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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上池，漫漫岐黄之道。 悠悠云

中，扬扬五行之义。
学风， 是谦谨求学的态度之端，是

老师严禁治学的态度之然，更是彬彬做
人的态度之要，学风不仅仅是一所大学
的气质和灵魂，更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
本。 学风密切关系着学校的发展和人才
培养,是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社会声誉的
重要因素。 优良的学风是激励学我们奋
发向上、努力成才的深沉而强大的精神
力量，学风是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
育方针，提高育人质量的重要保证。 开
学以来，我班坚持以创建优良校风活动
为中心，全班师生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
到我校校风建设活动中，扎扎实实地推
进了我班贯彻落实的校风建设。

云南中医学院自建校以来就秉承
着“博学敦行 崇德和合”的校训，在 50
多年办学历程中，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为己任，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师资
结构持续优化， 办学特色日益凸显，科
研实力明显增强， 产学研结合特色鲜
明，办学影响力显著提高，综合办学实
力不断增强，已是名副其实的具有极大

影响力的高校。 其浓郁学风更是萦绕在
风景怡然的校园里的每个角落。

班会上我们针对学风建设进行了
一系列的认真讨论，对于我们来说良好
的学风不仅仅是要求我们好好学习，遵
守纪律，保持校园整洁，因为这些只是
我们作为云中一份子应该做到的。 而
良好的学风更是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恪
行“崇德和合 博学敦行”的校训以将大
医精诚的意义传承发扬。 但是，当我们
静心沉思，回眸再去认真地检查我们过
去的一些微小如沙般疏漏和瑕疵的时
候，就会发现我们距离理想中良好校风
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多的行为需要
我们去认真改正。 班会上我们深刻反
思我们在校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校
园里，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个
别的同学会不经意地随意丢弃纸屑，随
手丢弃塑料袋等。 可能在他们眼里这是
小事情， 我们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可
是大多数的同学对这飘飞的垃圾视而
不见，甚至熟视无睹，那么这与扔垃圾、
塑料袋的同学又有多少不同呢？ 所以我
们要以此为戒，能够主动的捡起来送到

垃圾箱里，保持校园的优美整洁，这同
样是一种责任。 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校
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它是我们的
家，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干净整洁的
校园，让我们赏心悦目，更可以看出同
学们的良好道德品质，我们有责任来保
护它。我们
更 要 清 楚
的 看 到 自
己 的 责
任 。 我们
要明确校风建设的
重要意义，积极行动
起来，以创建优良校风为己任，从严要
求， 做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大学
生。 培养文明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时间
观念、自控能力、公德意识和集体观念，
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规范行为举止，强化
日常管理，努力建设和谐的学习氛围和
宿舍、班级环境。 也就要求我们从日常
的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树立起同
学们的榜样，带动更多的同学。

班会上我们针对 92 岁高龄院士作

报告而台下学生睡成一片感到深深自
责，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对院士以最高
的尊重与认真，不能因为无聊而在台下
睡成一片， 这是对 92 岁院士极大的不
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作为新时
代的大学生我们身上肩负着实 “中国

梦 ” 的
重大责
任 ， 尊
重 师
长 ， 严

于律己更是我
们本身应尽到

的职责，只有做到更好祖国的希望之火
才能熊熊燎原！

回顾本身， 我们是云中的新生，我
们对学校充满了好奇与热爱，各具特色
的社团，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清新怡
然的校园风景无一不深深吸引着我们
好奇的目光。 我们班是市场营销专业，
但我们仍是抱着对学医之情的深深敬
畏。 57 个人组成的班集体更是我们在云
中的家，我们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在学
习上更是一丝不苟严谨求学 ， 图书管

里、自习室里、语音室里、老师的办公室
里都有我们班上同学谦虚好学的身影，
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
着“博学敦行 崇德和合”的校训校风。

为了更好地响应学校校风建设以及
班级更好的学风氛围，促进我们班级更
好的发展与成长、有更加美好的前景与
踏实的学习基础，我们在班会上号召同
学一起参与建设更好的班级学风制度
与目标，举措如下：

