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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红医魂” 育“医者心”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奏响新时代学生思政工作更强音

校园景观厚植“医者魂”

校园环境的建设，对学生培养起
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遵义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校园建筑设计以黔北民居为基
本风格，遵义会议会址的弧形窗、回
廊、红墙等红色文化元素融于其中，
整个校园集现代、古典、生态、人文
为一体，处处彰显着学校传承和发扬
医学人文的办学理念。

以生命为主题的主体圆雕高达 17
米，表述着生命的传承和托举；红军
卫生员龙思泉圆雕，讲述先烈“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红医魂精神；校史文化墙、医
学名人文化墙、医学名言书卷石雕、
白求恩广场、知名医家的道路命名，
处处向你讲述医者之魂。各教学楼设
计了内涵丰富的楼宇文化，突出专业
特色，展现学科历史，充分发挥了场
馆教育引导功能。学校校史馆的小影
院循环播放着一个视频，由建校元老
讲述前辈们巡回医疗时救助危重病人
的感人故事，这已成为新生及新进教
师入学教育的必修课。

文化活动凸显“杏林红”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依托遵义
红色文化资源，结合医学生专业特
色，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活动，不断深化“杏林红”文化精神
内涵，提振医学生“精、气、神”。一
是追根寻源不忘初心。“杏林红”之

“杏林”，是医学精神的寓意，“红”则

是 长 征 中 红 军 卫 生 员 精 神 之 传 承 。
1935 年 1 月，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在遵
义因为百姓治病耽误行程，在追赶队
伍的途中不幸牺牲，从此龙思泉成为
遵义人民心中的医魂象征。二是传承
发扬不辱使命。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方针，将传承红军精神、发扬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与立德树人的办
学理念相融合，深入开展“杏林红”
校园文化活动，力求在内容和形式上
透着“红”色。护理系将红军卫生员
对百姓的关爱精神与“人道、博爱、
奉献”的南丁格尔精神相融合，每年
组织开展纪念 5.12 国际护士节暨护士
生授帽仪式活动；卫生管理系开展

“党员进学生宿舍”活动；中医系结合
奉献精神举行中医传统“师带徒”仪
式；学校是遵义市红十字会遗体捐赠
接收站，在每次给新生上解剖课前都
会隆重举行感恩“大体老师”的仪
式。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献血量持续
增长，同比增长率位列全市高校之
首，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单位称
号。一系列活动无不教育引导医学生
们牢记使命，传承“勤学敏思、精业
济世”精神，为医学事业而奋斗终生。

队伍素养托起“仁医梦”

“红医魂”精神，就是要像龙思泉
那样，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成为先
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
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
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学校采取“三
力”措施，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养。
一是练内力。积极推进思政教师、辅

导员、团干部、心理咨询教师等队伍
建设。制定教师“素质能力提升培
训”行动计划，每年安排经费 100 万
元用于教师能力提升培训。先后组织
300 余名青年教师及副科级干部在重
庆参加“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学
习，组织 60 余名中层干部到上海中医
药大学、浙江大学等参加“内涵建设
能力提升班”培训，组织 300 余名辅
导员及副科级干部参加网络学习。二
是引外力。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为契机，实施“三个一”思政教学工
程，提升课程质量。即：邀请有较高
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党政干部
讲好一堂课、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开设
一次讲座、邀请外校优秀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讲授一门课程。2017 年，
先后邀请了省政研室领导、遵义市领
导等到校宣讲十九大精神和作形势报
告；邀请上海中医药大学优秀教师到
校开展专题讲座，邀请遵义市名老中
医专家到校开展医德讲座。三是聚合
力。组建科研兴趣小组，党员教师答
疑室等，从全方位引导学生成才，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推行“双
辅导员”制度，即思想与专业教育辅
导员共同管理学生，探索“师带徒”
模式，科研、实验、技能操作都由教
师带领学生完成。2017 年，学校参加

“全国首届职业院校护理专业教师教学
能力大赛”获团体二等奖，指导教师
获个人二等奖；参加“全国卫生职业
院校‘人卫杯’检验技能竞赛”，医技
系获团体三等奖，带队教师获“优秀
工作者”称号；参加“第二届全国卫
生职业院校“迈克生物杯”大赛，2
名参赛教师均获一等奖。

只有政治素质过硬，道德品质高
尚的教师才能培养出人民群众满意的

“仁医”。

实践基地传承“红医情”

