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李玛琳校长作行政工作报告

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大会秘书长王树发主持会议 李莹副校长作财务工作报告

本报讯（通讯员 付明银） 2013 年 3 月 26 日，校党委书记杨建军同志参加第十
二届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主会场会议， 会议收看了国务院第
一次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省长李纪恒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要坚持“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的方针，坚持从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开拓进取，进一步推进政府系
统廉政勤政建设，为建设美丽云南提供有力保障。

据悉，杨建军书记、李玛琳院长在近期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时提出，全校各
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和第十二届省人民政府第一次
廉政工作会议精神，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身体力行，狠抓作风转变，切实做好
廉政勤政工作；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尽快提出贯彻落实两次廉政会
议精神的实施意见。

杨建军书记就贯彻省政府第一次廉政
工作会议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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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媛媛） 4 月 3 日
上午， 我校第三届教代会暨第四届
工代会第三次会议在呈贡校区召
开。 校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大会
秘书长王树发同志主持会议。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在会议开幕
时作了《解放思想，创新发展， 为实
现学校“三大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的讲话。 他指出，2013 是深入贯彻校
第二次党代会精神， 全面落实学校

“十二五” 发展规划的承上启下之
年。 开好这次会议，对于调动发挥广
大教职员工主动性、创造性，团结动
员全院教职员工更好地推动我校科
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杨建军书记讲话
中对做好教职代会工作提出三点意
见： 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全国、省“两会”精神，切实增强
工作实效； 二是要加强党建带工建
工作， 充分发挥教职员工在民主管
理中的积极作用； 三是要重视教职
代会工作， 尊重教职员工民主政治
权利。 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党委
“12345”：突出一条主线、着力两个提

升、推进三个建设、做好四项工作、
实现五个突破的工作思路。 他要求
教职员工在 2013 年， 要紧紧围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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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玛琳校长在会上作了《团结
协作，开拓创新，努力完成学校各项
工作》的报告。 她指出，过去的一年，
我校行政工作在党委的领导下，围
绕办学质量的提高，加强内涵建设，
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加大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和职工待遇， 较好地
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和年初党
政工作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2013 年，
学校行政要在党委的领导下， 以办
好人民满意的中医药教育为宗旨，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以学科建
设为龙头，以转变作风为保证，紧紧
围绕“更名”、“申博”和“扩大国内外

影响”三大目标，从以重大重点工作
为抓手，加快学校发展；全面加强内
涵建设， 切实提高办学水平两个方
面入手， 全面加强以质量为核心的
内涵建设，在推进“十二五”发展规
划的落实上取得显著成绩。

受李玛琳校长委托， 李莹副校
长作了《云南中医学院 2012 年度财
务执行情况及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会议还听取了工会常务副主席
王宝秀所作的《云南中医学院第三
届教代会暨第四届工代会第二次会
议提案办理情况及本次会议提案征
集情况的报告》和《工会经审委 2012
年对工会资产审计情况的报告》。 会
议表决通过了《云南中医学院第三
届教代会暨第四届工代会第三次会
议决议》。

王树发副书记在会议总结中强
调，各位代表一定要加强代表意识，
认真履职，认真汇集基层意见，努力
使教代会成为党委和群众的桥梁。
至此， 为期半天的第三届教代会暨
第四届工代会第三次会议圆满结
束。

学校召开第三届教代会暨第四届工代会第三次会议

我校戴振杰同志被省委省政府评为
新农村建设工作队优秀常务书记

本报讯（记者 陈媛媛） 3 月 28 日上午，我校召开 2013 年离退休教
职工党政工作情况通报会，80 余位离退休教职工参加会议。校党委书记
杨建军、校长李玛琳、党委副书记王树发、副校长李莹出席通报会。 校长
李玛琳主持会议。

通报会上，党委书记杨建军简要回顾了学校 2012 年在教育教学质
量、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内部改革、老干工作等方面所
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指出当前学校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尚存在着一
些束缚学校发展的观念，一些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学校一定高度
重视，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提出今年要围绕学校的基本工作思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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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强学科建设、加
大科研力度、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等 86 个方面的主要工作任务。

李玛琳校长就有关事项及老同志关心的问题做了补充说明。
通报会后，离退休教职工参观了校中医西传博物馆和院史馆。

学校党政领导向离退休教职工
通报 2013 年主要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蔡林礼） 近日，
从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表彰全省第六批新农村建设工作队
优秀个人和先进派出单位的决定》
（2013 年 3 月 20 日）获悉，我校中药学
院在玉龙县太安乡挂职的戴振杰同志
被省委省政府评为“新农村建设工作队
优秀常务书记”。同时，刘仁馨、吴华、侯
宾、孙智等同志也被挂职所在县评为优

