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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喜双庆戊戌喜双庆 茂夏恋别离茂夏恋别离
———书记—书记、、校长致校长致20182018届毕业生寄语届毕业生寄语

第五期
（总190期）

辛夷绽放辛夷绽放，，桃李将离桃李将离。。此去经年此去经年，，
一路艰辛一路艰辛；；常山易攀常山易攀，，滑石难行滑石难行；；天有天有
风暑湿燥寒风暑湿燥寒，，地有东南中西北地有东南中西北，，人有怒人有怒
喜思悲恐喜思悲恐，，事成于细心事成于细心！！谨记智者无谨记智者无
惑惑，，仁者无忧仁者无忧，，勇者无惧勇者无惧！！

戊戌云中戊戌云中，，喜悦连连喜悦连连。。更名成更名成，，申申
博就博就，，数辈接力数辈接力，，终成正果终成正果。。望菁菁学望菁菁学
子子，，不驰于空想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不骛于虚声，，承岐黄承岐黄
之仁术之仁术，，传大医之精诚传大医之精诚，，弘滇南之医弘滇南之医
药药，，济苍生之健康济苍生之健康，，成杏林之翘楚成杏林之翘楚。。诸诸
位或居庙堂之高位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或处江湖之远，，皆是皆是
兰茂后学兰茂后学、、云中至宝云中至宝。。盼与母校风雨同盼与母校风雨同
行行，，荣光共鉴荣光共鉴。。待甲子庆待甲子庆，，新历起新历起，，君君
子当归熟地子当归熟地，，再忆彼时少年再忆彼时少年，，共叙今朝共叙今朝
风流风流！！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 党委书记党委书记 王翠岗王翠岗
校校 长长 熊熊 磊磊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零一八年六月

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
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发展的最好时代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最关键时代兴的最关键时代。。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发展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发展
空间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青年是国家的青年是国家的
希望希望、、民族的未来民族的未来。。我衷心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我衷心希望每一个青年都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代使不辱时代使
命命，，不负人民期望不负人民期望。。对广大青年来说对广大青年来说，，这是最这是最
大的人生际遇大的人生际遇，，也是最大的人生考验也是最大的人生考验。。

（（节选自中共中央总书记节选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席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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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大学四年，，我们有我们有““相爱相杀相爱相杀””，，
但终是日久情更切但终是日久情更切！！今天今天，，各位将移各位将移
步社会空间步社会空间，，接受新一轮的淬火煅接受新一轮的淬火煅
炼炼。。临行之前临行之前，，请再听我絮叨几句请再听我絮叨几句：：
第一第一，，生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生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不能不能
辜负这清明盛世辜负这清明盛世。。我希望各位不仅我希望各位不仅

考虑个人得失考虑个人得失，，更更
要有家国情怀要有家国情怀。。对对
国家隆盛国家隆盛、、法律公法律公
正正、、政府效能政府效能、、教育教育
公平公平、、医疗民生等医疗民生等，，
予以可能的体察与予以可能的体察与
针砭针砭，，是本分更是是本分更是
责任责任！！第二第二，，恰逢学恰逢学
校发展激流勇进校发展激流勇进，，
请于临别之际再汲请于临别之际再汲
取前行的力量取前行的力量。。我我

希望各位承袭和践行母校精神希望各位承袭和践行母校精神，，在在
时代大潮中浪遏飞舟时代大潮中浪遏飞舟，，与母校共享与母校共享
光辉光辉。。第三第三，，社会可能无法温柔以社会可能无法温柔以
待待，，各位也难免失意彷徨各位也难免失意彷徨。。但请自信但请自信
而坚而坚毅地奋斗吧毅地奋斗吧，，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天道酬勤，，在在
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

中药学院教师中药学院教师
杨啸杨啸

护理学院教师护理学院教师
毕立雄毕立雄

心有多大心有多大，，舞舞
台就有多大台就有多大，，不负不负
青春青春，，精彩人生精彩人生。。

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时间流逝，，知识不停被遗忘知识不停被遗忘
和更新和更新，，曾经的人和事也渐渐模糊曾经的人和事也渐渐模糊，，而而
学习的能力和云南中医药大学会一直学习的能力和云南中医药大学会一直
陪你在奋斗的路上陪你在奋斗的路上。。

基础医学院教师基础医学院教师 林燕林燕天高任鸟飞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海阔凭鱼跃。。生逢生逢
世世，，同学们同学们，，外面的世界是大显身手的外面的世界是大显身手的
舞台舞台，，也是检验品质和才能的战场也是检验品质和才能的战场。。希希
望大家秉承望大家秉承““崇德和合崇德和合 博学敦行博学敦行””的的
校训校训，，志存高远志存高远，，奋发有为奋发有为，，努力在社努力在社
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作出卓越的成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作出卓越的成
就就，，开创自己辉煌的未来开创自己辉煌的未来。。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教师针灸推拿康复学院教师
钟媛媛钟媛媛

成为你们的班主任成为你们的班主任，，是我们之间的缘是我们之间的缘
分分，，也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荣幸！！祝愿同学们都能坚守祝愿同学们都能坚守
梦想梦想，，脚踏实地脚踏实地，，开拓属于你们自己的美开拓属于你们自己的美
好未来好未来！！今后今后，，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母校永母校永
远是你们事业发展的坚强后盾远是你们事业发展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希望大家
常回母校看看常回母校看看，，我期待你们回家的脚步我期待你们回家的脚步，，
期待你们成功的喜讯期待你们成功的喜讯，，我永远祝福你们我永远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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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同学们！！大学犹如排练室大学犹如排练室，，社会才社会才
是大舞台是大舞台。。明天你们即将离开学校明天你们即将离开学校，，踏踏
上人生新的征程上人生新的征程。。多年的勤学苦练即将多年的勤学苦练即将
迎来大考迎来大考，，希望你们都能在这个舞台上希望你们都能在这个舞台上
呈现出精彩的表演呈现出精彩的表演，，谱写灿烂的人生谱写灿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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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好时间过得好
快快，，一晃四年一晃四年。。前一前一
秒才看见你们懵懵秒才看见你们懵懵
懂懂踏入校门懂懂踏入校门，，这这
一秒你们已收拾好一秒你们已收拾好
离别的行囊离别的行囊，，意气意气
风发风发。。在即将离别在即将离别
之际之际，，心中总感难心中总感难
舍与牵挂舍与牵挂，，但纵有但纵有
万般不舍万般不舍，，也挡不也挡不
住离别的步伐住离别的步伐。。希希
望你们永远不忘初望你们永远不忘初
心心，，不懈追求不懈追求、、拼搏拼搏

进取进取，，寻找自己生命的辉煌寻找自己生命的辉煌，，希望你们拥希望你们拥
有良好的品格有良好的品格，，踏实的工作态度和处事踏实的工作态度和处事
风格风格，，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学校永学校永
远是你们的家远是你们的家，，想家了就回来看看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针灸推拿康针灸推拿康
复学院教师复学院教师
邵梦秋邵梦秋

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
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光光

阴似箭阴似箭，，你们已从你们已从
稚气未脱的学子成稚气未脱的学子成
长为社会栋梁长为社会栋梁；；时时
光亦长光亦长，，你们充分你们充分
经 历 了 大 学 的 精经 历 了 大 学 的 精
彩彩，，享受了人生中享受了人生中
最美好的时光最美好的时光。。有有
人说没有大学的经人说没有大学的经
历是遗憾的历是遗憾的，，你们你们
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
完 美 了 自 己 的 人完 美 了 自 己 的 人
生生。。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临别之际临别之际，，赠予你们作家孙衍散文赠予你们作家孙衍散文
集的书名集的书名：：愿你出走半生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归来仍是少
年年！！

针灸推拿康复针灸推拿康复
学院教师学院教师
李冬梅李冬梅

四年的耕耘四年的耕耘，，
四年的记忆四年的记忆，，感谢感谢
大家在一起的日大家在一起的日
子子，，感谢大家的欢感谢大家的欢
笑和快乐伴我走笑和快乐伴我走
过每一刻过每一刻！！在这四在这四
年里年里，，你们学到了你们学到了
知识知识，，增长了阅增长了阅
历历，，丰富了人生丰富了人生。。
时间虽短时间虽短，，但你们但你们
已从稚气未脱的已从稚气未脱的
学子成长为社会学子成长为社会