“红医魂”精神，就是要像龙思泉
那样，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做群

众健康的贴心人，百姓生命的守护
神。学校托借精准扶贫、校企合作、
创业实训、“三下乡”社会实践等载
体，发挥专业优势启动思政教育实践
基地建设，传承发扬红军卫生员龙思
泉情系百姓、不畏艰险、治病救人的
精神。2017 年，将学校精准帮扶点作
为思政实践基地试点，组织师生近
1000 余人分成“精神、健康、文化”
三个扶贫组，进村入户，通过开展卫
生医疗、健康知识普及宣讲、健康档
案建档、义诊和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
培训、寻找最美校友、党员结对帮
扶、文化传承调研等活动，深入开展
精准扶贫。学校分别向帮扶点捐赠资
金 100 万元用于改善易地搬迁户基础
设施建设，培训当地乡镇卫生院医护
人 员 近 100 人 ， 为 当 地 群 众 义 诊 达
2000 人次。与上海和孝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计划，
输送社区大健康管理人员 20 余名。

一家家企业、教学医院，成为传
递“红医情”的实践基地。

网络载体照亮“学医路”

“红医魂”“医者心”，就是要为人
才培养构建起积极健康的成长环境。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切实加强网络
文化建设与管理，推动思政工作传统
优势与网络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守护
好学子们学医路上的网络“精神家
园”。一是两微一端建设成果卓然。利
用语音、视频、图文等媒介手段，突
出医学院校特色。医专微信订阅号开
辟“十九大学习专栏”，发表教师、学
生十九大学习心得，“最美医专人”栏
目用微视频展现平凡医专人不平凡的
工作。遵义医高专的网站连续多年在
贵州省高校网站评比中名列前茅。二
是构建第二课堂有起色。充分发挥

“到梦空间”新型网络平台作用，构建
思政治教育“第二课堂”。全面试行

“第二课堂成绩单”工作，促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等全面发展。该平台自

2017 年 10 月正式启动以来，学生激活
率达到 98%，开展活动 273 次，综合
参与人数达 64566 人，据 11 月团中央
研究中心反馈，学校“第二课堂”工
作推进成效显著，在贵州省位列前
列。开设人文、思政、学科、常识方
面等栏目，形成课上课下、线上线下
相互呼应、协同运行的工作机制和工
作合力，打造导向正确、特色鲜明的

“仁医”成长网络空间。

青马工程锤炼“医者心”

“红医魂”“医者心”，就是要培养
新一代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像龙思泉
一样对党忠心，潜心为民的青年大学
生。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结合自身
实际，创新举办“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培训班，并在贵州省高校
中率先推出青马工程“五大模块”培
养模式，切实加强医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教育。一是理论知识学习
教育模块。加强青马学员马列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
时事政治、理想信念等理论知识的学
习培训，不断提升学员政治理论素
质。二是爱国主义基地教育模块。组
织学员到遵义会议会址、苟坝会议会
址、娄山关战斗遗址、四渡赤水遗址

等思想政治教育基地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增强爱国意识。三是注重社会实
践教育模块。要求每位青马学员充分
利用寒暑假，到医院和药企见习，撰
写调研报告，增加对党情国情社情民
情的了解。四是社会服务体验模块。
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大学生青
年志愿者服务、青马学员走进养老院
等活动，教育学生关注民生，关注现
实问题。五是素质拓展训练模块。组
织学生参加“晨曦行动”，坚持每周
一、三、五晨练，周二、四晨读经典
美文，培养学员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
习习惯。组织学生参加户外拓展训练
营等系列户外活动，让学生学会团结
协作、独立坚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培训班已经开办 9 期，600
多名学员完成培训课程。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高校思政工
作会议精神为引领，深入开展以弘扬
和践行“红医魂”精神、培育“医者
心”为主线的思政工作，进一步推动
学校“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努力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
能型医药卫生人才，为地方经济和社
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
记 孙逐)

【事件回放】

去年 11 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有个同事非常担
心地对我说：“大姐，你要有心理准
备哦，上星期五体育课你是不是打
学生啦？家长找到学校兴师问罪来
了！”根本没有的事，我不以为然地
说：“我根本没有打人啊，有什么好
害怕好担心的呢？”

踏进办公室，见到一对怒气冲冲
的夫妇。因为无愧，我笑脸相迎：“龙
龙爸妈，你们坐下听听那天我上课的
过程好吗？”没等我说完，龙龙的爸爸
就气势汹汹地打断了我的话：“我儿
子回家说体育课上老师用棍子打他，
后脖子上有块出血的疤，你说你是怎
么打的？”我肯定而坚决地看着他说：

