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学医？
他的回答有点让人意

外。他说：“读高中时，我看
过医生做手术的视频，就
被深深吸引了，觉得做手
术很有意思，可以悬壶济
世，很酷。”

一只乌龟养了11年
还喜欢养蜘蛛、鲶鱼

身高185厘米
这名直博学霸

爱好很稀奇

很多孩子小时候都有过养小
动物的经历，但是像潘一箫这样能
够一只兔子养9年的，还是少数。潘
一箫从小很喜欢小动物，读小学时
他缠着妈妈买下一只兔子。妈妈对
他的要求就是，既然养了就要对它
负责，而且要自己照顾兔子的吃喝
拉撒。潘一箫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从带回家起到兔子老死，潘一箫都
亲力亲为。

潘一箫还养过一只小乌龟，这
只乌龟陪伴了他11年，潘一箫说：

“从巴掌点大，养到脸盆一样大，后
来把它放生了。”

此外，他还养过许多奇奇怪怪
的东西，豚鼠、小白鼠、蝎子、蜈蚣、
蜘蛛……

从高一开始，潘一箫爱上了养
蜘蛛，“觉得很霸气”，这是他喜欢
养蜘蛛的原因。潘一箫养的种类大
多是捕鸟蛛，是蜘蛛里面寿命相对
比较长的一类，一般能活十多年，
甚至30年。不像猫猫狗狗要打疫
苗，要洗澡，蜘蛛一般不容易生病，
只要一盒土，定期换水、喂食就好。
潘一箫多的时候养过 20 多只蜘
蛛，“后来要准备高考了，照顾不过
来，卖掉了许多，只留下了六只。”

女王大帆、黑魔鲸、笑猫、长须铁甲……
他养的这些鲶鱼品种你听过吗？

潘一箫是个妥妥的学霸，是上
海交通大学的三好学生。在大学
里，他的专业成绩一直稳步在前几
名。读大一时，专业总排名第六；读
大二时，专业总排名第四；大三、大
四，总排名第二。而且年年拿到学
校奖学金，还获得 2019-2020 年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

从大二开始，潘一箫跟着学校
指导老师和仁济医院肝外科主任，
开始研究肝脏疾病方面的，比如
肝移植，肝病肿瘤等，目前主要研
究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的预
后判断。

有可能是喜欢，有可能是天赋
使然。潘一箫认为，不管是养宠物，
还是医学研究，都要将所学所爱做
到极致。

“大学和高中学习是不一样

的。高中时，只要把老师教的东西
全部掌握就可以了。大学更多靠
的是自觉。因为大学里没有刷题，
老师也不会划考试范围，啥都会
考，啥都要会。所以如果单纯靠上
课，记笔记是不够的。我会常常找
一些有关方面最新研究、报告看，
自己的兴趣驱动着自学。其实填
报考志愿时，我妈给我的建议是
选其他专业，但我还是坚持了自
己的选择，也认定当初的选择没
有错。我也建议学弟学妹们，在选
择志愿时，要多考虑下，自己是不
是真心喜欢。很多人后来从事的
职业和自己当初大学里的专业并
没有关系，但我觉得大学是非常
好的深造机会，如果一开始就找
到并坚持自己的所爱，就可以少
走些弯路。”潘一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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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我们推出了
《加油吧·学弟学妹》系列报
道，今天向大家介绍就读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宁波学
子潘一箫。

潘一箫，是2017届宁海中
学毕业生，通过三位一体方式
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
床医学五年制的英文班，获
得 2019-2020 年本专科生国
家奖学金。今年 9 月，他将以
专业第二的成绩获得上海交
大医学院的保研直博机会，
攻读博士研究生。

他阳光乐观，成绩又好，
185 厘米的个子走在人群中
就很出挑。这个高高大大的
男孩子还有颗柔软的内心，
从小喜欢养小动物，而且一
旦 养 了 ，从 不 轻 易 放 弃 ，养
的动物都特别长寿。

今天，让我们正式认识一
下这位胆大心细的男生。

成长轨迹

小学：
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金桥校区 1-5年级
实验校区 6年级
初中：宁海县风华初中
高中：宁海中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临床医学五年
制 英文班

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后，
潘一箫带着这 6只蜘蛛和大学录
取通知书一同到校。可到了大学，
潘一箫又喜欢上养鲶鱼了。女王大
帆、黑魔鲸、笑猫、长须铁甲、艾尔
温尼铁甲……这些都是他养的鲶
鱼品种。

