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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有时真觉得缘分是一个妙不
可言的东西。 生命往往因一些不经
意的选择而改变———就好像我来
到了云南， 选择了云南中医学院，
选择了中药学。 虽然我最初的规划
是在未来成为一名悬壶济世的医
者，但选择了中药，我并不后悔。 不
是因为自暴自弃，也不是既来之则
安之的自我妥协与安慰，而是因为
中药之美深深的吸引了我。 对我而
言，她不仅可以是武侠小说中的丁
春秋、唐门毒药 ，她更多的富有了
一种了灵性———就像是在中华大
地上修炼了千年的精灵，吸取天地
日月之精华，率性而为。

中药，是率性而为的精灵。 她
灵秀、自然、诗意。 中药，她并不是
一开始就被冰冷的仪器精密死板
的制造，然后被逼无奈躺在暗无天
日的锡箔板等待着被拿取服用。 相
反，她本身就是鲜活的生命 ，诞生
在天地之间。 不断地吸取着精华，
努力生长，最终集齐了大地山川之
灵秀 ， 开始慢慢地步入我们的生
活。 中药，就如同人类一样，是一种
高贵的生命。

中药的服用也是一件自然诗
意的事情。 从某种程度常说，中药
更像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佳酿而非
药物。 服药，如同品茶，品茶，先尝
其苦，再品其芳香；服药，亦先感受
其腥，而后了然其文化。 服用中药，
就如同品茶一般 ， 不需要多么刻
意，就在不经意间 ，你就已经接受
了她神奇的疗效，领悟生命的起承
转合。 同样的，这刻，你的不适会回
归自然，甚至于你只是单听药的名
字你就会觉得你的心灵得到了放
松 。 麻黄 ，性辛 、微苦 、温 ，归肺
经，膀胱经。 如同这般，当你在抑扬
顿挫的吟唱着她们名字和药效的
时候，就像是在低吟着流芳千古的
诗篇，一种淡淡的诗意就在不经意
间涌入你的心间，荡涤你躁动不安
的内心。

中药， 是洞悉万物的智者，她
聪颖，懂得取舍。 如同人类，需要历
经千难万险才能抵达巅峰，中药也

一样，在发挥作用之前需要经过一
系列的诸如炮制配伍的工序。 像我
们经常说的 “入盐走肾经 ，用醋注
肝经”。 此时的中药已经有了一种
自主选择权，她会根据自己作用于
何处而选择融入怎样的环境。 “白
沙在涅，与之俱黑；蓬生麻中，不扶
而直”。 中药， 就像是一个洞悉世
间百态的老者 ，因时制宜 ，因地制
宜 ，使自己更好的贴近环境 ，融入
环境，使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

中药，因为是生命，所以不完
美 ，所以她更懂得取舍 ，更懂得选
择。 于是在她的生命中，有了“七情
和合”——— 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
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相使者，我
之佐使也；相畏者，受彼之制也；相
杀者，制彼之毒也；相恶者，夺我之
能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 凡此七
情，合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
勿用相恶相反者。 若有毒制宜，可
用相畏相杀者，不尔不合用也。 ”这
是她的智慧 ， 选择适合自己的搭
档———多么可爱的中药啊， “择其
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断绝交往
之”，就好像是睿哲的炎黄子孙，散
发着智慧的光芒。

中药，是舍身忘我的勇士。 作
为祖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她经
历了千百年中华文化的熏陶，身上
也渐渐有了中华民族博爱、奉献的
精神。 中药，她本身就是一条珍贵
的生命 ，但存在得低调 ，甚至隐于
三餐，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她的
存在 ，但只要有人身体抱恙 ，她便
会无所保留 ，陨灭自己 ，让患病的
生命以最小的代价 ， 换得痊愈如
初。 她活着，我们感觉不到她，她奉
献了， 我们才知道她存在的意义。
这便是一种美， 一种奉献之美，生
命之美！

中药，就好似是窈窕淑女。 纵
然我不是谦谦君子，亦是无法放弃
追寻她美的步伐。 她的美就好似是
我心中的日月，哪怕在这条追寻的
路上荆棘密布，为了接近那高山之
巅 、冰雪之尖的光明 ，我亦永不退
缩，甘之如饴！