“没有，肯定没有，要不到班里问问其
他孩子？”龙龙爸爸还不相信：“小孩
子怎么会骗人呢？”当时的状况如果
持续下去，我的笑脸、温和、气度
说不定就会变成委屈误解后的愤
怒。幸好，这时周一的总值日领导
走进办公室，我也就走出去，避开
了这个风暴的旋涡。大约 10 分钟左
右，这对夫妻带着没有解决问题的
不满，不情愿地离开了学校。

我还是不想被这么不明不白地
冤枉，想弄清原委，又不想伤害孩子，
于是过几天拉了正要去大课间活动
的龙龙到我办公室。龙龙很警觉地
问我：“吴老师，你找我干什么？我要
去活动。”我搂着他说：“没关系的，到
老师这里来也是活动和任务啊！”边
说边剥了一颗糖塞在他嘴里，问了一
些“家里爸爸妈妈吵架吗？爸爸打过
你吗”等问题，我想了解他的家庭是
怎样一个家庭，造成他撒谎的根源
是什么。聊了一会儿，我拉着他朝
学校运动场的游乐区走去，边委屈
地跟他说：“龙龙，吴老师今天真的
难过伤心啊！我根本没有打你，你
却说我打了你。我们现在去找找打
你的那根棍子好吗？”

我和他一起在游乐区地面上寻

找。“吴老师，跟这根差不多大小！”孩
子找到一根柔软的枯柳树枝喊住
我。回来的路上孩子说：“吴老师，可
能我记错啦，可能是你不小心打的。”
怎么又出了个不小心？

下午一 （5） 班的英语老师听说
此事很惊讶：“星期五我看到孩子脖
子上的血疤，问他怎么回事，他说
是自己抠的。”

这件事过去后我也没有再提起
过，以后的体育课上，龙龙见我的目
光都是躲闪、逃避的。一个月后的一
个周五下午，一 （5） 班班主任拿着
一盒马卡龙蛋糕：“吴老师，今天是
龙龙生日，他妈妈特地嘱咐我给你送
蛋糕来，说过去的事就不要计较了。”
我接受了蛋糕，并在班级微信群里感
谢了她。

张教授，我想问两个问题：这件
事我这样处理的过程对吗？另外，我
受点委屈没什么，但对孩子的成长来
说却是极为不利的，包括他爸妈的做
法。我很想帮助这个孩子，但不知具
体如何操作、如何解开这个结？

【专家解答】

回避 沟通 共情

吴老师的做法很智慧。在整个
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吴老师尽最大
努力展现了最好的自己。例如，吴
老师认为“当时的状况如果持续下
去，我的笑脸、温和、气度说不定
就会变成委屈误解后的愤怒”，因
此“借着总值日领导走进办公室，
避开了这个风暴的旋涡”。这里吴
老师采用了回避技术避免冲突升级
和恶化。

后来，吴老师搂着孩子说：“没
关系的，到老师这里来也是活动和
任务啊。”边说边剥了一颗糖塞在
他嘴里。这体现了吴老师尝试与孩
子建立信任和安全关系，消除孩子
的阻抗，以便进一步沟通。吴老师
询问“爸爸有打过你吗”，通过了
解孩子原生家庭和教育方式，试图
去了解孩子说谎的原因是否是家长
过于严厉。

吴老师委屈地跟孩子说：“龙
龙，吴老师今天真的难过伤心啊，
我根本没有打你，你却说我打了
你，你说吴老师难过不难过？”这
里吴老师使用“共情技术”，让孩
子感同身受地理解老师被误会的伤
心与难过。“我们现在去找找打你
的那根棍子好吗？”吴老师采用了
心理情境还原技术，陪同孩子共同
检视心理过程，解决孩子可能发生
的记忆错构或虚构问题。最后，孩
子的家长主动买蛋糕，老师接受
了，并在班级群里面感谢了家长，
这说明吴老师为与家长保持良好沟
通关系做了相应的铺垫。

