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媛媛 通讯员 付明银） 3 月 6 日下
午， 我校 2013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翰墨楼一楼
报告厅召开，省教育厅监察室副主任李勇莉同志到会指
导。 党委杨建军书记和李勇莉副主任作了讲话，纪委杨
中梁书记代表学校党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由李玛琳校
长主持。 学校领导、科以上干部、廉政教育兼职教师、党
风廉政义务监督员、学生代表共 230 多人参加会议。

杨中梁纪委书记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为学校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 的工作报告中，全
面回顾总结了我校 2012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一

是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工作取得
新成效；二是宣传
教育针对性和实
效性显著提高；三
是加强制度创新，
制定了《贯彻落实

“三重一大” 决策
制度暂行办法》等
6 个规章制度；四
是对“七个关口”
进行重点监督，积
极开展审计监督，
为学校节约资金
399.42 万元；五是
继续推进招生阳
光工程，全面开展

春秋两季教育收费检查，纠风工作成效明显，荣获云南
省“规范收费高校示范校”称号；六是充分发挥查办案件
治本功能，为学校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78 万余元，为 5 名
党员干部澄清了事实；七是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
高，45 岁以下在读或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比例为 100%，有
7 人次获得上级表彰。 2013 年，我校将启动“廉政风险防
控深化年”工作、深入推进源头防范治理、争创廉政文化
示范点等八项工作。

杨建军书记在题为《认清形势把握大局 努力开创
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 的讲话中，对

做好我校 2013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
是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推动学校
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继续保持全校上下团结奋进、开拓
进取、不折腾、不扯皮的工作状态，维护好“人心齐、风气
正、事业兴”的良好氛围。 二是要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新形势，全面落实上级纪委要求。 始终绷
紧反腐倡廉的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快建立和
完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
保障机制。 三是要加强工作研究，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科学化水平。 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这一中心工作，继续发挥责任制的抓手和龙
头作用，健全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期处置相结合的廉
政风险防控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科学化水平。

省教育厅监察室李勇莉副主任对我校 2012 年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取得的良好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学
校党政领导班子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高度
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载体丰富，已形成了良好的齐
抓共管工作格局，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纪
律保障。

李玛琳校长在总结中要求：一要抓贯彻，各部门、单
位要及时把本次会议精神传达给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贯
彻好会议精神；二要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
处；三要抓作风，认真开展“作风转变年”工作，营造一个
团结干事、求真务实、治学严谨、勤俭节约的良好校园环
境。

会议对 2012 年度综合考核优秀及合格单位、 廉洁
文化进校园书画摄影比赛获奖代表进行了表彰奖励。

我校召开 2013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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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桢 通讯员 付明银）
3 月 11 日， 省委高校工委第四考核组到
我校就 2012 年度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暨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工作及“四群”教育实行干部

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考
核。

上午，学校 2012 年度“三项工作”综
合考核汇报会在翰墨楼一楼报告厅召
开。 会上，考核组组长、省教育厅副厅长

邹平作了动员讲话，对考
核工作提出高度重视、严
明纪律、确保公平公正的
要求。 学校党委杨建军书
记代表学校党委汇报了
我校“三项工作”开展情
况，从“惩防体系建设机
制完善，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各项工作成效
明显”、“办学治校能力不
断增强，人才培养质量和
社 会 服 务 能 力 不 断 提
高”、“四群教育机制健

全， 四群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并初显成
效”三个方面，全面总结了我校“三项工
作”取得的成绩。 考核组主持对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进行了民主测评。 全体校
领导、正处级干部和主持部门工作的副

处级干部， 党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学校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主要负责
人， 一般教职工代表共 61 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李玛琳院长主持。

汇报会后，考核组分别对校级领导
班子成员和综合部门负责人进行个别谈
话， 并深入附一院、 基础医学院进行延
伸考核， 听取教师代表对推进惩防体系
建设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意见
建议， 认真查阅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四群
教育相关资料。

考核工作结束后，考核组向学校党
委、 纪委主要领导及组织部负责同志进
行了意见反馈，对我校“三项工作”给予
了肯定， 认为我校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
视廉政建设和四群教育工作， 领导班子
建设富有成效， 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健
全，四群教育重大工作落实到位。