①从严要求班级干部， 把班级干部
在建优良校风学风活动中的模范作用落
到实处。 ②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校风学
风教育。③.利用课外活动组织“学生课外
学习兴趣小组”。 如人文与管理学院在前
段时间组织了帮扶暂行办法以提高我们
的学习效率④开展学生学习的“一帮一”
活动。 在学生中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⑤加大对学习成绩优秀、 成绩进步学生
的表彰力度。 不仅以成绩优异作为评定
学生奖学金的标准， 而且对未能评上奖
学金但成绩进步的学生， 用班费给予奖
励。 ⑥对优良的学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有了初步的探索。 即优良的学风应该是

学习目标明确的学风、 是学习勤奋努力
的学风、是具有考试诚信的学风、是脚踏
实地努力的学风、是学以致用的学风。 只
有我们认真履行才能为学校良好的校
风，班级良好的学风建立良好的开端。

通过此次班会我们更加清楚的看
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责任。 不积
溪流，无以至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 学校的主宰者是我们，我们是良好
学风的建设者。 做小事，悟大理，注意细
节，承担责任。

上池还萦绕着先人的奉献精神，谆
谆教诲着我们要 “立而百善而从之”；岐
黄路上还环绕着先贤刻苦钻研严谨求实
和合创新的忠告；扁鹊之道，华佗之行无
一不时刻警醒着我们要秉承“大医精诚”
的信念；五行广场上还有阴阳和合之气，
翰墨楼内的藴蕴书香， 弘毅楼里阵阵书
声， 医鉴楼里的丝丝严谨都体现着我们
对学校校风建设的深深践行。 云中的校
风更是在昆明清澈的蓝天下熠熠生光！

让我们携起手来，良好学风建设的
成功与否就在我们的手中紧握，让我们
一起努力吧！

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4级市场营销班 申睿

曦曦学风 壮哉云中

风，即风尚，风气。 现代的高校
教育事业离不开三阵 “风 ”———校
风、教风、学风。 良好的学风是当代
教育的核心，是学校的治学精神、规
范与导向； 严谨的教风是一个学校
的精神旗帜， 是其生存和持续发展
的动力源泉； 而校风则是各种风气
的总和，是教风与学风的集中体现。

悠悠学子风
何谓学风？ 是为读书之风，治学

之风。 作为一名学生，学习就是其本
质的工作，也是最首要的任务。 “书
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学无止境，学习就像海中航行，无灯
塔的指引就不能明辨方向； 失去了
海风的牵动，便没有了前行的动力。
学风，就是那远方驰来的龙卷风，劈
开荆棘，卷走尘埃，引领同学们向着
知识的高峰前进， 展现朝气蓬勃精
神风貌。 有道是，山不来就我，我便
去就山。 学习不是一味的被迫接受
教师所传达的知识文化， 而是主动
的学习并享受新的内容。 学风就是
在这种同学们长期享受学习过程中
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学习风气与氛
围。 可以说，学风就是一种风气、一
种氛围， 是全体学生共同向着一个
方向不断开拓的综合表现。 这是一
个群体行为与个人行为互相影响的
结果。 毫无疑问，学风是一个学校实

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标志， 有能
力的人只有在一个良好的学风氛围
中才能更游刃有余的发挥自己的才
能。 但是，学风既然是一种综合性学
习效应，那就非一时、一人之力可以
转变。 若是真的能够形成优良的学
习之风， 那必将会席卷校园的各个
角落， 为学校及个人带来无限的生
机与知识财富。 然而，拥有美好的硕
果的前提必须是学校已经形成了良
好的风气， 这取决于同学们是否有
一个明确的目标。 因为只有大家都
有了向前奋斗的动力并为之不懈努
力，这样学风才会初具雏形。 作为大
学生这个需要掌握高端知识的巨大
团体， 做好学风建设可以说是非常
重要的。 因此我们更应该从自身开
始，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好个人
的人生规划，并按部就班的--去实
行， 那么我想我们的大学生活将会
是另一种精彩的景象吧！

兢兢园丁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教

师作为上下五千年文化知识的传播
者，是学生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
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者。 一名优
秀的教师， 不仅是传授知识文化的
使者， 更是学生塑造良好的思想行
为的指路人。 每个人一生中接触最
多的人除了父母便是教师， 所以教