栋梁栋梁。。今后的人生是更大的舞台今后的人生是更大的舞台，，祝大家祝大家
在以后的人生中活出各自的精彩在以后的人生中活出各自的精彩！！送大送大
家一段话家一段话，，共勉共勉：：风斜雨急处风斜雨急处,,立得脚定立得脚定 ..
花浓柳艳处花浓柳艳处,,着得眼高着得眼高 ..路危径险处路危径险处,,回得回得
头早头早。。祝同学们前程似锦祝同学们前程似锦！！

人文与管理学人文与管理学
院教师院教师 陈丽萍陈丽萍

从五湖四海来从五湖四海来，，到天南地北去到天南地北去。。不管不管
走到哪里走到哪里，，不管在什么岗位不管在什么岗位，，让我们继续让我们继续
填好人生的履历表填好人生的履历表，，交出事业的优秀答交出事业的优秀答
卷卷，，为母校的旗帜增辉添彩为母校的旗帜增辉添彩。。

人文与管理学院教师人文与管理学院教师
矣晓飞矣晓飞

满满载着人生最美载着人生最美
时光的收获和祝福时光的收获和祝福，，母母
校以专业和德育为翅校以专业和德育为翅
膀送别美丽膀送别美丽、、洒脱洒脱、、激激
情四射的你情四射的你！！愿你在愿你在

““中医药发展战略中医药发展战略””中中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努力践行专努力践行专
业技能业技能！！愿你在愿你在““中药中药
飘香的大地飘香的大地””上谱写健上谱写健

康康！！愿你在未来的道路愿你在未来的道路，，坚韧坚韧、、
勇敢勇敢、、包容……做个快乐的自包容……做个快乐的自
己己！！

此刻此刻，，美丽云中是你们征美丽云中是你们征
程的起点程的起点，，未来未来，，云中因你们云中因你们
而更加美好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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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昨天才在迎仿佛昨天才在迎
新广场第一次相见新广场第一次相见，，转转
眼已是四个春秋冬夏眼已是四个春秋冬夏。。
1414级医学实验技术班级医学实验技术班
的小伙伴们的小伙伴们，，你们已由你们已由
当初懵懂的少年成长当初懵懂的少年成长
为自信为自信、、从容从容、、掌握扎掌握扎
实专业知识的青年实专业知识的青年。。或或
许仍留有遗憾许仍留有遗憾，，或许仍或许仍
有些许迷茫有些许迷茫，，那又何那又何
妨妨？？你们风华正茂你们风华正茂！！四四
年大学时光的结束也年大学时光的结束也
是新的开始是新的开始，，愿你们带愿你们带
着四年的收获着四年的收获，，勇敢的勇敢的
迎接未来的挑战迎接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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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所有的相世界上所有的相
遇遇，，都是久别重逢都是久别重逢；；世世
界上所有的离别界上所有的离别，，都都
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我以一名班主任我以一名班主任、、也也
以大家学姐的身份与以大家学姐的身份与
大家分享两点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第一，，
抓机遇抓机遇，，奔向理想奔向理想。。踏踏
出校门走向社会出校门走向社会，，要要

多一些豪情多一些豪情，，多一些拼劲多一些拼劲，，博采众长博采众长，，抓住人生抓住人生
机会机会，，在当前的大好时代中成就一番事业在当前的大好时代中成就一番事业。。第第
二二，，好学好学，，乐学乐学。。学问之途绝不仅是枯涩和抽学问之途绝不仅是枯涩和抽
象象，，更遍布着灵动与惊喜更遍布着灵动与惊喜；；学术的精神绝不等学术的精神绝不等
于刻板和教条于刻板和教条，，更充满了人性和美好更充满了人性和美好。。但是但是，，非非
常之境常之境，，在于险远在于险远，，浅尝辄止的人不会领略其浅尝辄止的人不会领略其
中风景中风景。。希望你们可以远离陈见希望你们可以远离陈见、、平庸和懒惰平庸和懒惰，，
用独立用独立、、创造创造、、快乐的姿态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快乐的姿态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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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身在何处不论身在何处，，不忘父母的养育不忘父母的养育
之恩之恩，，不忘母校的培育之情不忘母校的培育之情，，不忘同窗不忘同窗
的相助之爱的相助之爱，，学会感恩学会感恩，，肩负责任肩负责任。。唯唯
愿你们不辜负青春韶华愿你们不辜负青春韶华，，在远方遇见在远方遇见
最好的自己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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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亲爱的同
学 们学 们 ，，四 度 春四 度 春
秋秋，，校园留下你校园留下你
们孜孜不倦们孜孜不倦、、奋奋
勇争先的身影勇争先的身影。。
你们阳光般的你们阳光般的
笑容是我取之笑容是我取之
不尽的力量和不尽的力量和
源泉源泉。。看到你们看到你们
即将踏上新的即将踏上新的
征程征程，，我希望你我希望你

们永远保持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们永远保持一颗纯洁善良的心；；希望你希望你
们像雄鹰那样们像雄鹰那样，，经得起生活中狂风暴雨经得起生活中狂风暴雨
的考验的考验。。愿你们带着感恩之心启程愿你们带着感恩之心启程，，沿着沿着
南丁格尔的足迹南丁格尔的足迹，，坚守梦想坚守梦想，，脚踏实地脚踏实地，，
开拓属于你们自己的美好未来开拓属于你们自己的美好未来！！

护理学院教师护理学院教师
毕怀梅毕怀梅

走是要走的走是要走的，，舍是舍不得舍是舍不得！！转眼就要转眼就要
各奔东西各奔东西，，20182018届的护理学子们届的护理学子们，，希望希望
你们带着云中记忆你们带着云中记忆，，带着梦想带着梦想，，医路芳医路芳
华华，，去遇见更多的美好去遇见更多的美好！！

护理学院教师护理学院教师
王丽霞王丽霞

同学们同学们，，明天明天，，你们将踏入人生的你们将踏入人生的
新征程新征程，，回首四年回首四年，，白驹过隙白驹过隙，，收获满收获满
满满、、幸福满满幸福满满。。人生是一段又一段充满人生是一段又一段充满
艰辛和挑战的旅程艰辛和挑战的旅程，，愿你们在今后的愿你们在今后的
新征程中新征程中，，披荆斩棘披荆斩棘、、锐意进取锐意进取。。临别临别
之际之际，，仅以三点体会与你们共勉仅以三点体会与你们共勉：：““常常
心以待心以待，，恒心持之恒心持之””、、““克己守心克己守心，，持身持身
守正守正””、、““终身学习终身学习，，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不放弃””。。同同
学们学们，，今天今天，，你们是云中的王者你们是云中的王者，，期待期待
着明天你们给云中带来荣耀着明天你们给云中带来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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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4级计科班的同学们级计科班的同学们，，在你们在你们
即将走出大学校门即将走出大学校门，，走向社会之际走向社会之际，，祝祝
福大家一帆风顺福大家一帆风顺，，事业有成事业有成！！母校是你母校是你
们永远的家们永远的家！！越努力越努力，，越幸运越幸运，，希望大家希望大家
在今后的道路中不忘初心在今后的道路中不忘初心，，努力前行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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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祝福云中母校祝福云中20182018届毕业学子届毕业学子
编者按编者按：：又是毕业时节又是毕业时节，，又将有一群云中青年学子结束又将有一群云中青年学子结束

自己的大学时代自己的大学时代，，或者走入社会或者走入社会，，或者在不同的学校或国度或者在不同的学校或国度
继续深造继续深造。。多年师生情多年师生情，，今昔恨别离今昔恨别离。。满堂祝福语满堂祝福语，，只赠学子只赠学子
行行。。校报特别收录了部分任教于校报特别收录了部分任教于20182018届毕业生且深受学届毕业生且深受学
生爱戴的师长为同学们写下的毕业赠言生爱戴的师长为同学们写下的毕业赠言，，不求字字珠玑不求字字珠玑，，但但
求情真意切求情真意切；；不求句句真理不求句句真理，，但求声声入耳……但求声声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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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匆匆地五年时光这匆匆地五年时光，，有得有失有得有失，，有悲有悲
有喜有喜。。时光荏苒时光荏苒，，这五年生命轨迹都一一这五年生命轨迹都一一
印在这篇印在这篇论文里论文里，，有对这片校园的感情有对这片校园的感情、、
对中医的感悟对中医的感悟、、对同学的不舍对同学的不舍、、对过往经对过往经
历的回顾……即将毕业历的回顾……即将毕业，，回顾这五年回顾这五年，，自自
己的生活被点点滴滴的事堆砌己的生活被点点滴滴的事堆砌，，但但，，成为成为
一名优秀中医人的初心永不更改一名优秀中医人的初心永不更改。。

