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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一开始我连血糖测试都不敢做，怕

一不小心，针扎到自己手上。可看到前

辈们毫不犹豫冲上去为病人插管、做口

腔护理，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出征援鄂

时，1997年出生的护士卢俊倩，才刚参

加工作半年。得知医院要派医护人员去

驰援武汉，身为党员的卢俊倩，瞒着父母

递交了请战书。

“她来到这里之后，整个人状态是非

常好的，能吃、能喝、能睡这种，跟病人聊

天，都是笑呵呵的，大家对她的印象就

是，很开朗、很乐观的小姑娘。”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脑重症监护室护理

组组长谢翠娥称呼卢俊倩为病房里的

“元气少女”。卢俊倩说，一场抗疫，让她

真正懂得了“护士”这个职业的含义。

3月22日，中央电视台《榜样5》播出

了浙江援鄂医疗队的先进事迹，卢俊倩

作为最年轻的队员接受了采访。卢俊倩

是绍兴文理学院护理系2019届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担任校青年志愿者管理协

会负责人，大学4年中，她每年都参与学

校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

在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像卢俊倩

一样的学生还有很多。据了解，在医学

院，学生志愿服务的注册率是100%。学

生们利用专业特长组建的爱心医疗服务

团，坚持22年赴偏远的嵊州市里南乡送

医送药，上门诊疗。

“医学院12年来坚持探索和实践医

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模式，以‘仁术兼修’

为目标，构建医学人文精神培育框架，以

‘知行合一’为理念，指导人文教育路径

的设计和实践，将医学人文教育融入全

程育人的各个环节。”绍兴文理学院副校

长柳国庆认为，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医

学人才是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

“把听诊器放在手心里捂热”

“谢谢你，医生。”临床医学2017级

学生杨子键没想到，自己会因为一个下

意识的动作，被病人家属表扬。在儿科

见习时，遇到一个咳嗽的小朋友，带教教

师让杨子键听一下他的肺音。这之前，

杨子键一直把听诊器握在手心里，捂热

了再放进小朋友衣服里。就是这样一个

细节，让小朋友的妈妈直呼“暖心”。而

这个动作，是杨子键在学校实践课上养

成的习惯，教师曾对他说：“虽然现在你

们面对的是模型，但以后你们将面对一

个个活生生的人。”

“如何把癌症诊断结果告诉病人？”

“病人发脾气时，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扎针失误后，病人骂人，该怎么做？”护

理系的程潇琦没想到，在大一的“思维与

沟通”课上，教师提出的3个问题，他在

第一天实习中都遇上了。作为全班仅有

的两名男生之一，“男护士”程潇琦的从

医之路并不平坦。

“之前在学校，对礼仪课、沟通课这

类人文课程的感受并不深，到医院实习

后才发现，对医护人员来说，沟通真的太

重要了。”扎针这项基本功他已经练习过

成千上万次，可在第一次给病人扎针时，

他还是失败了，两次没扎好，病人直接

说：“换人，不要实习生。”

委屈和羞愧瞬间涌上心头，带教教师

把程潇琦叫到一边，耐心给他讲解了刚才

操作中的小细节，带着他向病人道歉，并

请病人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一次程潇琦没

有失手。凭借开朗的性格和优秀的口才，

慢慢地，程潇琦从病人口中的“小实习生”

变成了“小程”，他跟病人成了朋友，很多

病人出院时都点名要“小程”来送。

“我始终记得，当时带教老师跟病人

说的那句话：你现在给他们一个机会，未

来他们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护士。”说这句

话时，程潇琦目光笃定。

“为破解医学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

分离的难题，学院首先从课程建设这个

‘主阵地’入手，将人文课程融入专业课

程体系。”医学院副院长陈三妹认为，医

学生既要有高超的技术又要有人文关

怀，二者要有机结合，缺一不可。学院开

设了“美学与礼仪”“思维与沟通”“伦理

与关怀”等人文课程，而且在所有专业考

试中，都有人文素养的考核内容。

“‘大体老师’也有血有肉有故事”