2012 年度“三项工作”进行综合考核

我校 2012 年度第三次获得“昆明市平安
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 陈媛媛） 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传达
上级有关会议精神， 总结去年的工
作，部署今年全校工作，3 月 6 日上
午，我校召开了 2013 年党政工作会
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王树发主持。

党委书记杨建军回顾了学校
2012 年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分析了学校在建设发展中面临的形
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学校 2013
年“突出一条主线、着力两个提升、
推进三个建设、做好四项工作、实现
五个突破” 的基本工作思路。 学校
2013 年要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这条主线， 着力提升立德树
人水平、 着力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
水平，推进干部队伍建设、推进教师
队伍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做好章程制定、学生就
业、安全维稳、服务保障四项工作，在人才培养质量、学
科建设、科研、对外合作、校园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杨建军书记强调， 今年作为学校的作风建设年，要
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做到情况清、思路明，标准
高、协作强，措施硬、方法活，行动快、效果好，制度严、考

核实。
李玛琳校长传达了近期上级会议精神，并根据党委

工作基本思路，对“2013 年学校党政工作任务分解”作了
详细说明。 指出今年要集中力量扎实做好“申博”准备、
有力推进“更名”进程、“校区建设”实现开工三项重大工
作；要突出抓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大协同创新”、

“激发办学活力”、“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
立”、“改进工作作风”五项重点工作；要统
筹协调完成好“宣传及校园文化建设”、“强
化质量意识，提高教学质量”和“实施人才
兴校战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二十项主
要工作。

王树发副书记最后指出， 本次会议为
贯彻落实好学校党委、 行政决策指明了方
向，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并就全面贯彻
落实学校 2013 年度党政工作会提出的各
项工作任务，对各单位、各部门提出三点意
见：一要明确任务，形成共识；二要突破重
点，推进工作；三要改进作风，统筹兼顾。希
望大家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全面贯
彻落实学院党政工作各项任务， 加快学校
发展步伐， 有力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

学校党政领导、处级干部（含调研员、副调研员）、机
关各职能部门正科级干部、省校两级教学名师、省学术
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才、 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教
（职）代会代表、离退休干部职工代表、学生代表共计 140
余人参加会议。

我校召开 2013 年党政工作会议

本报讯（保卫处） 近日，昆明市委
下发《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
关于命名昆明市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的
决定》（昆通[2013]�3 号），决定授予我校
为 2012 年度“昆明市平安建设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

2012 年， 我校认真贯彻落实关于
建设昆明市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的相关
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落实。
在 2010、2011 年创建“昆明市平安建设
先进单位”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重点开

展了以维护校区安全稳定、加大校园安
全宣传、 预防校园治安案件等各项工
作， 有力地促进了我校校园治安环境，
学校安全保卫工作受到上级领导和部
门的充分肯定，并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
的一致认可。

我校 2012 年度再次荣获“昆明市
平安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既是
对我校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我校平安校园工作的鞭策，我校
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校园安全稳定工作。

省委高校工委考核组对我校 本报讯（记者 陈媛媛） 2013 年 2 月 25 日，新学期上课的第
一天，学校党政领导杨建军、李玛琳、王树发、王翠岗、李莹、陆炜
諠、熊磊、杨中梁、李世辉在教务处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深入教学
一线了解课堂教学情况。

学校党政领导和教务处工作人员分组对呈贡、 白塔两校区
教学情况进行了检查。各组对照课表，就教师上课、学生到课、课
堂教学秩序、 教学设施运行和教学环境等情况进行了全面巡查
和了解。

从检查的总体情况看，上课第一天各学院教学组织到位，教
师精神饱满、准备充分、精心讲授；学生到课情况良好、听课认
真， 课堂秩序井然。 院领导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教师到教室稍
晚、上课准备不足，个别班级上课人数少、个别同学上课迟到，教
学设备运转不畅等情况作了详细了解。

通过检查了解到，开学第一天教学工作情况良好，师生们均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为新学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
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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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水中石