仰翰墨楼仰翰墨楼，，宏伟肃然宏伟肃然
一一、、读书声响读书声响，，畅游其间畅游其间
呈贡的风呈贡的风，，时而温柔时而温柔，，时而暴烈时而暴烈，，它它

悄然而至悄然而至，，吹散忧愁吹散忧愁，，带来花香带来花香，，送走了送走了
读书声读书声。。声从何处来声从何处来？？或许来自翰墨楼或许来自翰墨楼，，
或许来自上池或许来自上池，，或许来自翰墨楼旁的小或许来自翰墨楼旁的小
园园、、来自围绕翰墨楼的小路来自围绕翰墨楼的小路。。绕其走一绕其走一
圈圈，，总会遇到总会遇到，，捧着书本捧着书本，，轻声细读的同轻声细读的同
学学。。从初次的惊讶到后来的习以为常从初次的惊讶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在在
如此雄壮如此雄壮、、宏伟的翰墨楼面前宏伟的翰墨楼面前，，我突然想我突然想
到了一个词到了一个词———生机—生机。。是的是的，，是生机是生机。。这这
所大学的图书馆是有名字所大学的图书馆是有名字，，是有生机的是有生机的。。
这书声琅琅这书声琅琅，，这鸟语花香这鸟语花香，，处处环绕着翰处处环绕着翰
墨楼墨楼，，让人惊叹让人惊叹。。

不禁想到不禁想到，，第一次踏入校园第一次踏入校园，，第一件第一件
事就是张望事就是张望，，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看到的第一个建筑，，就是翰就是翰
墨楼墨楼。。当时只觉得这楼大气磅礴当时只觉得这楼大气磅礴，，建筑别建筑别
具一格具一格。。但与之相处这但与之相处这 55年年，，反而又有了反而又有了
一些体会一些体会。。翰墨之名翰墨之名，，多意为笔墨多意为笔墨、、文章文章、、
书法书法、、绘画等绘画等，，如张衡如张衡《《归田赋归田赋》：》：““挥瀚墨挥瀚墨
以奋藻以奋藻，，陈三王之轨模陈三王之轨模。。””中翰墨译为笔中翰墨译为笔
墨墨。。曹丕曹丕《《典论典论··论文论文》：》：““古之作者古之作者，，寄身于寄身于
瀚墨瀚墨，，见意于篇籍见意于篇籍。。””则意为文章则意为文章。。在我看在我看
来来，，我们云南中医学院的翰墨我们云南中医学院的翰墨，，是汲取古是汲取古
人的道法人的道法，，洋洋洒洒书写属于自己的笔洋洋洒洒书写属于自己的笔
墨墨。。翰墨楼以其开放之姿翰墨楼以其开放之姿，，广纳学生于此广纳学生于此，，
经常有外校的学生在此学习经常有外校的学生在此学习，，难道是因为难道是因为
翰墨楼里浓厚的学习氛围翰墨楼里浓厚的学习氛围？？又或者是因为又或者是因为
翰墨楼里丰富的藏书翰墨楼里丰富的藏书？？结果不得而知结果不得而知，，但但，，
我知道这是翰墨楼的魅力我知道这是翰墨楼的魅力。。我们的翰墨楼我们的翰墨楼
充分吸纳了现代文明的元素充分吸纳了现代文明的元素，，选取选取““汉唐汉唐
风格风格、、天圆地方天圆地方””的特征作为建筑设计的的特征作为建筑设计的
主要元素主要元素，，采用采用““柔柔、、透透、、秀秀””的建筑理念的建筑理念，，
构成构成““秦砖汉瓦秦砖汉瓦””的基本色调的基本色调，，设计者和建设计者和建
筑者应该是有感情和有默契的筑者应该是有感情和有默契的，，不然怎会不然怎会
建造出这样有力量有生命的翰墨楼呢建造出这样有力量有生命的翰墨楼呢？？

二二、、中医之韵中医之韵，，我之神往我之神往
翰墨楼里有毛以林老师的翰墨楼里有毛以林老师的《《步入中步入中

医之门医之门》，》，这是开启我中医之路的书这是开启我中医之路的书，，书书
中讲述中医知识中讲述中医知识，，并附医案并附医案，，令人印象深令人印象深
刻刻。。之后的一些书籍也是在翰墨楼里看之后的一些书籍也是在翰墨楼里看
完的完的。。惭愧的是惭愧的是，，这本书是在大二的时候这本书是在大二的时候
看的看的。。大二之前大二之前，，是处于不甘是处于不甘、、不愿不愿、、迷茫迷茫
的状态的状态。。在进入大学之前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可以确定我可以确定，，
自己并不想学医自己并不想学医。。选择学医选择学医，，无非是父母无非是父母
觉得医生是稳定觉得医生是稳定、、易就业的职业易就业的职业。。我抗拒我抗拒

不了医学不了医学，，便只能抗拒着父母便只能抗拒着父母———异地—异地
求学求学。。不甘于学医不甘于学医、、不愿像高中一样每天不愿像高中一样每天
艰苦地读书艰苦地读书、、迷茫于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迷茫于既然不愿意为什么
还要继续混日子还要继续混日子，，于是浑浑噩噩地过了于是浑浑噩噩地过了
一年一年。。或许是背井离乡去求学的孤寂或许是背井离乡去求学的孤寂，，或或
许父母无微不至地关心许父母无微不至地关心，，或许是暑假见或许是暑假见
习的感触习的感触，，又或许是汪老师三付中药便又或许是汪老师三付中药便
治好了我的治好了我的““老寒腿老寒腿””…………..大二开学大二开学，，便便
开窍了一样开窍了一样，，开始走进翰墨楼开始走进翰墨楼，，开始开始，，步步
入中医之门入中医之门。。

中医之路很难走中医之路很难走。。难于中药难于中药、、方剂方剂、、穴穴
位的记忆位的记忆，，也难于亲友对中医的不认可也难于亲友对中医的不认可。。
前年暑假前年暑假，，表弟高考填报志愿表弟高考填报志愿，，问及相关问及相关
的填报技巧的填报技巧，，与我探讨相关专业与我探讨相关专业。。当谈及当谈及
中医时中医时，，表弟嗤之以鼻表弟嗤之以鼻，，轻哼一声轻哼一声，，说说::““中中
医都是骗人的医都是骗人的！！””我一怔我一怔，，马上反驳马上反驳::““你对你对
中医一无所知中医一无所知，，又凭什么说中医骗人又凭什么说中医骗人？？””表表
弟默然不语弟默然不语，，我苦笑摇头我苦笑摇头，，换了个话题换了个话题。。看看
到过很多人对中医有偏见到过很多人对中医有偏见，，在现实中在现实中、、在在
网络上网络上。。一开始还愤愤地和别人理论一开始还愤愤地和别人理论，，现现
在已置若罔闻在已置若罔闻，，转而觉得真正地可怕在于转而觉得真正地可怕在于

““你对中医一无所知却对其恨入骨髓你对中医一无所知却对其恨入骨髓””。。但但
当我觉得很难当我觉得很难、、气馁的时候气馁的时候，，读读仲景的读读仲景的
《《伤寒论伤寒论··序序》，》，读读孙思邈的读读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大医精诚》，》，
心中郁郁之气得舒心中郁郁之气得舒，，豁然开朗豁然开朗。。