解剖课是每一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的必修课，也是很多医学生要迈过的第

一个“门槛”。“第一次上解剖课，我既紧

张又兴奋，但在全班举行了默哀仪式后，

我心里更多的是敬畏和感恩。”2017级

学生朱明了至今仍对第一次见到“大体

老师”时的场景记忆犹新，她用“仪式感

满满”来形容每一堂解剖课。

这是医学院的一项传统，在上“局

部解剖学”之前，举行“感恩奉献·敬畏

生命——向无语良师致敬”的开课仪

式，教师会简单介绍一下“大体老师”生

平事迹，强化学生对生命的敬畏、对人

的尊重。“有一堂解剖课我这辈子都不

会忘记，那位‘大体老师’曾是我们医学

院的老师，因病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

医学事业。”朱诗涵每每谈及那堂课，都

会眼角湿润，“我能感受到医学的使命

感在传承”。

“‘大体老师’虽然不能教给我们课本

上的知识，但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告诉我

们，每一根血管的走向，每一个器官的位

置。在‘大体老师’身上划下的每一道痕

迹，都能帮我们在病人身上少犯一处错

误。”朱明了说，她每次下手术刀之前，都

是慎之又慎，同学之间也会互相提醒。

在医学院教学楼前立着两块特别的

碑，名为“无语良师碑”，上面记载了每一

位向医学院捐献遗体的“无语良师”姓

名。每年清明节，医学院的学生都会在

这里举行“无语良师”缅怀仪式。同时，

医学院师生自愿捐款设立“无语良师爱

心基金”，表达对那些遗体捐献者的感

恩，感谢他们对医学事业的无私奉献。

此外，医学院十分重视各类医学人

文教育活动，从新生授服仪式、医学生宣

誓仪式，到护士节授帽仪式，再到毕业生

宣誓仪式，把每一项活动都做得充满仪

式感。医学生对医护工作的认同感、尊

严感和荣誉感，在潜移默化中浸润进血

液中。

“想哭就哭一会儿吧”

实习10个月后，穿着白大褂的张维

镔已经褪去学生的青涩。在ICU值夜班

的一天，张维镔耳边传来呼吸机的警报

声，走近一看，0604床的叔叔泪流满面，

呼吸急促。他用手指在张维镔手心里写

下一个“心”字，“心脏不舒服？”叔叔摇

头。“你心情不好？”叔叔点了点头。夜已

深，ICU只有机器运作的声音，一个大男

人在护士面前哭得像一个孩子。看着他

闪烁着泪光的眼睛，张维镔拉起他的手

说：“想哭就哭一会儿吧，我陪着你。”

“共情。”在被问及“你觉得作为医护

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时，护理系的

张倩脱口而出。“我们都有过去医院的经

历，作为病人看到和风细雨的医生，跟看

到漠不关心的医生，心情完全是不同

的。”张倩说她要一直记得作为病人的感

受，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有血有肉、会微

笑、有温度的医者。

“其实很多病人不是因为疼痛，他们

只是想让医生去看一眼，说几句话。”王

书炜目前正在绍兴人民医院“规培”。“有

时去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他

以前经常听到教师讲这句话，成为一名

医生后，才真正解其中滋味。

把病人当成亲人，说起来简单，做起

来很难。“我爷爷是肝癌过世的，到后期

真的很痛苦。”王书炜有点哽咽，“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吧，我能做的就是面对病患

时，将心比心，竭尽全力。”

人文教育离不开学生自身的体验和

感悟，医学院注重将学生的感受沉淀下

来，编撰了《花开有声》《医路繁花》《医路

拾锦》等3本书，书中包含了学生们的人

文体悟、早期接触临床的心得、实习心路

历程、医学人文案例的反思等。

此外，医学院还充分利用绍兴文理

学院作为地方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挖掘

人文教育资源。全国优秀校园文化品牌

“风则江大讲堂”邀请了300多位大家为

医学生献上学术盛宴、文化大餐；“杏林

讲堂”邀请知名学者，与学生畅谈医学人

文价值，解读苍生大医精神。

“博学而后成医，厚德而后为医，谨

慎而后行医。”医学院毕业生的执业医

师考试通过率，已连续9年高于全国15

个百分点之上，在全国157所医学院校

中位居前列。护理学专业学生全国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均达100%。用

人单位对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的调查

显示，医学院毕业生“思想道德品质”

