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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卞成德

“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以

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生执行我职

务；服务他人，奉献自己，不负‘大

体老师’的恩德！”新学期的感恩

追思会上，数百名温州医科大学学

子身着白大褂面对遗体捐献者纪

念桩深深鞠躬并庄严宣誓。

“大体老师”是该校学生对遗

体捐献者的尊称。对于他们来

说，解剖课的教师不仅仅只有站

在讲台上的任课老师崔怀瑞，还

有静静躺在面前的“大体老师”。

2016 级仁济全科专业学生陈玉

青介绍说：“每节课前我们都会自

发地集体向‘大体老师’行默哀

礼，表达最真挚的感谢与敬意。”

对这个代代相传的老传统，

教了 10 多年解剖课的崔怀瑞感

慨颇深，“事实证明，冷冰冰的解

剖专业课也可以上成有温度的

‘生命大课’。解剖课不仅要教授

医学知识和技术，还应注重引导

学生对生命饱含温情与敬意，通

过思考生命的意义来审视作为医

学生的责任，从而成长为一名具

有人文关怀的医务工作者”。

在探索构建全员、全课程的大

思政教育体系中，温医大的专业课

教师们纷纷踊跃地挑起了“思政

担”，试图打破思政教师“单兵作

战”的窘境，让每门课程都承担起

育人的责任。

温医大基础医学院一直致力

于将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

和价值理念转化为反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生动化的有

效教学载体，在“润物细无声”的

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和价值

观层面的精神指引。每年开学，在

基础医学院机能实验中心，每位新

生都会收到一份《善待实验动物、

平等对待生命倡议书》：“善待实

验动物，平等对待生命，认识到无

论它是生存还是死亡状态，我们作

为医学生都应给予平等的关爱、尊

重……”机能实验中心副主任范小

芳表示，善待实验动物是人道培养

的第一步。医者仁心，最重要的是

对生命的人道关怀之心，医生的工

作对象是活生生的生命，如果心存

冷漠，对生命毫无敬畏，对他人无意

关怀，这样的医生要么无法成为一

个好医生，要么与患者矛盾重重。

温医大的专业课教师还会讲

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来帮助

学生更好地领会人文关怀。2014

级仁济临床1班的陈浩每周最期

待的事情就是听该校病理生理学

教研室教师郑绿珍讲基础医学概

论，“郑老师会把我们刚上大学时

的不适应比作是细胞接受了刺激

在进行新陈代谢，将医学知识和社

会实际直接联系起来，听起来既朴

实又有趣，大家都很喜欢！”