三三、、展望未来展望未来，，考研之路考研之路
现在回想现在回想，，曾经是如此地抵触考研曾经是如此地抵触考研，，

从大二时候的从大二时候的““打死也不考研打死也不考研””、、变成大变成大
三说三说““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到大四的苦读到大四的苦读。。心态发心态发
生了变化生了变化。。想要考研一开始是因为规范想要考研一开始是因为规范
化培训政策的出台化培训政策的出台，，而后在翰墨楼里看而后在翰墨楼里看
书书，，懂得的越多懂得的越多，，不懂的也越多不懂的也越多。。想起曾想起曾
浪费的一年时间浪费的一年时间，，后悔已晚后悔已晚，，转而更加坚转而更加坚
定考研定考研。。也希望能像吴老师也希望能像吴老师、、汪老师汪老师、、郭郭
老师一样老师一样，，有一群敬仰自己的学生有一群敬仰自己的学生，，有信有信
任自己的病人任自己的病人，，能为治好别人的病而感能为治好别人的病而感
到高兴到高兴。《。《一针疗法一针疗法》》里高树中老师说过里高树中老师说过：：

““不想当名医的医生不是好医生不想当名医的医生不是好医生。。””我相我相
信自己能成为一名好医生信自己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然而今年考然而今年考
研研，，我失败了我失败了。。曾经这样为自己开脱曾经这样为自己开脱::没关没关
系的系的，，是因为在实习是因为在实习，，没有充足的时间没有充足的时间。。
但仔细想想但仔细想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时间不时间不
够不是借口够不是借口，，而是不够努力而是不够努力、、不够认真不够认真，，
才未能达到目标学校的标准才未能达到目标学校的标准。。当然当然，，因为因为
这次失败这次失败，，让我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让我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接接
下来要做什么下来要做什么。。生活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还有诗和远方！！

翰墨楼是我大学这翰墨楼是我大学这 55年来最喜欢的年来最喜欢的
地方地方，，看书看累了看书看累了，，就去藏书架上翻翻就去藏书架上翻翻，，
总会发现适合自己看的好书总会发现适合自己看的好书。。还能在翰还能在翰
墨楼里看日落墨楼里看日落，，翰墨楼外的晚霞真的很翰墨楼外的晚霞真的很
美美。。总之总之，，翰墨楼开启了我得中医之门翰墨楼开启了我得中医之门，，
也见证了我的中医之路也见证了我的中医之路。。我希望有更多我希望有更多

的学弟学妹们能感受翰墨楼魅力的学弟学妹们能感受翰墨楼魅力，，感受感受
中医的魅力中医的魅力。。

紫竹小苑紫竹小苑，，寂静欢笑寂静欢笑
相处之道相处之道，，互助成长互助成长
大学五年大学五年，，与自己呆的时间最多的与自己呆的时间最多的，，

不是父母不是父母，，不是高中时的闺蜜不是高中时的闺蜜、、好朋友好朋友。。而而
是是———舍友—舍友。。从相识从相识、、相交相交、、相熟到相知相熟到相知，，
能相聚在一起都是一种缘分能相聚在一起都是一种缘分，，我还记得我还记得
20132013年年 1111月月 66日那天日那天，，我们聚在一起为我们聚在一起为
舍友过生日舍友过生日，，像去办年货那样热闹像去办年货那样热闹::定蛋定蛋
糕糕、、买水果买水果、、买洋芋片买洋芋片、、猫耳朵猫耳朵、、瓜子……瓜子……
吃完饭吃完饭，，我们一起聊天我们一起聊天，，说说高中的趣事说说高中的趣事，，
大学认识的新同学大学认识的新同学，，玩了真心话大冒险的玩了真心话大冒险的
游戏游戏，，还拍了戴上柚子皮的还拍了戴上柚子皮的““丑照丑照””……自……自
此以后此以后，，集体活动变得更多了集体活动变得更多了。。

有人曾说有人曾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不足以谈人生。。””我想说我想说::““没有和舍友一没有和舍友一
起熬夜拼搏人起熬夜拼搏人，，不足以谈大学生活不足以谈大学生活。。””在在
学习实验针灸学时学习实验针灸学时，，课程要求我们设计课程要求我们设计
实验实验，，赵老师一直引导大家赵老师一直引导大家::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引引
发思考发思考、、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因受启发因受启发，，我们便制我们便制
定项目书定项目书，，通过赵老师的鼓励通过赵老师的鼓励，，我们计划我们计划
把实验项目书投去互联网把实验项目书投去互联网++创新创业大创新创业大
赛赛。。于是我们宿舍所有人白天搜索于是我们宿舍所有人白天搜索、、整理整理
相关文献相关文献，，晚上晚上，，就在电脑面前就在电脑面前，，你写背你写背
景景，，我写方案我写方案。。就这样就这样，，大家同心协力大家同心协力，，一一
起奋斗起奋斗、、一起努力一起努力。。最终最终，，获得金奖获得金奖。。

五年五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却转瞬即却转瞬即
逝逝，，我们生活在竹苑我们生活在竹苑，，时间一长时间一长，，总会有总会有
摩擦摩擦、、闹脾气的时候闹脾气的时候，，有时因为生活习有时因为生活习
惯惯，，有时是误会有时是误会，，有时呢有时呢，，是误伤是误伤。。但但，，我我
们还是走过来了们还是走过来了，，大家有了更多的默契大家有了更多的默契，，
更多的理解更多的理解。。相处相处，，其实顺其自然其实顺其自然。。现在现在
回想回想，，更多的是大家互帮互助更多的是大家互帮互助、、互相吐槽互相吐槽
的模样的模样。。而那一抹而那一抹““小黑点小黑点””，，在明亮的紫在明亮的紫
竹苑里面竹苑里面，，早就随时间而淡了早就随时间而淡了。。

弘毅启思弘毅启思，，博学精诚博学精诚
一一、、入学之初入学之初，，爱党入党爱党入党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大一第一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大一第一

学期学期。。因为从小跟外公长大因为从小跟外公长大，，外公养我育外公养我育
我我，，自小与外公最亲自小与外公最亲。。小时候让外公唱小时候让外公唱
歌歌，，他也只会唱他也只会唱《《东方红东方红》。》。外公说得最多外公说得最多
的的，，是新中国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党组织党组织““扫盲活动扫盲活动””，，
他才认得字他才认得字，，才变得有文化才变得有文化。。而后加入中而后加入中
国共产党国共产党，，他老人家是几十年的党员他老人家是几十年的党员。。老老
一辈的人一辈的人，，有很深的家国情怀有很深的家国情怀，，对党有着对党有着
很深的感情很深的感情。。在这样熏陶下在这样熏陶下，，大一大一，，我坐我坐
在启思楼的教室里在启思楼的教室里，，写上我的第一份申写上我的第一份申
请书请书，，志愿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志愿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而现而现
在在，，希望能在党的领导下希望能在党的领导下，，能认真学习中能认真学习中
医知识医知识，，能学有所用能学有所用，，争取做一名优秀的争取做一名优秀的
中医人中医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二二、、博学楼里博学楼里，，班会纷呈班会纷呈

其实每年都会开几次班会其实每年都会开几次班会，，比如比如，，大大
一入学一入学，，见面班会见面班会；；军训之后军训之后，，选举班会选举班会；；
在选举班会时在选举班会时，，感谢同学们的认可和信感谢同学们的认可和信
任任，，我有幸成为团支部书记我有幸成为团支部书记。。在之后的参在之后的参
与班级活动与班级活动、、班级的评选等等班级的评选等等，，我也尽自我也尽自
己的能力己的能力，，尽量照顾到每一个同学尽量照顾到每一个同学。。对班对班
会会，，印象最深的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百变中医秀百变中医秀””主题班主题班
会会。。我们以竞赛的模式来对中医知识进行我们以竞赛的模式来对中医知识进行
回顾回顾、、检查检查。。如何把一个枯燥如何把一个枯燥、、生硬的竞赛生硬的竞赛
类班会组织得生动类班会组织得生动、、有趣有趣，，让同学们都参让同学们都参
与进来与进来，，这是主要问题这是主要问题。。从每个宿舍收集从每个宿舍收集
意见开始意见开始，，每一位同学都积极建言献策每一位同学都积极建言献策。。
我们班委就同学们的意见进行统筹我们班委就同学们的意见进行统筹、、优优
化化。。选取好玩又不失专业性的比赛项目选取好玩又不失专业性的比赛项目。。
当然当然，，同学们也因为班委的努力而积极参同学们也因为班委的努力而积极参
与与，，这是班会组织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是班会组织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班当班
委委，，付出了心血付出了心血，，花费了时间和精力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会因会因
为班级事务的完成为班级事务的完成、、同学们给与感谢和鼓同学们给与感谢和鼓
励而开心励而开心，，也会因为误解而难过也会因为误解而难过。。但回顾但回顾
这几年这几年，，成长和收获是最美的结果成长和收获是最美的结果。。