“敬业爱岗精神”“人文素质修养”等3项

指标的满意度，分别达到100%、95.83%

和95.84%。

本报讯（通讯员 曹非凡 苏钧天）
日前，被誉为产品设计界“奥斯卡”的

2021年德国iF设计奖最终评选结果揭

晓。宁波诺丁汉大学2020届毕业生蓝

睿恒和指导教师孙煦共同为本土企业设

计的一款测孕包装斩获iF设计奖。

据了解，这已经不是蓝睿恒第一次拿

到iF设计奖。2020年，他曾凭借一款看

得见使用时长的口罩获得了iF新秀奖；大

三期间的设计也曾在美国IDA国际设计

奖中获得了可持续生活设计领域银奖。

校企合作激发灵感
把时钟拨回到2020年，蓝睿恒还在

宁诺校园读大四。一天，导师孙煦将宁

波家家检检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想要

设计一款新验孕包装的诉求告知他，希

望由他来设计初稿。作为男生，蓝睿恒

说：“一开始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

我还是稍稍震惊了几秒。”

在询问了身边女性师长的意见和了

解公司的诉求后，他发现，传统的验孕棒

产品一般由塑料制品包装，同时在测孕

的流程中还需要使用塑料量杯、塑料滴

管等多种塑料制品。在备孕的漫长过程

中，许多塑料垃圾不可避免地随着验孕

棒的使用而产生。因此，他想到将塑料

替换为可降解的纸盒，同时让包装具有

功能性。

“说实话，这个设计没有占用我太多

的时间，只用了一周不到吧。”蓝睿恒表

示，自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调研和发

现人们在使用验孕棒时产生的问题，到

了设计阶段，反而一气呵成。他设计的

这款测孕环保包装盒外形小巧简约，形

状和手机外壳相似。包装盒由一张说明

纸片、一圈长方形纸条和一片底座构

成。在使用的过程中，用户将验孕棒从

包装盒中取出后，只需简单的几步折叠

即可将底座变成一个船型小纸勺。

这个小纸勺兼具传统验孕棒中塑料

量杯和塑料滴管采样的功能。用户将尿

液接入小纸勺中，纸勺上的棉片可以吸

收尿液作为样本。用户倒掉多余尿液，

只需轻轻捏住纸勺，棉片中吸收的尿液

即可流出至验孕棒。静置几分钟后，便

可出现测孕结果。

作品多与可持续生活相关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蓝睿恒

敏锐地发现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人不知道

如何正确佩戴口罩。有人会重复利用口

罩，使得它的保护效果大打折扣。更直

观的感受是，人群之间弥漫着一种紧张

的情绪。为此，他从口罩的印花入手，设

计了一款能传递友善情绪，且看得见使

用时长的口罩。该设计一举拿下iF新秀

奖并已申请专利。

“人呼吸的时候，被呼出的水蒸气最

先聚集在口鼻附近，然后向周围散开。

因此，我用遇水蒸气变色的材料作为表

面涂层，实现口罩上图案的变色。”蓝睿

恒说，随着用户佩戴口罩的时间慢慢增

加，口罩会从浮现笑脸变成哭脸。当变

成哭脸的时候，代表口罩的使用时长到

达了极限。这样一来，口罩能够在可用

范围内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纵览蓝睿恒的设计会发现，他的诸

多设计都与可持续生活有关。早在大学

三年级，他就设计了一个用于缓解火车

站拥挤状况的系统，鼓励和引导乘客坐

在非拥挤区域，并获得了美国IDA国际

设计奖可持续生活设计领域银奖。

“这点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孙煦。她

一直鼓励我们去探索与可持续生活相关

的产品。而且我越来越觉得作为设计专

业的学生和未来设计师，是有责任去引导

生产者选择环保的设计方案的。”在他看

来，许多超前的概念设计可能无法被生

产，但是这些设计能够让人们思考一些被

忽略的问题，这就是设计的意义所在。

对待奖项，蓝睿恒已十分淡然，他最

在意的一点反而是：“拿奖意味着厂家会

关注到这些前沿概念设计，甚至作为卖

点生产，那么千家万户都将有机会使用

可持续的产品。这是作为设计师希望看

到的，一种对可持续生活和可持续理念

的促进。”