而该教研室的教师金可可则

是推行PBL（基于问题学习）教学

模式的带头人，多次在全校开设观

摩课。“目前国内医患关系紧张，

其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医生对病人

缺乏人文关怀，我们开设PBL课

程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

‘问题式学习’引导学生

对案例进行深度思考，

使学生养成人文思维方

式 ，继 而 产 生 人 文 精

神。我们把普通的病例讨论变成

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小故事来

表演，让学生懂得如何对病人进行

关怀，在故事中学会关爱身边

人。”金可可说。

此外，教师们还在备课阶段下

苦功，力求将人文关怀渗透到课本

和教案上。教授生理学课程的郭

益民老师告诉记者，他正在着手编

纂一本以疾病为中心整合基础医

学的书籍，在坚持与临床紧密结合

的同时还会加入人文元素。

“立德树人是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中心环节，对于医学院校来

说，立德树人首先就必须教导学生

继承和发扬‘医乃仁术’的仁爱精

神和人文关怀。”温医大党委副书

记吕一军说，下一步学校将推出德

育教育专业课建设项目，充分发挥

非思政类课程的育人功能，进一步

将思政教育融入第一课堂。

温医大：把专业课上出思政味

□耿银平

据报道，国内知名的师生真人在线

答疑平台“阿凡题”发布的《中国 00 后互

联网学习行为报告》显示，青少年上网

问题日益严峻。中国城镇 00 后智能手

机的普及率已高达 82%，而这一指标在

美国是 72%，英国是 68%，国内科技企业

“出海”重地印度则只有 17%。所以，有

专家担心，“触屏一代”别成了新一代的

“容器人”。

所谓“容器人”，是说青少年的内心世

界犹如封闭的容器，与外界隔绝……成了

透明而精致的容器，能清晰地看到对方的

言行举止、辉煌发展，却无法和对方达成

心灵的默契、温情的信任。因为触屏时间

太多，留给现实的时间就会减少，容易引

发不良心理：人际沟通不多，易致内心封

闭；内心沟通不多，易致情感冷漠等。因

此，需要从以下方面积极弥补。

多接触大自然，摆脱过度的网络依

赖。大自然是一个神秘而广阔的空间，那

里有新鲜的空气、鲜活的生命、无限的乐

趣、无穷的奥秘。心理学家的报告称：“生

活越贴近自然的孩子，在面临压力时会产

生越少的心理负担。孩子的家庭周围自

然环境越多，孩子就越少出现多动、焦虑

或消沉等行为。”因此，我们在注重信息化

意识发展的同时，也要让孩子走出斗室，

挣脱键盘、鼠标的过分束缚，积极融入大

自然，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多姿多彩、大

自然的无限乐趣。特别是在玩耍、探究

中，忘掉压力和课业负担，感受到创造的

活力、内心的愉悦、内心的从容，回归到本

真又活泼的状态。珍惜生活、珍惜当下，

理性上网。让互联网从玩具成为不可或

缺的生活工具，助推事业和学习发展。

多用亲情和爱，纾解他们的情感饥

渴。爱，是孩子最好的营养品。“温暖的怀

抱、慈爱的眼神、温柔的话语、肌肤相亲，

是一个有智力的生命能正常成长的不可

或缺的东西。”因此，家庭和学校在关注学

生分数发展的同时，更要多去爱孩子，多

去亲近、拥抱、陪伴孩子。家长的陪伴多

一点，青少年理性上网的观念就会强一

点；家长的爱多一点，孩子们健康乐观的

生活态度就会多一点。不断提升青少年

的担当、责任、理性等正能量意识，强化独

立自信的管理能力，避免过分的沉溺，杜

绝“容器人”倾向。

当然，笔者的意思不是限制“触屏一

代”上网，而是要提高其信息化能力的同时，

也要提高对机器和网络的理解和驾驭能力，

让互联网成为自己的伙伴，而不是让自己成

为互联网的“奴隶”。让自我和互联网一同

和谐成长，既有助于互联网的和谐发展，又

使互联网成为青少年的发展助手。

□本报记者 陈蓓燕

每逢节假日和双休日，对平湖市

独山港镇全塘小学退休教师朱赴农

而言是最忙的时候，因为他要赶很多

场公益讲座。

独山港镇有全公亭侵华日军登

陆处、百人坑等遗址。1937年11月，

日军从当地白沙湾一带登陆后，对当

地居民展开屠杀，被害者中就有朱赴

农的亲人。从小就听父辈讲述抗日

战争的历史，朱赴农立志要成为一名

国防教育的宣讲者。

后来，他成了全塘小学的一名语

文教师。每逢节日，他都会带着学生

前往镇上的几处遗址以及平湖市青

少年抗日历史纪念馆等地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渐渐地，“朱老师讲解生

动，效果不错”的评价传播开去，受到

了镇领导的关注。从此，每到一些重

要的时间节点，镇里都会邀请他去义

务讲解抗战历史。

2010年退休至今，他都没有停

下。过去的7年里，他把全部精力都

投入到了国防宣传教育工作中，作报

告150多场，开展抗战事迹巡回展近

百场次，受教育者达10万多人次。去

年，他被平湖市评为“国防教育先进

个人”。

很多人都劝他，退休了就好好安

享晚年吧。可朱赴农却说：“为了让

下一代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奋发图

强，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了做好讲解

工作，他像当教师时一样，认真查阅

历史资料，精心备课；一组组数据，一

段段历史，声情并茂地进行表达。对

于不同年龄、职业的团队，朱赴农因

人而异，会在讲解内容上作相应调

整。对大学生，他就多讲抗战精神，

适当增加理论方面的内容；对中小学

生，他则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

事，将大道理蕴含其中。

为了丰富国防教育的形式，朱赴

农还动手制作宣传图板，配合宣传教

育。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的日子里，他专门筹办了图片展，

先后到平湖、嘉兴等地书店购买图