弘毅楼弘毅楼、、启思楼启思楼、、博学楼不仅是我获博学楼不仅是我获
取知识的地方取知识的地方。。它们还见证我的成长它们还见证我的成长、、记录记录
我大学的生命轨迹我大学的生命轨迹。。希望能像学校期望的希望能像学校期望的
一样一样，，有坚毅的品质有坚毅的品质、、能在教室里有启思能在教室里有启思、、
变得博学多识变得博学多识、、并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并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宾川之行宾川之行，，永生难忘永生难忘
一一、、鸡足山中鸡足山中，，迦叶殿前迦叶殿前
大三阶段实习大三阶段实习，，我选择宾川县中医我选择宾川县中医

院院。。第一天报到第一天报到，，我们这一群小伙伴聚我们这一群小伙伴聚
餐餐，，聊天时说到聊天时说到，，鸡足山是有名的佛山鸡足山是有名的佛山，，
当即当即，，大家决定周六去鸡足山大家决定周六去鸡足山。。

不到不到 88点点，，就到了鸡足山山腰就到了鸡足山山腰。。越往越往
上走上走，，路越陡越险路越陡越险，，反而看到的越多反而看到的越多。。乘乘
车的时候车的时候，，一位从河南过来拜佛的阿姨一位从河南过来拜佛的阿姨
说说，，鸡足山是迦叶尊者的道场鸡足山是迦叶尊者的道场，，并嘱咐我并嘱咐我
们一定要去迦叶殿拜拜们一定要去迦叶殿拜拜。。我们这一行人我们这一行人，，
说说笑笑说说笑笑，，不知不觉从半山腰走到了山不知不觉从半山腰走到了山
顶顶，，不像来拜佛不像来拜佛，，反而像是出游反而像是出游，，看看风看看风
景景，，走走佛堂走走佛堂，，大家决定下山大家决定下山。。从迦叶殿从迦叶殿
出来出来，，有一段阶梯有一段阶梯，，特别陡特别陡，，经受时间磨经受时间磨
砺的石梯砺的石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位尼姑从石梯一位尼姑从石梯
下下，，三步一跪三步一跪，，一跪一磕头一跪一磕头。。不顾这烈日不顾这烈日，，
无视这无视这““千层千层””的石梯的石梯，，心无旁骛心无旁骛，，一步一一步一
步步。。这一幕这一幕，，是如此震撼是如此震撼！！而这一刻而这一刻，，才真才真
的意识到的意识到，，这鸡足山这鸡足山，，是佛山是佛山，，不是游乐不是游乐
之所之所！！我不懂佛教我不懂佛教，，但我明白但我明白，，信念信念，，就是就是
扎在心底里的种子扎在心底里的种子。。尽管我们不信佛尽管我们不信佛，，但但
也该对他们的信念也该对他们的信念、、信仰献上敬畏之心信仰献上敬畏之心。。

这伽叶殿就似中医之巅这伽叶殿就似中医之巅，，这石梯便是这石梯便是
我们的中医之路我们的中医之路，，难而险难而险。。这石梯上的人这石梯上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学习中医之时学习中医之时，，满心虔诚满心虔诚，，
在艰难的环境下在艰难的环境下，，步步坚决步步坚决，，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二二、、正式实习正式实习，，临床感悟临床感悟

曾经一度觉得自己学得还不错曾经一度觉得自己学得还不错，，进入临进入临
床才知床才知，，治病救人治病救人，，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实习期间实习期间，，
我就犯了个大错我就犯了个大错。。某日某日，，带教老师让我给一带教老师让我给一
位复诊的女患者扎针位复诊的女患者扎针，，没有多问没有多问，，便扎针便扎针、、行行
针针。。治疗没多久治疗没多久，，病人就说头晕病人就说头晕、、欲呕欲呕，，病人病人
晕针了晕针了！！我马上取针我马上取针，，随即按内关随即按内关、、水沟穴水沟穴，，
并呼叫旁边的男同学把病人平躺并报告老并呼叫旁边的男同学把病人平躺并报告老
师师，，老师来了以后马上对患者进行治疗老师来了以后马上对患者进行治疗。。我我
当时吓呆了当时吓呆了，，曾见过患者晕针曾见过患者晕针，，但未曾有过但未曾有过
自己扎针的患者晕针自己扎针的患者晕针，，等她醒了以后等她醒了以后，，仔细仔细
一问一问，，原来她正行经原来她正行经！！病人患病多日病人患病多日，，本身正本身正
气不足气不足，，又正逢行经又正逢行经，，而我的行针刺激过大而我的行针刺激过大，，
故而晕针故而晕针。。当我把缘由告诉我的带教老师王当我把缘由告诉我的带教老师王
老师后老师后，，他非但没有骂我他非但没有骂我，，还安慰我还安慰我，，并说别并说别
太难过太难过，，这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这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以后你就以后你就
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羞愧难当我羞愧难当，，并当面并当面
向患者道了歉向患者道了歉。《。《大医精诚大医精诚》》有这样一句话有这样一句话：：

““胆越大而心越细胆越大而心越细””，，此后此后，，无论是谁来针灸无论是谁来针灸，，
我都会仔细询问我都会仔细询问，，并认真观察患者状况并认真观察患者状况，，不不
再犯这类错误再犯这类错误。。

三三、、友情岁月友情岁月，，不能相忘不能相忘
除了在医院上班除了在医院上班，，下班时光也是多下班时光也是多

姿多彩姿多彩。。三天一小聚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五天一大聚。。以前以前
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一个湖南我一个湖南
人人，，真正开始学做饭真正开始学做饭，，居然还是云南菜居然还是云南菜，，
每每说到此处都要被同学调笑一番每每说到此处都要被同学调笑一番。。其其
实实，，真正理解到真正理解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这
句话句话，，就是发生在宾川就是发生在宾川。。我做菜的功夫是我做菜的功夫是
老姜和老田教的老姜和老田教的；；钓鱼钓鱼，，是波哥带着去是波哥带着去
的的；；平常看书平常看书，，会和覃同学一起讨论病案会和覃同学一起讨论病案
和交流心得和交流心得；；逛街买水果逛街买水果、、衣服衣服，，必须拉必须拉
上美姐上美姐，，她眼光好她眼光好，，会讲价会讲价；；还有庆羽还有庆羽，，会会
带着我们打太极和八段锦带着我们打太极和八段锦。。大家在这样大家在这样
打打闹闹打打闹闹，，欢欢喜喜的环境下欢欢喜喜的环境下，，越来越熟越来越熟
悉悉，，同学们的感情也得到了升华同学们的感情也得到了升华。。实习结实习结
束后束后，，大家也经常联系大家也经常联系，，会一起约着去参会一起约着去参
加各种活动加各种活动，，比如比如::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大赛、、参加读经典系列活动等参加读经典系列活动等。。一起约着一起约着
去捞鱼河公园去捞鱼河公园，，去看海鸥……美好的时去看海鸥……美好的时
光总是匆匆光总是匆匆。。

后记后记：：五年前五年前，，我懵懵懂懂地从千里我懵懵懂懂地从千里
之外的湖南来到云南之外的湖南来到云南，，当时是忐忑的当时是忐忑的，，满载满载
着对未来学习着对未来学习、、生活的不安和期待生活的不安和期待。。五年后五年后
的现在的现在，，回忆着在云中的点点滴滴回忆着在云中的点点滴滴，，不舍不舍，，
就是现在唯一的感受就是现在唯一的感受，，只希望时间慢一点只希望时间慢一点，，
再慢一点再慢一点。。能让我再好好看看母校的翰墨能让我再好好看看母校的翰墨
楼楼、、紫竹苑紫竹苑、、弘毅楼……再好好回忆往昔弘毅楼……再好好回忆往昔
时光时光。。感谢母校给我那么多的感动和回忆感谢母校给我那么多的感动和回忆，，
因为母校因为母校，，我收获更丰富的知识我收获更丰富的知识、、得到朋友得到朋友
之间的深厚的情谊之间的深厚的情谊、、体会临床的不易……体会临床的不易……
也感谢每一位我生命中的过客也感谢每一位我生命中的过客。。希望自己希望自己
能一直走在中医之路上能一直走在中医之路上，，对于未来对于未来，，让坚定让坚定
的脚步去行走灿烂的人生的脚步去行走灿烂的人生。。