中药———腹有灵性气更美
2013级中药 2班 付佳佳

初冬的昆明，阳光依旧。 我们记者
站一行有幸的拜访了我校 2005 级中医
专业的张小贝学长。 他，2009 年毕业于
云南中医学院中医骨伤专业，毕业后开
始创业， 创立了云南康秀科技有限公
司。 现主打“云南中医”微信平台和国医
在线平台，致力于打造一流的中医药新
媒体平台，用新媒体技术去传播中医药
文化和技术。

大学： 一切准备都是值得的
2004 年，张小贝学长从千里之外的

甘肃孤身来到云南中医学院。 作为一个
农家孩子， 他比同龄人显得更加成熟，
对自己人生的规划也更早。 在大学里，
他没有选择浑浑噩噩的度过，而是注重
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他发现有很多事
情需要从头学起， 很多东西要从头开
始，他相信：“事情是做出来的。 ”

2004 年刚入记者站的他， 常常因
为忙着去贴海报被同学开玩笑是免费
劳动力，但是这并未影响他对记者站工

作的热情，因为在他心中明确的知道自
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为了眼前的利
益去斤斤计较。 他说，“记者站培养了自
己的综合素质， 现在需要的写作能力，
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也都是在记者站
训练出来的。 ”2007 年“联想杯”网页设
计大赛，老师派他去试试看。 没有任何
基础的他，借书钻研，最后制作了“云南
中医学院大学生记者站”的网页，获得
了三等奖。 后来还为校团委制作了网
站，在实现了静态网页转动态网页的大
难题之后，积累了很多经验的他，制作
了 2007 年学校本科教育评估网站。 那
个时候学校有大事就会叫他参与，他也
体会到了自己的价值。 他在记者站工作
了 5 年，就算大五实习期间也还在帮着
老师设计活动方案，他认为，机会和想
法就是在实践中一步步积累起来的，而
他也正是靠着在大学生记者站工作的
经验选择了自主创业的道路。

创业：坚持梦想，是良好的品质

刚毕业的张小贝，凭借制作网站每
个月已有一万的收入，当时给他安排的
实习是在一家医院，安排到手的工作总
是制作 PPT 和展板， 没有挑战的工作
让他想到长此以往二十年后的自己不
会有成就，于是毅然决然离开了实习岗
位，开始了创业。

创业之初总是艰难的， 因为种种
原因合作者陆陆续续都知难而退了，只
有他选择继续坚持着，这样一个坚持又
是 5 年。 他并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渐
入佳境， 创立起了自己的网络科技公
司，已然小有规模，拥有了自己的员工，
向着自己的最初的梦想向前迈了一大
步。 在寻找事业的过程中，他回顾自己
的经历猛然明白中医药是开启他与社
会接轨的起航点也应成为自己事业的
落脚点。2013 年，他抓住机遇，在继国家
级“中国中医”微信平台创办后，迅速组
建创办“云南中医”，一举成为全国省级
单位中第一个有关中医的微信公众平
台。 平台推出一个半月，其关注度和知

名度迅速提升。 为了使微信公众平台更
加实用，满足更广大人群特别是中医药
专业同学的学习，张小贝提到创建中药
图库让大家更好认识中药，创建中医词
库使中医变得不再神秘，创建针灸穴位
图库让非专业人群自我保健，让专业同
学能方便快捷更好学习。 虽然这只是现
阶段的构想，但是微信平台的硬件设施
已经具备，剩下的是实行和操作，相信
“云南中医” 微信平台会让更多的人了
解中医，学习中医。

未来：抓住机遇，脚踏实地
就业难是让很多毕业生头痛的难

题，而学长的经历告诉我们，企业永远
是缺少人才的，只要充实自己，完善自
己，机会一定会悄然而至。 他希望自己
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所
在，脚踏实地，今后在社会上，在工作中
能把自己的所学专长发挥出来，能让博
大精深的中医文化走的更高更远，这才
是中医人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事情。

回望自己的创业历程，张小贝学长对云
南中医学院充满了感激，是母校给了他
一个锻炼成长的平台。 对于自己的事业
他很有信心，他将坚持到梦想开花结果
的那一刻，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正