“艾尔温尼铁甲来自南美北部
的亚马逊，它们是群居性的，喜欢
夜行。有些鲶鱼的胸鳍、背鳍有毒，
抓的时候手法不好就可能被扎
……”说起鲶鱼的养殖，潘一箫讲
得头头是道。如今，小小的宿舍里
放了三只鱼缸，“有两条鱼养得太
大放不下，送回去让我妈养着，等
我毕业后有大鱼缸了，再自己养。”
他说。

养宠物不仅帮助潘一箫缓解
学习压力，还培养了他的责任心。

“动物和人一样，都会生病。如果宠
物生病，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它们
治好，积极向前辈们指教，从不轻
易放弃。”

学医以后，潘一箫在给宠物治
病方面更是得心应手，如今已经摸
索出自己的用药方法。潘一箫介绍
说：“比如乌龟，比较常见的病是
蒙眼病，多数是水质不调导致的
细菌感染眼结膜，我就使用左氧
氟沙星滴眼液+红霉素眼膏外敷，
干养一周，就能痊愈了。还有我的
东沙鸭嘴（鲶鱼的一种，学名大鳍
美须鲿）如果体表感染溃疡，先隔
离单养防止传染，然后用红霉素
研磨成粉，加用头孢类抗生素，具
体剂量我会按动物的体重来换
算，稀释用药的浓度。3天左右就
能痊愈。”

不论是养宠物还是医学研究
他都将所学所爱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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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鼠、小白鼠、蝎子、蜈蚣……
他养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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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箫
1999年生
宁波宁海人

宁 波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每 年 约 有
27% 的 学 生
继 续 求 学 深
造。其中，就
有 一 位 早 稻
田大学在读博
士 男 孩 程 传 涛 。
如何从宁职院大专生

“逆袭”到早稻田大学博士，本报记者对他
进行了一次专访。

“要努力抓住每一次教育机会”
程传涛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

程专业2015届毕业生，在建筑工程技术、
土木工程、岩土工程和计算机建模等方面
不断钻研学习，先后考入浙江工业大学
(本科)、宇都宮大学 (硕士研究生)、早稻
田大学(博士研究生)。目前是受鹿岛育英
奖学金资助的早稻田大学在读博士生。

和很多普通学生一样，程传涛在刚进
入宁职院时，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学习规
划，他说：“我父亲是做土木工程的，那时
候我就想毕业后跟着去工地。”大二时，程
传涛争取到一次去南台科技大学做交换
生的机会。正是这次交换学习，成为了改
变他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

程传涛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每个月
会参加一到两次的交流会，会上有来自北
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许多名校的学生，这
让我意识到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交
换回来后，我决定放弃创业的想法参加
专升本考试,而且一定要考上一所好学
校，提高自身竞争力。”

程传涛建议学弟学妹，一定要努力抓
住教育机会，积极培养自学能力，“我曾
经也是个后进生，深深体会过怎么学成
绩都不见起色的无力感。无论如何，大
家也不要灰心，积极抓住受教育机会，不
要放弃。”

去图书馆学习时不带手机
程传涛去学校上课、去图书馆学习时

是不带手机的，这个习惯从考研开始，一
直保留到现在。他说，这让他大大提高了
做事效率，从而有充分的时间去做有意义
或者是感兴趣的事。

“我希望对于学习没有高度自制力，
又想在升学或者考证上有所成绩的同学
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程传涛说，“在
宁职院时，我就经常去图书馆。有一次我
听了俞敏洪的演讲，其中提到:人要多读
书，如果不读书的话就去摸书，把书名和
作者还有概要大致了解一下，我深记着这
句话，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俞敏洪叫
我们去摸书不仅仅只是提升学识，他还想
让我们主动去打开一扇使我们自己终身
受益的窗户。”

像程传涛这样，越来越多的宁职学
生，在宁职院开放办学之路的影响下寻求
着多元化发展。作为省国际化特色高校，
宁职院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引进
德国 IHK、英国EAL等国际通用职业资
格证书。学校作为商务部唯一的“中国职
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已为122个
国家，培训了近3326名教育及产业界官
员和技术人员，每年还吸引上百名外国留
学生慕名而来。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刘静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宁职院大专生
到早稻田大学博士
他靠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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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养过哪些动物，看下这份特

别的“履历”：

一只乌龟，养了长达11年
一只兔子，养了长达9年
5只蜘蛛，养了长达7年
数条鲶鱼，至今养了4年

高 校 周 刊

潘一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