师的素质优秀与否对学生未来的人
生道路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 故而
教风质量的好坏是学校生存和持续
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 教风，是一个
学校全体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从
某种意义上讲， 它对学生的熏陶是
潜移默化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
炬成灰泪始干”，教师是太阳底下最
光辉的职业， 一个教师首先必须要
忠诚于自己的职业， 要乐于教书育
人， 更要把这一职业当作毕生追求
的是事业而非谋生的手段。 斯大林
斯大林曾经说过， 教师是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 那教风就涵盖了教师的
灵魂，一个高尚的灵魂，便是高尚的
教风，有了高尚的教风，便是最优秀
的教师。 课堂上睡觉、玩手机、开小
差似乎已经成为了大学校园的一道
“风景”， 这种现象的大众化不仅反
映了学生学风、素质的下滑，同时也
是考验一名教师授课水平的高低 。
为什么有的教师讲课座无虚席，而
有些老师的课堂却呈现一阵秋风扫
落叶的景象？ 这不得不引人深思，学
生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们暂且不提 ，
教师呢？ 事实上，受现代教育事业的
要求， 一名资深优秀的教课名师必
然具备爱生、进取、奉献的精神，随
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教师所
面对的授课对象也在不断的变化 。
当代的青少年相比上一辈的人群从
小接触到的知识面更宽广也更聪
慧， 但他们也懂得维护自己的个人
权益。 现在的 90 后情感相对比较敏
感， 他们能够从教师的肢体语言迅
速反映出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从而
做出相应的回应，古人言：“亲其师，

言其道”，谁和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
关系，学生就愿意听谁的课，所以关
爱自己的学生也是当代教师职业的
基本要求。 与此同时，教师要有奉献
的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毕竟
原有的知识已经远不能满足当代社
会以及学生的需求。 在授课的过程
中， 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文化修养
而且还要掌握现代化教育技术，不
断改进教法， 我想没有学生会放弃
在一堂生动且风趣幽默的课中享受
而去选择在枯燥乏味中煎熬。

灿灿校园风
一所好的学校， 其校风必然是

让人畏惧而尊崇的。 它对内可以震
慑和鼓舞人心， 使得每一个校内人
员不自觉的去遵守、 传承和发扬光
大； 对外不仅能清楚的展示这所学
校整体的精神风貌， 还能有巨大的
渲染力， 犹如一个发光体不断地吸
引众多的社会人士、 莘莘学子慕名
而来， 更能不断地自我创新充实自
己，是这个发光体更加明亮。

校风、教风、学风之间的关系说
起来复杂却也简单。 校风， 顾名思
义，就是学校的风气，是全校各类人
群的精神风貌、 历史传统、 专业设
置、 培养方向上的差别而形成的特
有风尚。 其中学风以及教风是校风
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校风却是教风
与学风的集中表现， 是高校教育事
业的成果之一， 它具有强大的同化
力、促进力和约束力，是一个学校面
向界、面向社会的根本，是一所学校
的特征性之所在， 是一所学校精粹
的完美展现。

最炫校园风
2012级中西医临床 3班 黄祎

优良的教风 、学风 、校风是大
学校园追求的正气之风，可是，近年
来的大学校园里却充斥着一股 “不
正之风”，具体体现在个别大学校园
里教师的教风不正， 学生的学风不
强，学校的校风如同虚设，那么，是
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 又
是什么原因让这股“不正之风”越来
越强？ 近日，92 岁的吴良镛院士在
为首都各高校研究生做演讲时坚持
站立， 用行动诠释着他的演讲题目
《志存高远 身体力行》。 可就在短短
35 分钟内的演讲中，台下的研究生
居然睡成一片， 这些来自首都各大
高校的研究生为何如此“任性”？！引
来社会各界的讨论。对此，我们应该
反思，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且
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当今
时代的教风、学风、校风在今天看来
是否成为虚设、 我们是否还需要进
行校园三风建设？答案是肯定的。发
现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问题
的暴露使我们重新认识到校园三风
建设的重要性，因此，我校就三风建
设开展了全校参与和讨论， 借此次
三风建设系列活动引起全体师生的
高度重视。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言 “教师
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
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
对于学生而言， 从小我们接受的教
育就是进入学校， 首要任务自然是
学习。可在陶行知看来，学生在学校
的职务是学做真人，“人” 字一撇一

捺，顶天立地，启发我们不仅要顶天
立地，还要光明磊落，上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地， 中间对得起自己在人
间所受的苦难，所以才说“学生是，'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良好学风的
形成源自内心高度的道德自我约束
能力，这就又回到了真人的的定义。
拥有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 才能做
到慎思笃行，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
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身的本
领，也无甚用处。 树立良好的学风，
靠的是学生的自我坚守和学校的支
持引导。 大学生期间开设有思想道
德修养课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学
校对学生的引导， 学校所起到的是
领路人的作用， 而真正实行下去还
要靠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 无欲则
刚， 相信只要大学生能把心思放到
学习上， 良好的学风形成自然就水
到渠成。 形成“乐学、勤学、自主、合
作”的良好学风。