本报讯（通讯员 杜晓哲
温长秋）眼下，当许多大四学生还

在四处寻找实习岗位时，温州理

工学院“新温商创业实战班”的27

名学生早已在企业家助理岗位上

开启了全新的征程。

据了解，企业家助理挂职是

温理工“新温商创业实战班”重要

的培养环节之一，学生与温州企

业家结对，作为企业家助理进入

温商企业挂职3~6个月，获得6个

学分。企业家们为大学生的就业

和创业提供指导、咨询和帮助，传

授学生创业经验，让学生到实地

参观了解企业运营的流程，打造

不一样的创业梦想。

企业工作怎么开展，如何做

好产品运营、营销工作……这些

都是在校创业大学生担任企业家

助理后需要思考的问题。作为人

生历程中的一次机遇和挑战，学

生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我需要

协助企业家进行市场策划、销售

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督促销售部

年度工作计划的实施，配合协调

各部门工作……”短短 3个月时

间，刘可燃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很

大提升，他说，“一直都期待有机

会到温商企业锻炼一下，了解温

州的企业家是如何运营企业的。

同时，也希望通过挂职提高自身

的综合素质，检验自己学到的专

业知识是否扎实，增强自我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找到新的发展

空间”。

除了给创业大学生对接岗位

外，温理工创业学院还会通过对挂

职企业的走访和召开座谈会等形

式，实时关注他们的动态。“‘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给了许多年轻人一个追梦的机

会。大学生创业实践课堂与企业紧密对接将会

实现多方共赢，一方面为高校培养创业人才搭

建良好平台，另一方面为企业输送应用型人才

铺垫基础，同时创业学生通过锻炼，得到温州企

业家手把手帮带指导，能有效提升公司管理及

业务运营能力。”学院负责人王大将表示。

宁大科院智慧助力地方
红色资源“活起来”

本报讯（通讯员 宋 超）慈溪市掌起镇有

哪些红色教育基地？它们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开放情况如何？……近日，宁波大学科学技术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开发的微信小程

序“寻红踪，忆史打卡”正式在掌起镇官方公众

号平台上线。开发团队将镇上蕴含丰富历史意

义的红色教育基地绘制成红色“新干线”旅游地

图，方便更多人查询、了解和体验掌起镇党史红

色文化。

据了解，掌起镇红色底蕴浓厚，蕴藏着许多

革命故事，具备发展红色旅游的良好基础。一

个多月前，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的学生开

始着手收集、整理掌起镇红色教育基地的地址、

简介、开放情况等信息。他们利用课余和周末

时间走遍了掌起镇全部7个红色教育基地，将

走访获得的图文资料建成数据库，开发制作了

这款便于移动客户端使用的微信小程序。

使用者可以通过小程序查询红色教育基地

的具体地址、背景资料和开放时间等，还可以进

行地图导航。为了提升趣味性，小程序还设置了

景点打卡功能。当使用者到达红色教育基地时，

便可在小程序内发送位置信息进行打卡。按照

要求完成所有任务后，就可获得纪念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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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绍兴文理学院仁术并重育良医

连拿3个国际设计大赛奖项

这个宁诺学子有点“牛”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将虚拟现实技术融入党建、思
政教育，打破传统红色教育的时空限制。图为学生们在虚拟现
实技术应用课前的“思政三分钟”环节，戴上装备畅游重庆红岩
魂广场，沉浸式体验“红岩精神”。

（本报通讯员 王菁婧 包淑佳 摄）

玩转玩转““黑科技黑科技””，，重走红色路重走红色路

浙工大研究生党员
把组织生活会搬上舞台

本报讯（通讯员 祝佩瑶 陈佳妍）近日，

浙江工业大学举行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

活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第三届研

究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案例大赛。入围的12支

党支部通过情景朗诵、舞台表演等多种形式，

生动呈现了各研究生基层党组织对中国共产

党精神的解读与传承。

据了解，今年该校在全校研究生范围内开

展了“百年恰风华·理论正当午”庆祝建党百年

系列活动，旨在通过“学红色史、讲红色情、立

鸿鹄志、践鸿鹄梦”4个方面，进一步引导全校

研究生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开场朗诵剧目《等待》通过一场跨越时空

的对话，生动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代表邓稼先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

“两弹一星”精神，这也正是此次系列活动中研

究生“红色移动课堂”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成

果之一。

活动现场，研究生党员们还进行了“以青

春之名献礼建党百年”的集体宣誓，展示了大

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