挥挥 翰翰 墨墨 印印 初初 心心
20132013级针推级针推33班班 李仲文李仲文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刘仁馨刘仁馨

20182018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图书馆书籍借阅排行前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图书馆书籍借阅排行前5050名名
读者证号读者证号 读者姓名读者姓名 所在班级所在班级

201307010108201307010108 董元洪董元洪 1313级中医学级中医学((定定))11班班
201302020313201302020313 蒋蒋 宇宇 1313级中医级中医33班班
201307010203201307010203 曹玉良曹玉良 1313级中医学级中医学((定定))22班班
201401010211201401010211 黄淑怡黄淑怡 1313级中药级中药22班班
201305010356201305010356 覃覃 康康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33班班
201302030858201302030858 张张 倩倩 13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88班班
2015101520151015 王海洋王海洋 1515级基础医学院研究生级基础医学院研究生
201401020135201401020135 杨玉洁杨玉洁 1414级中药资源与开发班级中药资源与开发班
201307010104201307010104 陈丽姣陈丽姣 1313级中医学级中医学((定定))11班班
201305010437201305010437 王彭伟王彭伟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44班班
201307010254201307010254 张东林张东林 1313级中医学级中医学((定定))22班班
201307010242201307010242 熊熊 毕毕 1313级中医学级中医学((定定))22班班
201305010443201305010443 杨睿盟杨睿盟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44班班
201305010449201305010449 张见良张见良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44班班
201401040108201401040108 付付 蓉蓉 1414级食品科学与工程班级食品科学与工程班
201305010418201305010418 李婉莹李婉莹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44班班
201302030842201302030842 王蕊红王蕊红 13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88班班
201305010208201305010208 翟鑫堃翟鑫堃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22班班
201302030348201302030348 杨美琼杨美琼 13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33班班
201302020254201302020254 周佳云周佳云 1313级中医级中医22班班
201401060101201401060101 敖明月敖明月 1414级兰茂班级兰茂班
201401060108201401060108 党世旭党世旭 1414级兰茂班级兰茂班
201305010531201305010531 孙孙 娟娟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55班班
201305010223201305010223 刘刘 欣欣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22班班
201401030102201401030102 蔡蔡 玉玉 1414级栽培与鉴定班级栽培与鉴定班

读者证号读者证号 读者姓名读者姓名 所在班级所在班级
201401010114201401010114 付庭锐付庭锐 1313级中药级中药11班班
201302020338201302020338 谢金苏谢金苏 1313级中医级中医33班班
201302020449201302020449 张掌恒张掌恒 1313级中医级中医44班班
201307010130201307010130 马寻院马寻院 1313级中医学级中医学((定定))11班班
201401020125201401020125 沈红艳沈红艳 1414级中药资源与开发班级中药资源与开发班
2015100820151008 吴云峰吴云峰 1515级基础医学院研究生级基础医学院研究生
201305010402201305010402 陈陈 让让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44班班
201302020339201302020339 杨丽平杨丽平 1313级中医级中医33班班
201302030324201302030324 刘雅卿刘雅卿 13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33班班
201302030621201302030621 梁彩明梁彩明 13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66班班
201401010234201401010234 王王 燕燕 1414级中药级中药22班班
201302020144201302020144 杨星雨杨星雨 1313级中医级中医11班班
201307010251201307010251 袁思艺袁思艺 1313级中医学级中医学((定定))22班班
201302030409201302030409 方建雯方建雯 13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44班班
201305010206201305010206 代代 归归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22班班
201305010349201305010349 张临艳张临艳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33班班
201302020440201302020440 王加佳王加佳 1313级中医级中医44班班
201302020530201302020530 宋宋 敏敏 1313级中医级中医55班班
201402040144201402040144 张彩红张彩红 1414级医学实验技术班级医学实验技术班
201401040136201401040136 王王 猛猛 1414级食品科学与工程班级食品科学与工程班
201302020209201302020209 段志芳段志芳 1313级中医级中医22班班
201307010247201307010247 余发芳余发芳 1313级中医学级中医学((定定))22班班
201305010436201305010436 王王 敏敏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44班班
201305010101201305010101 白白 蓉蓉 1313级针灸推拿级针灸推拿11班班
201307010245201307010245 杨杨 涛涛 1313级中医学级中医学((定定))22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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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姓名（（中文名中文名）） 外文名外文名 国籍国籍 所属学院所属学院 类别类别 专业专业（（或专业方向或专业方向）） 导师导师 学位类型学位类型
卡力木卡力木 NIMRINIMRI

URRUTIKOETXEAURRUTIKOETXEA
KARIMKARIM

西班牙西班牙 国际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硕士硕士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 周周 青青 学术学位学术学位

序号序号 所属学院所属学院 专业或方向专业或方向 毕业人数毕业人数 导师导师
11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基础中西医结合基础 11 王王 寅寅
22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中西医结合临床 1111 周周 青青 朱虹江朱虹江 王王 琦琦 杜义斌杜义斌 金凤丽金凤丽 付付 义义 肖肖 泓泓 张春和张春和 宫宫 毅毅
33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学 33 周志宏周志宏 马云淑马云淑 陈凌云陈凌云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20182018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基本信息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基本信息
（（同等学力同等学力：：1515人人））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20182018届外国留学届外国留学
毕业生基本信息毕业生基本信息（（11人人））

序号序号 所属学院所属学院 专业或方向专业或方向 毕业人数毕业人数 导师导师
11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方剂学方剂学 44 秦秦 竹竹 熊洪艳熊洪艳 张张 胜胜 汤小虎汤小虎 李李 铭铭 吴施国吴施国
22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基础中西医结合基础 1010 袁嘉丽袁嘉丽 林林 靑靑 李云龙李云龙 贺贺 静静 贾贾 勇勇 石安华石安华 陈文慧陈文慧 杨杨 云云 姚姚 政政 吴煜明吴煜明 梁梁 锐锐 张张 杰杰 唐唐 慧慧 李秀芳李秀芳
33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 33 秦秦 竹竹 张张 明明 袁嘉丽袁嘉丽 王志红王志红 柳亚平柳亚平 熊官旭熊官旭
44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中医临床基础中医临床基础 55 王王 寅寅 张晓琳张晓琳 陈文慧陈文慧 周周 靑靑
55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中医医史文献中医医史文献 22 汪汪 剑剑 戴戴 翥翥 贺贺 霆霆
66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中医诊断学中医诊断学 33 郑郑 进进 杨杨 梅梅 林林 丽丽 吴志明吴志明

民族医学民族医学
（（含含::藏医学藏医学 蒙医学等蒙医学等））

88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学 4646
99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药剂学药剂学 44 马云淑马云淑 陈凌云陈凌云 李仲昆李仲昆 王王 真真

1010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药理学药理学 11 段为钢段为钢 李玛琳李玛琳 范范 源源 崔崔 涛涛 万春平万春平
1111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药物分析学 33 俞俞 捷捷 赵赵 庆庆 徐贵丽徐贵丽 刘刘 宇宇
1212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药物化学药物化学 44 饶高雄饶高雄 林玉萍林玉萍 左爱学左爱学 孙孙 赟赟 何红平何红平 邱明华邱明华 黎胜红黎胜红 许许 刚刚 普建新普建新 肖伟烈肖伟烈 程永现程永现 毛泽伟毛泽伟 黄胜雄黄胜雄