从 这 些 做 法 可 以 看 出 ， 吴 老
师的处理体现了良好的心理意识
和智慧。

修复 化解 疗愈

吴老师“很想帮助这个孩子，
解开这个结”，可以主要从心理修
复的角度来进行。

第一，需要修复吴老师本人的

委屈、憋屈等情绪。在整个处理过
程中，家长的表现让吴老师感到没
有被尊重、被理解。例如“没等我
说完，男孩的爸爸就气势汹汹地打
断了我的话”“我儿子回来说体育课
上老师用棍子打他，后脖子上有块
出血的疤，你说你是怎么打的？”男
孩爸爸还说“我相信我的孩子，小
孩子怎么会骗人呢？”这些体现出家
长在信息不全的基础上进行推断，
强烈的主观臆测性，也有亲人归因
偏差。这些叠加在一起，让吴老师
体会到强烈的误解感。尽管吴老师
在意识层面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
是其情绪给出了“有问题”的强烈
信号，因此需要修复。吴老师可以
通过正常化技术来修复，认可“被
家长误解是常见的事”等，也可通
过阅读来进行自我疗愈。

第二，需要修复吴老师和家长
的心理关系。一个月后，孩子家长
特意送来生日蛋糕，说明家长可能
知道误解了吴老师，通过委婉的方
式表示歉意。但是吴老师和家长之
间关系的心结还存在。因此吴老师
应主动在意识层面修复自己和家长
的关系。在意识层面上化解之前的
误解，不仅可以解除心结，甚至还
可以提升吴老师和家长的关系，为
孩子后续的成长提供和谐的氛围。
吴老师可以寻找机会和家长开诚布
公地讨论这次误解，把一笑泯恩仇
变成一谈解误会。

第三，修复孩子的心理以及吴
老师和孩子的心理关系。“这件事过
去后，体育课上男孩见我的目光都
是躲闪、逃避的”，说明孩子可能知
道自己说谎给老师带来了伤害，对
老师产生了愧疚情结。这表明男孩
需要心理修复。吴老师可以主动跟
孩子谈这件事，说明老师原谅、理
解了孩子的谎言，并进一步与孩子
讨论说谎的危害，让孩子从这件事
中获得成长。同时通过这个心理过
程修复师生之间的关系。

吴老师的心理修复、吴老师和
家长心理关系的修复、孩子的心理
修复全部完成后，他们的生活和学
习就会重新回到和谐的状态。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学生说我打了他”
张仲明

据悉，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考个理想
的成绩，习惯于在考前熬夜陪孩子做作
业。笔者认为，这种方式不可取。

孩子的学习，重在日常科学引导。有
的家长平时对孩子学习不太关注，考前复
习才临时“抱佛脚”去抓。这样容易给孩
子造成错觉，本来是临阵磨枪三分快，孩
子却误以此为常态，不仅把学习简单理解
为考个好成绩，而且还可能不专注于平时
学习，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前突击，毕其功
于一役。

孩子的学习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
考前突击模式下学到的知识最容易遗忘。
家长要在平时更多地培养孩子良好的作业
习惯，在孩子做作业的专注力和高效率方
面多下功夫，让孩子学会统筹安排作业、
合理分配时间，做到作业和睡眠两不误。

孩 子 自 然 状 态 下 的 学 习 效 果 是 最 好
的。许多家长一直陪守、盯着孩子学习，
其实是费力不讨好。孩子的学习需要一个
相对独立、自由的空间，这样更有利于集中
注意力，让大脑高速运转，思维活跃起来。

当然，家长也应该了解到孩子的学习
状态，以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笔者建
议，家长应该以看到孩子的学习状态、不
打断孩子专注思维为尺度，及时提醒孩子
端正坐姿、注意力集中、先易后难、细心
检查等，让孩子习惯成自然。

考前的复习作业是为了发现学习中的
问题，查漏补缺。当孩子作业中出现错误
时，家长要有平常心，不能呵斥、责备，
力所能及地去讲解。否则，一旦对孩子造
成心理影响，家长将不会再看到孩子学习
的“庐山真面目”，孩子作业满篇对钩的背
后，很有可能伴随的是抄袭，家长就会失
去发现孩子学习问题的机会。

另 外 ， 无 论 是 考 前 复 习 还 是 平 时 上
课，都不宜搞“题海战术”，以免因熬夜造
成孩子精神疲惫，导致第二天学习的低效，
甚至考前焦虑。作业贵在精准掌握真实学
情，总结归纳有质的收获，而不是量的扩充，
一定要给孩子思考的空间去提升自己。

（作者单位：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龙
园中学）

考前复习
家长不宜“陪”

雒会龙有问有答有问有答

微言

清华附小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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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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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高校思政工作关乎高校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遵
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作为医学教育类职业院校，以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秉承“重立德树
人 育医者仁心”办学理念，纵深推进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全方位、全过程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医药卫生人才，着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