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
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
不厌的学生。所以，在教师手里操着
幼年人的命运， 便操着民族和人类
的命运。 教师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
是传道授业解惑，如今，教师也扮演
着思想启蒙的重大使命。 在孩童时
代， 学生性格的养成除去家庭环境
的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学校及
老师的影响和熏陶了。 要学生做的
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
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
则，教职员躬亲共守。 唯有如此，学

生才能对教师心悦诚服， 师德高尚
的老师自然会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
推崇。 好的教师应该是对待同学一
视同仁， 不因个人喜好就偏向或者
排斥某一个同学， 发现每个人身上
的闪光点。 多一些鼓励， 少一些鞭
笞；多一些赞许，少一些批评；让学
生在爱的教育下重新认识自我，审
视自我。唯有这样，教师的作用才得
以彰显，教师的灵魂才得以升华。或
许，在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
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
别忙着把他们赶跑。 你可不要等到
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
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教风的体
现就在于课堂上传授做人的道理，
解答学业的问题， 引导学生树立积
极健康的思想。

大学的教育应与高中的教育区
别开来，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
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 区别不同
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
叫“因材施教”。人像树木一样，要使
他们尽量长上去， 不能勉强都长得
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
于出头处谋自由。 教育中要防止两
种不同的倾向： 一种是将教与学的
界限完全泯除， 否定了教师主导作
用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只管教，不
问学生兴趣， 不注重学生所提出问
题的错误倾向。 前一种倾向必然是
无计划，随着生活打滚；后一种倾向
必然把学生灌输成烧鸭。 就成了所
谓的填鸭式教育。 而当代大学生需

要的是创新精神和自主能力， 教育
不能创造什么， 但它能启发学生的
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工作。 作为一
所拥有良好校风的大学， 应当具备
能够发现血生的创造力， 认识到学
生有创造力， 进一步把学生的创造
力解放出来。 鼓励和支持学生开动
脑筋，开发智力。 教学做是一件事，
不是三件事。 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
上学。 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
教，学也不成为学。 树立良好的学风
应该是因材施教，启发式教育，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从而把教育
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
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
吸。

作为一名当代的大学生，经过
学习学校近期开展的三风建设系列
活动，我深受触动。 认识到自己身上
的责任和使命， 不仅肩负着自己的
未来， 我们这一代代表的更是国家
的未来和希望。 大学的教育是人格
的养成，先成人后成材，学会做人才
能学会学习，才能不断完善自我，丰
富自我。 弘扬我校“树人求真传大医
精诚， 授业从严承岐黄仁术” 的校
风，建设“务实、进取、严谨、创新”的
严谨教风，促进“乐学、勤学、自主、
合作”的良好学风，以严谨的教风、
良好的学风促进优良校风的形成。
“三风建设”，需要你我共参与，共同
构建和谐新校园。

基础医学院 2013级中医 1班 王雅欣

青春太短，怎么燃烧都是耽
误 ；幸福太远 ，怎么奔跑都是驻
足。 不如潦草穿了衣服，一路种
花 ，在碧水蓝天里 ，写自己的诗
句去 ，白云深处一回头 ，年少时
在山中书。

回首我的大学， 本科五年，
光阴仿佛白驹过隙，有时路过校
园的湖边 ，总要慢下来 ，抬头看
湖面上的阳光，然后自己就会情
不自禁的微笑，也许只是心底的
一声叹息。 微笑于自己在母校的
温床茁壮成长，学校的每一堂课
所赋予我的精神粮食，每一位老
师的对我的谆谆教导。 回想每次
上课 ，每次培训 ，为我们上课的
每一位老师都要传授一个经典
永恒得似乎有些老生常谈的经
验心得，即要“多读书”才能获得
更多学问， 深以为然的同时，让
我叹息的是总有很多人说要多
读中医经典著作，但我逐渐发现
身边总有一些很优秀的人似乎
从来没读过或是很少读经典著
作，这是我们学习的可悲之处。