秀指导员。我校被贡山县评为新农村建
设指导员先进派出单位。

一年来，我校下派干部在挂职期间
心系群众、扎根一线，克服困难、勇挑重
担，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为当地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当地百
姓的高度赞誉和充分肯定。

本报讯 （记者 陈媛媛 ） 3
月 27 日下午，“云南光彩事业
‘南磷励志奖学金’” 捐赠仪式
暨颁奖典礼在我校呈贡校区隆
重举行。 省工商联副主席赵明
辉、南磷集团副总经理周训文、
校党委副书记王翠岗出席捐赠
仪式并为获奖学生颁奖。

王副书记代表全校师生
对云南南磷集团及云南光彩事
业促进会捐资助学的善举表示
感谢， 向获得 “云南光彩事业
‘南磷励志奖学金’” 的同学们
表示祝贺， 他对云南南磷集团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扶贫助
困、 支持教育事业的义举表示
赞赏， 并希望获奖学生能坚定
信念，乐观进取，勤奋学习，艰苦奋斗，
知恩图报，奉献社会。 云南南磷集团、

云南光彩事业促进会领导表达了企业
回报社会，积极支持我省教育事业发
展的强烈愿望。 2010 级中医 3 班岳翔

南同学代表受助学生发言，表示要以
实际行动努力学习，善待他人，将爱传
递。

云南南磷集团通
过云南光彩事业促进会
向我校捐赠 60 万元，设
立“云南光彩事业‘南磷
励志奖学金’”。 捐赠款
分三年执行，每年 20 万
元， 资助 100 名品学兼
优、 积极进取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记 者 从 学 生 处 获
悉， 针对我校贫困生比
例超过 60%的实际，学
校非常重视助困育人工
作，按照“基本覆盖贫困
生， 基本解决特困生学
习生活费用”的目标，多
方争取资金，整合资源，

尽力帮助贫困生健康成长、顺利成才。

“云南光彩事业‘南磷励志奖学金’”捐赠仪式
暨颁奖典礼在我校举行

甘为人梯，是指心甘情愿为别人当梯子，给别人做垫背，让别人踩着自己
爬得更高，走的更快更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达到共同的目标。甘为人梯的
人，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能牺牲自己而成就他人，脚踏实地地为他人铺
路搭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把奉献视为一种美的收获，把他人的成功当作自己的一种幸福，是源于自
己的心甘情愿，是对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把握和判断。心甘情愿当人梯，是一
个人无私奉献的前提和动力，意味着“捧着一颗心来”，换回一分欣慰，“愿做红
烛照人寰”，“甘做春蚕吐丝尽”。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干事创业都需要
梯，但搭什么样的梯，为谁搭梯，则区分一个人的境界高下。“梯”有很多种，有
刻意为个人搭梯的，有专心为别人搭梯的，有为自己名利搭梯的，有为他人幸
福搭梯的。 我们的很多工作都具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性质，譬如教师、编辑、
图书管理员、财务人员、后勤人员等，甘为人梯的精神体现了我们每个人的大
智慧、大本事、大境界。

为了弘扬主旋律，共铸中国梦，校报将不断推出一些甘为人梯的“小人物”，
他们甘为他人做“嫁衣”、做“铺路石”，甘当孺子牛，不怀一己之私，成就他人和
事业之美，默默耕耘和奉献，这不仅是一种阳光心态的展示，更体现了一种顾
全大局、公而忘私的爱国主义情怀。 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不为权力、地位、名
利所累，理性看待自己的升迁去留，平和对待自己的名利得失，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甘为人梯者，必须随时保持一颗平常心，以一种至公无私、荣辱不惊的忘
我境界，对工作、对位置有正确的认识，胸襟开阔，淡泊名利，以海纳百川的胸
怀去包容人、理解人，甘为他人“做嫁衣”、“当绿叶”，乐于成人之美，成就他人
事业。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浮华所动，在职务、地位、利益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
任何时候都看淡职位升迁，看轻名利得失，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为了人好，见
得人好，能做人好，把别人的成功看作自己的成功，把他人的成长视为自己的
责任，他就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

甘为人梯 乐于奉献
水中石

杨建军书记出席会议 强调加强党委对教职代会的领导 充分发挥教职工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