照日格图照日格图 毛晓健毛晓健 俞俞 捷捷 林林 青青 谢宇环谢宇环 周宁娜周宁娜 范范 源源 曹曹 东东 何晓山何晓山 贺建昌贺建昌 李玛琳李玛琳 冯德强冯德强 庄馨英庄馨英 张建文张建文 王京昆王京昆
郝小江郝小江 左国营左国营 钱子刚钱子刚 张庆芝张庆芝 徐福荣徐福荣 冯德强冯德强 赵声兰赵声兰 普春霞普春霞 杨耀文杨耀文 黄衡宇黄衡宇 李娅琼李娅琼 赵赵 爽爽 刘小莉刘小莉 杨竹雅杨竹雅 李晚谊李晚谊
王王 真真 金金 航航 张金渝张金渝 程在全程在全 饶高雄饶高雄 何红平何红平 赵赵 庆庆 马伟光马伟光 王文静王文静 程永现程永现 王京昆王京昆 马云淑马云淑 陆宇惠陆宇惠

郑郑 进进 和丽生和丽生 张张 超超 杨杨 梅梅5577 民族医药学院民族医药学院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20182018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基本信息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基本信息（（学术学位学术学位::9090人人））

序号序号 所属学院所属学院 专业或方向专业或方向 毕业人数毕业人数 导师导师

11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

22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中医外科学中医外科学 1414
33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中医五官科学中医五官科学 22 周家璇周家璇 罗罗 燕燕 卜文超卜文超
44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中医骨伤科学中医骨伤科学 1010 王王 琦琦 李帆冰李帆冰 毕毕 衡衡 包包 晋晋 赵文韬赵文韬 李李 雷雷 吴继昆吴继昆 郭英郭英 胡晓东胡晓东 王王 俊俊 江江 波波
55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中医妇科学中医妇科学 44 苗晓玲苗晓玲 周晓娜周晓娜 金凤丽金凤丽 卜德艳卜德艳 陈林兴陈林兴 胡剑秋胡剑秋
66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中医儿科学中医儿科学 77 熊熊 磊磊 张云洲张云洲 杨若俊杨若俊 尹蔚萍尹蔚萍

77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中西医结合临床 3737
88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全科医学全科医学 22 姜丽娟姜丽娟 张张 宏宏

99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针灸推拿学针灸推拿学 3434
1010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药学药学 33
1111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学 33
1212 护理学院护理学院 护理护理 22
1313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内科学内科学 66
1414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外科学外科学 88
1515 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 内科学内科学 22 金醒昉金醒昉 杨杨 莉莉 何何 燕燕 曲曲 艳艳 王王 南南 高建鹏高建鹏 余小鸣余小鸣 黄瑞金黄瑞金 唐唐 哲哲 彭葆坤彭葆坤 邢西迁邢西迁 王忠平王忠平 战丽萍战丽萍 孔繁一孔繁一 张培先张培先

1616 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 外科学外科学 99

秦国政秦国政 叶建州叶建州 孙孙 虹虹 杨恩品杨恩品 黄黄 虹虹 欧阳晓勇欧阳晓勇 李丽琼李丽琼 宫宫 毅毅 张金恩张金恩 王吉侯王吉侯 邢占敏邢占敏 冯冯 艳艳

韦衮政韦衮政 钱钱 锐锐 肖肖 泓泓 李李 光光 吴吴 净净 林林 丽丽 张春艳张春艳 彭江云彭江云 汤小虎汤小虎 李兆福李兆福 吴吴 洋洋 冮顺奎冮顺奎 姜莉云姜莉云 温伟波温伟波 刘洪英刘洪英 李李 军军
叶叶 勇勇 姜姜 毅毅 李李 艺艺 林亚明林亚明 李广文李广文 杜义斌杜义斌 李李 晓晓 周周 青青 李李 青青 张张 超超

温伟波温伟波 谢谢 健健 王华宁王华宁 张立群张立群 何渝煦何渝煦 朱虹江朱虹江 杜义斌杜义斌 庞永诚庞永诚 杨同华杨同华 魏丹霞魏丹霞 金艳荣金艳荣 秦国政秦国政 张春和张春和 徐徐 进进 陈天波陈天波 赵文斌赵文斌
肖肖 云云 平绍生平绍生 张振勇张振勇 苗晓玲苗晓玲 金凤丽金凤丽 陈林兴陈林兴 罗福兰罗福兰 李晓玲李晓玲 常常 敏敏 孙先润孙先润 杨景帆杨景帆 何何 平平 彭彭 华华

王建明王建明 赵赵 荣荣 刘自力刘自力 魏建文魏建文 吴志明吴志明 易易 荣荣 李绍荣李绍荣 高高 昆昆 施施 静静 徐徐 红红 段晓荣段晓荣 刘刘 正正 任任 斌斌 姜云武姜云武 刘海静刘海静 王祖红王祖红
石石 瑜瑜 邢崇慧邢崇慧 邰先桃邰先桃 李冬梅李冬梅 王春林王春林 杨云才杨云才 龙龙 鑫鑫 赵志勇赵志勇 黄开云黄开云 景景 明明 陈奇刚陈奇刚

何晓山何晓山 夏夏 杰杰 徐徐 帆帆 贺建昌贺建昌 万庆家万庆家 赵应红赵应红 曾曾 江江 王京昆王京昆 丁江生丁江生 刘刘 波波 高明菊高明菊 陈中坚陈中坚 白文莉白文莉 苏苏 健健 钱钱 进进 孙孙 蓉蓉
金金 凌凌 刘刘 艳艳 普俊学普俊学 张张 伟伟 刘一丹刘一丹 吴雨航吴雨航

张庆芝张庆芝 马伟光马伟光 赵赵 庆庆 范范 源源 谭文红谭文红 徐徐 帆帆 薛志革薛志革 张张 伟伟 刘一丹刘一丹 丁丁 莉莉 赵建国赵建国 陈云建陈云建 侯安国侯安国 丁江生丁江生 赵应红赵应红 钱子刚钱子刚
徐福荣徐福荣 杨耀文杨耀文 黄衡宇黄衡宇 程永现程永现 唐秋海唐秋海 张金渝张金渝

陈祖琨陈祖琨 杨杨 茜茜 尹丽华尹丽华 岳岳 全全 毕怀梅毕怀梅 蔡恩丽蔡恩丽 王家兰王家兰 张桂兰张桂兰 陈丽芳陈丽芳 李李 勤勤 祈原婷祈原婷 岳岳 全全 唐唐 燕燕 方学文方学文 马马 燕燕 石石 英英
段宝凤段宝凤 王静梅王静梅 王峻王峻 刘雪莲刘雪莲 金丽芬金丽芬 杨鸣春杨鸣春

邓紫玉邓紫玉 陈艳敏陈艳敏 唐晓丹唐晓丹 耿嘉蔚耿嘉蔚 李娅琳李娅琳 宋正己宋正己 王王 砚砚 张永红张永红 张云辉张云辉 吕云辉吕云辉 李李 燕燕 孟孟 强强 武绍远武绍远 郑昆文郑昆文 张张 虹虹 罗惠民罗惠民
袁红伶袁红伶 周晓萍周晓萍 沈沈 颖颖 张张 彤彤 李正发李正发

唐太昆唐太昆 毛希宏毛希宏 熊熊 鹰鹰 李军民李军民 李群辉李群辉 邹弘麟邹弘麟 邬邬 江江 谭洪波谭洪波 邹弘麟邹弘麟 吴吴 剑剑 李李 鹏鹏 汪汪 毅毅 李亚雄李亚雄 李定彪李定彪 王春晖王春晖 钟一鸣钟一鸣
李李 健健 赵振蒙赵振蒙 于海东于海东 李李 逊逊 李汝红李汝红 谷谷 欣欣 方登华方登华 张富荣张富荣 王小燕王小燕 李晓岚李晓岚 曹曹 兰兰