书、收集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

加工，他一共制作了30多张长3米、

宽1米的展览图板。随后，他用平板

车拖着这些图板先后到 8个镇（街

道）、10多所中小学进行巡回展览，在

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朱赴农的女儿也是一名教师。她

说，全家人都很支持父亲的工作，“爸

爸很喜欢陶渊明‘生无益于时，死无闻

于后，足自弃也’这句话，觉得一个人

总要为后人做点什么”。她说，父亲主

动参加了平湖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国防教育宣讲团，并在演讲之余仍

保持笔耕不辍，还以卢沟桥事变、淞沪

会战、嘉善阻击战为基础，先后写下了

《嘉兴抗日战争》等30多万字的国防教

育资料。平湖市人武部政委刘祥志称

赞道，“这本宣讲稿为我们国防教育讲

坛又增添了一朵鲜花”。

这些年来，朱赴农的足迹遍布当

地各中小学校，还有机关部门、企事

业单位等。各地群众瞻仰抗战纪念

馆、需要讲解时，不论寒冬酷暑，他都

义不容辞，有求必应。去年8月，平湖

市当湖中学组织学生到抗战纪念馆

前进行入团宣誓，正值高温季节，朱

赴农讲解下来，衣衫全被汗水浸透，

让师生们深受感动。

有人为朱赴农算过一笔账，退休

后他共为国防教育宣传自掏5000多

元。有人问他图个啥，他乐呵呵地回

答：“能为国防教育事业尽到自己的

一份力，我很满足。”

朱赴农：退休教师的国防宣讲路

别让孩子成“容器人”

浙海大：让渔民号子唱响全国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张祎星）记者

从浙江海洋大学获悉，今年11月，该校将与山东鲁东大学

组队前往上海，让舟山渔民号子唱响在国家大赛上。

自2006年起，浙海大调研团队深入走访了舟山岱山、

嵊泗、长白岛等大小海岛，对渔民号子进行调研，相继完成

了《海洋文化研究与海岛调查》《海岛的非遗文化记忆——

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小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渔民号子保护、传承与发展—山东长岛、浙江舟山的调

研》等系列调研报告，还设计并开发了舟山渔民号子信息

库。前阵子，该校联合山东鲁东大学，对包括舟山在内的

我国海岛地区的渔民号子，开展了全面的调研，并撰写了

调研报告。

浙海大有关负责人说，舟山渔民号子是舟山各岛渔

民、船工世代相传的海洋民间口头音乐。虽然舟山渔民号

子早在2008年就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但因各种因素的制约，号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形势

日益严峻，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而该校连续11年的调

研，就是为了记录祖辈们传下来的渔民歌谣，让渔民号子

得到应有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养老人才高峰论坛
在杭师大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陈 鑫 张丽君）6月10日至11日，

一场关于“养老·人才·健康”的高峰论坛在杭州师范大学

召开。

据介绍，论坛的举办旨在推进养老护理、“治未病与健

康管理”服务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与会学者围绕“老年护

理服务方式与理念”“新卫生工作方针指导下的健康管理人

才培养”“养老服务评估”“‘互联网+’主推养老健康服务”

“健康养老与健康管理”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深入的

交流。

目前，杭师大以老年护理学科团队成员为主体，致力于

养老护理人才培养、培训与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已经产

生了我省养老护理首个地方标准——《养老护理员培训规

范》、“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规划教材”等成果。

青田小学生开犁当“农夫”

本报讯（通讯员 叶芳芳 徐庆民）“飘飘渺渺，恍如

天上人间，朦朦胧胧，不知今昔何年，绝美容颜，若隐若

现……”6月11日，伴随着《缘来小舟山》的歌声，青田县

第三届开犁节拉开序幕，该县20余位小学生当了一回

“小农夫”。

定向插秧、水田传统拔秧等环节，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了

一番农事活动。别看他们年纪小，做起事来也是干劲十

足。大家有序下田，按照划分区域，3人一组进行农事体

验。“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觉得很开心，以后有机会还想

跟爸爸妈妈来，很有意思。”刚刚结束插秧的陈奕静正在水

渠边清理身上的泥巴，说起这次的农事体验活动，她意犹未

尽。而叶家有说，体验活动除了玩、感到激动外，更让他懂

得了农民的辛苦。

今年，浙江农林大学的工业设计等专业将
毕业设计展与毕业答辩相结合，把答辩场地搬
进了学校展厅里。毕业生可以结合设计作品进
行答辩，同时也方便低年级的学生学习。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摄）

答辩搬进展厅里

近日，金华市中小学首届漫画节“漫步磐安”在磐安县
实验小学拉开帷幕。漫画展收到来自各个学校的作品200
多幅，共选出 80多幅作品进行展出。作品浓郁的生活气
息、真挚的情感流露、带着童趣的绘画技巧，引来参观者的
点评和称赞。 （本报通讯员 潘向红 洪淑芸 摄）

我爱这样的我爱这样的我爱这样的

““思政课思政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