同时，学风不正，也是我们
当代大学生的可悲之处，正如我
们所讨论的这一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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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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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多所高近 6000 名新入学的
研究生，这让我们整个大学生群
体蒙羞。 我们在校学习期间，每
一位老师在讲台上， 指点江山，
挥洒自己的知识让我们承接雨
露光辉，同学们却第一排的在专
心听讲 ，中间的在玩手机 ，后排
的在打瞌睡， 仿佛每一个大学，
每一间教室，都是如出一辙的复
制搬运，大部分同学脸上都浮现
出同样的表情，或不明就里云里
雾里， 或梦会周公神游太虚，或
面目狰狞揪扯不已，静得下来听
课的同学寥寥无几，似乎已经形
成了许多年来流传不息的风俗，
对老师的尊重何在，对知识的尊
重几何？

人生中有太多问题值得我
们反思 ，活着的价值 ，不应该是
在世上匆匆走一遭，而在于要有
一个饱满的人生。 学习的价值，
不应该是走马观花一带而过，而
应该是刻苦钻研继而登堂入室，
才不枉费多年青春为之付出。 我
们必须不断地用知识武装自己，
丰富自己的内涵，就像在隐忍平
凡的外壳下，像果实般有着汁甜
水蜜的肉瓤，以及一颗坚硬闪亮
的内核。 这样的种子，才能在人
间深处生根发芽，把一段富有情
致的人生流传下去。

高考结束报志愿的时候，因
为种种原因，自己不得不选择了
这个专业，进学校后学习任务的
繁重也让自己心生抵触，现在想
想， 自己在纠结彷徨的时候，也

错过了很多该努力的机会。但是，
我穿上白大褂后，体会到一种作
为一名医生的发自内心的自豪
感，那一刻我肯定的告诉自己，既
然做了选择，我就该义无反顾的
走下去，我没选错。 这些所有的
学习与经历，也将我们的校训“崇
德和合，博学敦行”更深的烙印在
自己心里。

在学生乐意学习的同时，老
师是否也该反思一下，是否让同
学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习而不是面
对生涩的知识抓耳挠腮，都说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最大的激发学
生的兴趣从而发自内心的去热爱
一个专业，一门课程，一本书，使
自己主观能动的去了解并且掌握
一门技能从而使之变成自己的一
部分，而不是因为外界因素督促
而产生不情愿的心理，一开始就
带着负面情绪，这样永远也无法
与自己所学合二为一。实习期间，
我身边的带教老师们，就是我学
习进步的鲜活榜样，他们让我学
到很多将来身为一个医生必备的
很多专业知识与技能，还让我学
到更多的做人的道理。 教师教书
育人，不应该是知识一番狂轰乱
炸以后拂袖而去，留给学生只有
一骑绝尘后的迷茫，还应在教书
时，更好的帮助自己的学生塑造
更完善的性格。

我开始进入医院实习时是
那样的紧张与小心翼翼，可后来
发现每一位带教老师都是那么的
热心与耐心，从一开始的怕做错
事被责骂 ，到勇于尝试 ，努力好
学，每天都见证自己的进步。每一
位带教老师在传授我专业知识的
同时，也教会了我作为一名医生，
该有怎样医风与医德，怎样告诫
自己必须有强大的责任心，对待
患者要亲切和蔼，看着各位老师
的专业素养与他们穿上白大褂时
的意气风发，心里总是会有隐隐
的崇拜。 所以当我走进医院，穿
上白大褂的那一刻，看着身边这
些不知疲倦兢兢业业的老师们，
我不仅感到自豪，也感受到自己
背负的使命，那一瞬间，我感觉到
自己真正融入医生这一群体。 有
那么多带着病痛的身体在等着
我， 那么多期待被治愈的双眼在
看着我，我只能更努力，更认真。

生命本就是一个流动的过
程 ，而人是可以流淌的 ，背起行
囊，掠过高架，来到他乡，把一颗
不褪色的赤子之心铺在山与海之
间，花盛开就是一句，夜漫过就是
一篇，黄昏开始书写，黎明是无数
的扉页。 把全世界拼成首诗，用
汗水默默写下最温暖的一行：雨
过天晴，终有好天气，我们都会上
岸，到的地方都有鲜花开放。

实现自己的求学目标，不单
是选择学校和老师以及自己的努
力那么简单，它需要三者的有机
结合。教风正，则学风正；学风正，
则校风正；校风正，则教育兴。 三
风建设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谈论，
更是需要每一位老师和同学躬身
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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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于“三风”，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