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精神是什么？ 精神是一种高昂的激
情、一种奋进的思维、一种向上的状态，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种超越，
一种不甘平庸、不甘屈从、不甘得过且过的血性和气节。 它是活力、动力、
生命力的象征，它塑造出鲜明的个性，孕育着强劲的魄力，彰显着无穷的
魅力。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
失去脊梁骨，不能自强自立；一个家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家业衰败，一
代不如一代；一个集体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缺少向心力、凝聚力，最终成
为一盘散沙。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艰苦
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深刻地改变着世间万事万物。在改造着客观世界的
同时，也改变着主观世界，使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从必然王国逐步走向自由
王国。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中华精神家园，在彰显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放
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可谓万紫千红、美不胜收。 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虎门销烟到硬骨头六连，从振
兴中华、推翻帝制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从延安精神
到为人民服务，从愚公移山精神到南泥湾精神，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
从红旗渠精神到铁人精神，从雷锋精神到女排精神，从抗洪救灾到抗震救
灾，从载人航天精神到世博精神，等等，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魂，展示出
中国人的精、气、神。

精神是一种高昂的激情。精神表现出自信、乐观、向上、智慧和矢志不
渝的坚毅，洋溢着活力、创造力和勇往直前的动力。 在特殊的情势下往往
焕发出个体最深层、最本质、最根源的力量，引爆出巨大的社会正能量。自
古得道者无不以精神立身，自古成事者无不以精神取胜。 项羽演绎的“破
釜沉舟”之所以最终能扭转局势，那是因为项羽及他的军队具备了“置之
死地而后生”的胆略，才彻底摆脱困境。 正如蒲松龄所说：“有志者，事竟
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高唱《满江红》的岳飞，高喊“恨不抗日
死，留作今日羞”的吉鸿昌，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革命烈士周文雍和陈铁
军，他们的胆识、气质震撼着无数人，鼓舞着无数的仁人志士奋勇前进。这
就是精神，就是激情，就是希望，就是力量。

精神是一种奋进的思维。 一个有精神的人， 必然是一个精神上的贵
族、内心上的强者、信念上的王者，他们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对改变现状
具有勃勃冲动，对控制不利局势具有强烈渴望，只要一息尚存，他们永远
不会放弃希望，不会丧失信心，不会迷失自我，不会被苦难束手就擒，不会
临危方寸大乱，不会在困境中无法自拔，不会在别人面前怨天尤人，他们
会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坚定的信心、最快捷的速度去改变这种局面。 历史
上经典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伟大历史转折进程的决定者，那些经天纬地、
经世济国之才，在精神维度上必然胜常人若干筹，在内心信念上比凡人强
大若干倍。以致在中国历史上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坦荡豁
达，“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浩浩坚毅，“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
三千越甲可吞吴！ ”的雄心壮志，“志者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的凛凛骨气，“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冲天豪迈，“我自横刀
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浩然正气，“宁可自己鲜血流，不让祖国寸土
丢”的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
忘我拼搏精神。

精神是一种向上的状态。精神是引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一个人不断向上、自我突破的根源性力量。 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无不是
正面力量的推动和引领。因为人类社会有着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那些非
主流、非理性、不和谐的因素必然被正面、主流和更强大的“正能量”所战
胜和取代，如人本、善治、诚信等理念逐步在人际交往、商务活动、行政管
理中被被认同、受推崇。 有学者认为，当前，“大智慧”时代已姗姗而至，更
多的人逐步意识到人性本原的力量、传统经典的力量、正面典范的力量，
开始把“精神”放到一个核心位置来关注、来思考、来探讨。 我国近年来兴
起的“国学热”、重读“经典”运动、“十大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活动，无不在挖掘着中华民族长久不衰的精神源流，无
不在放射着纯粹的人性光芒，无不在展现着智慧的力量。 一句话，跨越的
科技进步，高速的经济发展、富足的物质享受，必然伴随着高尚的内心追
求、优雅的行为规范和富足的精神境界。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孕育着伟大的力量,伟大的
力量推动着伟大的时代不断向前。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必然会有符合
其发展的特点、规律的精神价值标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致力民族复兴
伟业，实现 13 亿人的“中国梦”，都离不开精神的追求、精神的支撑和包括
精神在内的动力源泉。

当前，在融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创造实践中，我们每一个云中人也
有一个美好的“云中梦”，那就是在“十二五”期间，解放思想、凝心聚智、创
新发展，力争实现“申博”、“更名”目标，扩大社会影响。这既是时代赋予我
们的光荣使命，也是实现师生共同利益的美好梦想。 实现这个梦想，需要
全体师生师生员工用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学习，忘我拼搏，以高
远的精神境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卓越诠释自我。尽心尽
职做好每一项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只有这样，我们
每个人离心中的目标才会越来越近，“云中梦”才会变成美好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