雷云坤雷云坤 孟增东孟增东 李宏键李宏键 唐唐 涛涛 王王 革革 谢旭华谢旭华 杨杨 曦曦 李李 伟伟 余闫宏余闫宏 赵良运赵良运 郭建辉郭建辉 朱朱 军军 王彤敏王彤敏 孙志为孙志为 李星逾李星逾 唐建中唐建中
徐徐 敬敬 杨昆宪杨昆宪 吴一菲吴一菲 邓嘉虹邓嘉虹 马艳萍马艳萍 章锦曼章锦曼 陈启莲陈启莲 杨莹香杨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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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 学院学院 年级年级、、专业专业、、班级班级 人数人数 辅导员辅导员 班主任班主任
11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药物制剂班级药物制剂班 6060 杨杨 啸啸 车彦云车彦云
22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药学一班级药学一班 4848 杨杨 啸啸 高高 慧慧
33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药学二班级药学二班 4848 杨杨 啸啸 李维熙李维熙
44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制药工程班级制药工程班 5656 杨杨 啸啸 杨杨 啸啸
55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兰茂班级兰茂班 4848 刘武林刘武林 戴振杰戴振杰
66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中药一班级中药一班 5050 刘武林刘武林 韩欣欣韩欣欣
77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中药二班级中药二班 4747 刘武林刘武林 浦仕彪浦仕彪
88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资源与开发班级资源与开发班 4141 刘武林刘武林 黄衡宇黄衡宇
99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栽培与鉴定班级栽培与鉴定班 3737 刘武林刘武林 李海宁李海宁

1010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食品科学与工程班级食品科学与工程班 4343 刘武林刘武林 杨婧娟杨婧娟
1111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20142014级食品质量与安全班级食品质量与安全班 4747 刘武林刘武林 李国栋李国栋
1212 人文与管理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42014级市场营销班级市场营销班 5656 矣晓飞矣晓飞 肖丽萍肖丽萍
1313 人文与管理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42014级公共事业管理班级公共事业管理班 3737 矣晓飞矣晓飞 王志静王志静
1414 人文与管理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20142014级物流管理班级物流管理班 3838 矣晓飞矣晓飞 陈丽萍陈丽萍
1515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20142014级医学实验技术班级医学实验技术班 4444 田田 园园 杨杨 阳阳
1616 信息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学院 20142014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班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班 4141 赵林波赵林波 普普 奕奕
1717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20132013级针灸推拿学级针灸推拿学11班班 5656 钟媛媛钟媛媛 钟媛媛钟媛媛
1818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20132013级针灸推拿学级针灸推拿学22班班 5858 钟媛媛钟媛媛 钟媛媛钟媛媛
1919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20132013级针灸推拿学级针灸推拿学33班班 5656 钟媛媛钟媛媛 钟媛媛钟媛媛
2020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20132013级针灸推拿学级针灸推拿学44班班 5555 钟媛媛钟媛媛 钟媛媛钟媛媛
2121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20132013级针灸推拿学级针灸推拿学55班班 5555 钟媛媛钟媛媛 赵赵 嬿嬿
2222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20142014级康复治疗学级康复治疗学11班班 5858 邵梦秋邵梦秋 邵梦秋邵梦秋

序号序号 学院学院 年级年级、、专业专业、、班级班级 人数人数 辅导员辅导员 班主任班主任
2323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20142014级康复治疗学级康复治疗学22班班 6060 邵梦秋邵梦秋 刘园媛刘园媛
2424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20162016级针灸推拿学专升本班级针灸推拿学专升本班 4545 黄万琳黄万琳 李兴美李兴美
2525 护理学院护理学院 20142014级护理级护理11班班 5353 毕立雄毕立雄 钱凤娥钱凤娥
2626 护理学院护理学院 20142014级护理级护理22班班 5252 毕立雄毕立雄 张朔伟张朔伟
2727 护理学院护理学院 20142014级护理级护理33班班 5252 毕立雄毕立雄 李晓波李晓波
2828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11班班 6161 王王 萍萍 韦谊娟韦谊娟
2929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22班班 6262 王王 萍萍 韦谊娟韦谊娟
3030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33班班 6060 王王 萍萍 管荣萍管荣萍
3131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44班班 6262 王王 萍萍 管荣萍管荣萍
3232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55班班 6262 王王 萍萍 杨玉庭杨玉庭
3333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66班班 6161 王王 萍萍 杨玉庭杨玉庭
3434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77班班 6262 王王 萍萍 李欣窈李欣窈
3535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西医临床级中西医临床88班班 5858 王王 萍萍 李欣窈李欣窈
3636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医级中医11班班 5454 陈昌刚陈昌刚 吴敏曼吴敏曼
3737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医级中医22班班 5353 陈昌刚陈昌刚 张馨予张馨予
3838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医级中医33班班 5252 陈昌刚陈昌刚 陈文玲陈文玲
3939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医级中医44班班 5353 陈昌刚陈昌刚 冯冯 妮妮
4040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医级中医55班班 5454 陈昌刚陈昌刚 向向 勇勇
4141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医定向级中医定向11班班 5050 王王 萍萍 朱丽文朱丽文
4242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32013级中医定向级中医定向22班班 6060 王王 萍萍 朱丽文朱丽文
4343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20162016级中医专升本班级中医专升本班 4343 陈昌刚陈昌刚 陈昌刚陈昌刚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20182018届本科毕业生基本信息届本科毕业生基本信息（（22482248人人））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20182018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基本信息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基本信息（（专业学位专业学位：：188188人人））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20182018届毕业生基本信息届毕业生基本信息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20182018年省级优秀毕业生年省级优秀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刘天浩刘天浩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曹凡洲曹凡洲 王亚东王亚东

李倩雯李倩雯
王鑫浩王鑫浩 晏和国晏和国
陈陈 帅帅

民族医药学院民族医药学院 陈陈 蓉蓉
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 夏正楠夏正楠
护理学院护理学院 王王 涛涛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罗金松罗金松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袁瑜羲袁瑜羲 罗罗 燕燕

王王 茂茂

本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吴吴 燕燕 冯宇祥冯宇祥
中药学院中药学院 王珠珠王珠珠 张秀芬张秀芬 段段 丽丽 蔡蔡 玉玉 曾曾 了了 蔡蔡 雪雪 王明望王明望 胡雪花胡雪花 张艳娇张艳娇 王舒瑶王舒瑶 马杨杨马杨杨 董雪华董雪华 张海亮张海亮 蔡俊飞蔡俊飞

孔繁静孔繁静 刘声宇刘声宇 成成 莉莉 缪应江缪应江 周周 蓉蓉 沈晓霞沈晓霞 周月红周月红 王春月王春月 张艳萍张艳萍 张张 艳艳 牛丽波牛丽波 张张 婷婷
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徐继跃徐继跃 戚津姗戚津姗 党党 军军 樊卿慧樊卿慧 蒋德梅蒋德梅 殷殷 涛涛 刘明敏刘明敏 刘刘 杰杰 龚鹏清龚鹏清 梁梁 新新 尹俊红尹俊红 周周 杨杨 王福阳王福阳 许菊艳许菊艳 付庭娜付庭娜 王雅雪王雅雪

刘庆龄刘庆龄 杨杨 威威 肖礼其肖礼其 李李 艳艳 邵艳馨邵艳馨 梁小菊梁小菊 王蕊红王蕊红 张张 倩倩 刘旻娜刘旻娜 蔡琼娇蔡琼娇 张张 铃铃 聂红科聂红科 唐超炫唐超炫 吴斯怡吴斯怡 邓成富邓成富 董祥迪董祥迪
王彩薇王彩薇 黄国萍黄国萍 陈陈 健健 王加佳王加佳 吴亚金吴亚金 钱钱 义义 赵虹茹赵虹茹 王思铭王思铭 王良蒋王良蒋 余发芳余发芳 袁菲琼袁菲琼 赵赵 芳芳 李治东李治东

护理学院护理学院 王珍卓王珍卓 杨永艳杨永艳 金金 娇娇 祝红仙祝红仙 王王 杰杰 罗恒萍罗恒萍 刘静雅刘静雅 李红亚李红亚
人文与管理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彭伟东彭伟东 高高 莎莎 敖敖 恺恺 郝郝 鑫鑫 陈志凡陈志凡 何何 莉莉 罗宝萍罗宝萍
信息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学院 田瑛琪田瑛琪 唐立敏唐立敏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 童正兰童正兰 唐鸣锶唐鸣锶 赵泽明赵泽明 朱婷钰朱婷钰 刘刘 欣欣 李诗云李诗云 卢秀仪卢秀仪 邓亚萍邓亚萍 李仲文李仲文 王彭伟王彭伟 孙孙 宇宇 张见良张见良 李芳芳李芳芳 蔡蔡 网网 王王 丽丽

翁乾元翁乾元 王爱民王爱民 七林张芬七林张芬 徐青松徐青松 凌凌 晨晨 孙泽荣孙泽荣 杨光至杨光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