如他说：“所有的都在于坚持，把困难逾
越了就是成长，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会
了，一些路径也为你开通了。 ”

张小贝：是梦想家更是实干家

天气渐渐转凉的十一月，枫叶已悄然变红。 漫步校
园， 有这样一群人被大家津津乐道。 是否还记得，2014
年迎新晚会中他们表演的小品《云中相会》让所有观众
捧腹?而这个节目的演员也成了校园中的名人，他们便
是药学院话剧社，2014 年 11 月 19 日，我们有幸采访到
了这个团体。

话剧表演中，最难的往往是下一个角色，因为存在
着太多的未知，《云中相会》许仙的扮演者赵腾说道。 话
剧社在云中的历史是比较短的，成立不过一年左右。 话
剧社的创办初期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阻碍。仅仅是策
划案就被退了不下十次。 当它终于初见模型时，各种新
的问题又接踵而至。无论是道具还是排练场地都需要从
零开始。那个时候作为社长的郭美琪面对的压力是很大
的。 她不是没有打过退堂鼓，可是看着自己和一起创办
的同学投入了如此多心血的组织正一步步走向正轨，她
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小品《云中相会》的成功与话剧社
全体成员的努力息息相关，据悉，这个小品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歌曲“北京欢迎你”，剧本创作花费了两周时间，
前后共计修改 79 次，总共筹备两个月零十天，真可谓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但当我们问道他们准备的过程
中有没有人想过放弃时，他们告诉我们，虽然经常排练
到宿舍楼关门，但演出的成功，让他们都觉得这一切付
出都值得。现在的话剧社，已经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团体，
负责人郭美琪说，话剧社除了表演人员外，还有很多后
台人员。那些在幕后默默付出的部门，繁琐的道具服装，
引人入胜的剧本情节，精美绚丽的手绘海报。道具组、编
剧组、导演组、都为每一台话剧负责。

一路青春肆意，一路奋斗不止。 是话剧社的同学们
的永不言弃，亦是老师们的鼓励支持。在此，愿我们的话
剧社能够越走越远，让舞台能够永远因你们而精彩。

我们一直在路上
———采访药学院话剧社

（本报记者 左笑菲 钱鹏旭 黄庭皓）

国家教育部最新出台的大学生健康
体制标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
并且将体能测试与毕业证挂钩，不达标的
将无法获得毕业证。对此你有什么想吐槽
的么？

the�onion
# 运动?# 我觉得加强体能测试刻不容缓。
运动好处多多，长个儿不用说，更能够提
高身体素质昂。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
的平均身高在亚洲是排名倒数的，这免不
了和运动量有关，日本小学生平均每天要
跑两公里，而相较之下，跑 800 就已经气
喘吁吁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体育锻
炼呢!

琪琪
# 运动?# 运动会前后总能看到好多小伙

伴走出宿舍，去操场或者环校跑步。 但是
平时却难觅他们的身影，所以锻炼还是坚
持的好，三分热度，效果不大啊!

马 大 咩
# 运动?# 什么?!体质标准又提高啦?!这可
着实让我这个小胖子忧心……可是看看
运动场上小伙伴们飞扬的身影，我也好想
加入她们耶! fighting!看见操场也不怕不怕
啦，我体质比较强，不怕不怕不怕啦!

星辰
# 运动?# 我认为新出台的健康体质标准
是比较科学的，当前，大学生的体质普遍
令人担忧，加强大学生的体质锻炼是很有
必要的。 而且，目前的大学生运动会不太
能够激发大家对运动的热情，也没有向同
学很好的传递运动的精神，这是值得思考

和改进的地方！

左左
# 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我觉得国家越来
越重视运动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以强
身健体，而且还可以提高智力，运动员们
的背后付出的很多，我们应该给他们鼓励
与敬佩，我采访过我校的田径队，伤痛是
他们不能避免的，并且他们不能永远的在
赛场上奔跑，但是他们说他们会把运动当
做他们毕生的爱好不会去放弃他它。 所以
我觉得我运动我快乐，在这里我想向所有
的运动员致敬!

