于实
践，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学生建设好学风的同时， 教师也应该
努力改善自己的教风水平。 通过深入、持久的
师德教育、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使每一个教
师都能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 努力为学校增
光添彩，做到爱校，树立敬业意识。 立足本职，
争先创优。 努力追求“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
天学校以我为荣”。 爱岗，增强忧患意识。 勤奋
工作，无私奉献。 经常想到“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工作”。 爱生，培养师爱意识，热爱
学生，以身作则，真正做到一切为学生着想，
一切对学生负责。

一代又一代的云中人始终坚持以中医药
学科为主体，发掘和建设民族医药，云南医药
资源特色学科。 致力于为云南中医药事业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 呕心沥血打造
云南中医药、民族医药人才的摇篮；且在“崇
德和合，博学敦行”的校训精神的引领下，艰
苦创业，求真务实，在教学实践中严格要求自
己，遵从教育人才追求真理，传扬医术精湛之
处，传授学业遵从严谨，继承黄帝内经仁德之

术，形成了“树人求真传大医精诚，授业从严承
岐黄仁术”的校风。

云中有优良的校风、云中老师有严谨的教
风、学生有良好的学风，且经过多年的积累和
沉淀，学校“三风”已经形成了良好发展态势。
但所有的云中人并不会只满足于现状，只有不
断加强三风建设，云中才能做到又好又快的发
展，才能更加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校风、教风和
学风。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事业担负着我
国的重任，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宏图伟业中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教育面临着极其繁重的任
务，繁荣教育科学，进一步加强云中三风建设，
营造勤奋好学，求实创新的学习风气，创造秩
序井然，积极向上的教育环境指导学横的日常
生活， 鞭策学生努力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
识。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
名大学生，一定要立足自身的专业学习，一定
要研究前沿，树立一种终身学习的态度。 在人
类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从无知到有
知，从有知到不断拓展新知的过重中，竭诚的
学习，一直是科研工作的得以成功进步的首要
条件。 同样一个优良的校风及教风对每一位
莘莘学子都有着极大的激励，就像美国西点军
校在那严格的校风教风下造就那么多为国家
做出贡献的人才。 所以学校的校风、老师的教
风、班级的学风建设是衡量和评价一所学校的
办学品位，育人环境和社会声誉的重要标志。
班级是拉动社会进步的源头。

优良的校风可以激励我们认真向上，优
良的教风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获得更多的知
识，优良的学风可以让学习成为乐趣。 在老师
和同学的帮助下，加强自身吃苦耐劳的韧劲，
帮助身边不能控制自己的同学，一起努力建设
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从学风上做起，从而加
强我们的教风、校风。

只有在一个良好校风的熏陶下， 严谨认
真的教风，刻苦勤奋的学风就会自然形成，“三
风”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良好校风、教风、
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需要我
们每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去思考，去努
力，去奋斗。

学校建立良好三风， 形成一股温暖人心
的暖流，让每一位学生，每一名教师，每一个干
部都感受到三风的暖意。

药学院 2013级药物制剂班 宋渝

“三风”建设 你我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