向日葵的人生
# 运动?# 以前的我喜欢在远处观望别人
比赛，为他们呐喊助威 ;现在，即使水平不
高，依旧喜欢上场运动，体验运动后疲倦

的身躯却快乐的心情~

当归
# 运动?#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即使学习成
绩再好，身体不好，都是无用的。 我们是祖
国的未来和希望， 体能测试和毕业证挂
钩， 这种做法可鞭策学生加强体育锻炼，
能为祖国培育更多德智体兼备的栋梁!

你就不要想起我
# 运动?# 运动是运动员奋力拼搏的冲刺；
运动是啦啦队声嘶力竭的呐喊；运动是后
勤部细心完善的准备。 运动，联系着每一
个人，我们因为运动而激情澎湃，而热血
沸腾，而自豪骄傲。 运动真好，运动会，真
棒!

（此话题讨论内容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yzjzz1999）

微话题讨论： # 运动？ #

我校大学生艺术团舞蹈队成立于 1998
年 3 月，她们以“舞动校园气氛，丰富课余活
动”为宗旨开展了许多活动和演出。 相信大
家还记得迎新晚会上的她们吧， 从爵士舞、
现代舞的惊艳到哈尼族舞、 佤族群舞的震
撼，从时尚动感到民族风情的跨越，她们精
彩的演出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
在，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来看看台下
的舞蹈队吧。

舞台上，最耀眼的灯光照在她们旋转的
身影上。 舞台下，最艰辛的汗水洒在她们勤
奋的身影上。 初升的太阳，夜晚的星辉见证
了她们轻巧舞动的每一个瞬间， 那么美丽、
动人。

“为了这次迎新晚会的演出，我们去年

9 月份便开始准备了，
由于时间的改动和学
校给我们限定的节目
数量 ， 我们一直在排
练，甚至有一段时间每天的
课程一结束就得去舞蹈室
训练，训练十分紧凑，却不觉得累，我们热爱
舞蹈，在跳舞中，我们能得到快乐，获得友谊
与默契。 ”舞蹈队队长张琦这么说道，看得
出，于她而言，舞蹈队是一个让她感到温暖
开心的大家庭。

过去的演出中，她们一起拼搏，一起奋
斗，拿过不少奖项，美汁源的舞蹈大赛一等
奖、雨花艺术节组织奖等等。 她们在获奖的
同时也将自己的美丽与精彩展现给了更多

的人。 当我们问到张琦
队长对这次迎新晚会
的表演是否满意时，她
认为还是很不错的，晚

会前她们每天都在排练，大
家的进步非常大，最后一个

节目她们给了新生机会，由她们来表演，意料
之中，她们并没有让大家失望，节目非常出
色。这次的迎新晚会反响很好，许多新生在晚
会后十分强烈地向她们表示自己希望加入的
心情，于是她们便决定再进行一次招新。 她
提到，舞蹈队决定举办一次专场，对于这个决
定，她笑道，这是她们第一次举办专场，所有
的事情都要从头开始，没有先例，也没有什么
可以借鉴的，虽说如此，但是可以看出来她们

自信与期待的光芒在对话中隐隐绽放。
从加入舞蹈队的最开始，到不知不觉坚

持走到的现在，一路上，遇到过很多困难，比
如说舞蹈房的场地是共用的，总会有一些不
便; 还有刚刚加入舞蹈队的同学大多数是零
基础的，训练时难免会遇到一些困扰;以及每
次出演的经费、服装、道具等等都需要她们
自己去准备。 所幸，每次遇到的问题都在大
家的齐心协力下成为了成功前的小前奏。

舞台上，精灵们轻盈地舞动，她们旋转
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道绚丽的轨迹，希望
这群精灵们能为云中带来无限的美丽。

旋转的精灵

（本报记者 王俊钰 姜秋宇 双琪星）

———采访校舞蹈队

2014 年迎新晚会表演现场

人
有
千
张
面

牛铃儿响阿瓦山

crazy�day

校舞蹈队

———采访云南康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中医”微信运营商、我校 2004 级大学生记者站站长 张小贝

（本报记者 王雅欣 唐磊 马杨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