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媛媛 通讯员 李正
良） 由云南省教育厅主办，我校承办的
云南省 2013年第二场医药类毕业生和
毕业研究生双向选择洽谈会，4 月 11 日
上午在我校白塔校区举行。 258家省内
外医疗卫生企事业用人单位参加此次
招聘会，为到场的省内外 5000 余名医
学院校毕业生提供了 4800 多个就业
岗位。

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陶晴来到我
校白塔校区，深入“云南省 2013 年第
二场医药类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双向
选择洽谈会”现场调研指导工作。 陶晴
副书记在走访多家用人单位， 深入了
解医药类毕业生就业特点和难点后，
对我校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学生职业
规划和就业指导工作提出了要求，并

与我校党政领导就改进人才培养模
式， 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交
换了意见。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 校长李玛琳
先后来到招聘会现场， 与用人单位亲
切交谈，了解用人单位人才需求情况，
询问毕业生求职意向。 党委副书记王
翠岗、副校长陆炜諠先后陪同调研。

据悉，我校今年共有 17 个专业的
硕士毕业研究生、 本专科毕业生近
1600 人。 招聘会上我校一批毕业生当
场与用人单位签约，300 余人达成就业
意向。 去年秋季至今，我校加大就业指
导服务力度， 已先后为本届毕业生提
供 9000 个就业岗位，人才岗位供需比
接近 1：6。（详见第 2 版：各二级学院千方
百计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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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2013 年第二场医药类毕业生

本报讯 （记者 陈媛媛 通讯员 韩欣欣 ） 4 月 15
日上午， 我校 2013 年教学工作会在翰墨楼一楼报告
厅隆重举行。校领导、科以上干部、无教学任务的教师、
学生代表，第三附属医院（昆明市中医医
院）、第四附属医院（玉溪市中医医院）、
第六附属医院（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
附属曲靖中医医院和附属昭通中医医院
负责人约 3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
主题是“凝心聚智，强化内涵，着力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李玛琳校长主持会议。

王树发副书记首先宣读《云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云南省第七届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励的决定》和《关于批准 2012 年
云南中医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决
定》。 校领导为获奖团队颁发获奖证书。

杨建军书记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他
强调， 这次会议是在全校上下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 认真落实我校第二次
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学校“十二五”
发展规划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也是深入推进学校“申博”、“更大”、

“扩大对外影响力”三大目标的工作部署
会。 会议的召开对于实施“质量兴校”战
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他指出，学校以育人为根本，以教学为
中心。 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如果得不到保证，教学质
量就不能保证，培养合格人才就是一句空话，家长不
会满意，社会不会满意，学校也谈不上发展。 他强调，
全校要统一思想认识， 始终坚持教学工作的中心地
位；以质量工程为抓手，深化教学内涵建设；坚持以育
人为本，着力提高学生素质和能力；以提高教书育人

能力为重点，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坚持改革创新精神，
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李世辉副校长作了“凝心聚智，强化内涵，着力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主题报告。 报告总结了我校 2007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以来教学工作取得的主要成
绩。 他说，近年来我校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实现
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教学中心地位不断
巩固，教学激励机制不断健全，整体办学实力不断增
强；师资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进
一步改善，初步建成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
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开办了涵盖医、

理、工、管四个学科门类的 20 个本科专业，形成了优
势互补的学科专业结构；构建了以校级重点和精品课
程为骨干，省级精品课程为引领，涵盖不同学科、不同

专业、 不同层次、 开放共享的课程体
系；建立了数量充足、结构布局合理的
多层次、多功能，能满足教学需要、确
保教学质量的实践教学基地 100 余
家；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成效显著，
教学内涵建设不断加强； 通过实施质
量工程、社会实践、临床实践及各种竞
赛， 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创新精神及较
强的实践能力。 李副校长分析了目前
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后提出：2013 年
学校将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
以中医学专业认证和发布本科教育教
学质量报告为契机，全面开展“人才培
养质量年” 活动， 并从中医学专业认
证、 师资队伍建设、 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加强实践教学、完善课程体系、加
强教材建设，优化教学内容、培育教学
成果奖、 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
系等九方面提出了具体工作任务和要
求。

教务处陈林兴处长在会上分别对“中医学专业认
证工作”、“发布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及“人才培养
质量年”活动进行动员并安排部署具体工作。

李玛琳校长对 2013 年教学工作提出了七点要
求：一是要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质量意识。 人才培养
是教学工作的根本，人才培养质量决定了学校的办学
水平； （下转第 2版）

学校召开 2013 年教学工作会
本报讯（通讯员 韩

欣欣） 4月 19日，我校
在崇德楼 123 会议室
召开了新一轮本科人
才培养方案论证会。
上级主管部门、 行业
主管部门领导， 学校
教学指导委员会、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
员，用人单位、学生家
长以及学生代表等 60
余人出席论证会。 李
世辉副校长主持会
议。

李莹副校长首先
代表学校对参加论证
会的领导、 专家和相
关代表表示热烈的欢
迎和衷心的感谢，并
简要介绍了我校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

情况。 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医管理
局局长郑进教授介绍了我省中医药发
展机遇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充分肯
定我校此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
订，实现了从重理论到重实践，从重课

堂到重临床的转变， 体现了我校的优
势和特色。 郑进教授对我校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要继续解放思想， 二是要更加突
出我校及我省中医药特色， 三是要充
分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会上， 教务处长陈林兴对本科人
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要求、 修订过程及
修订的重点内容作了详细汇报。

全体参会人员认真评议和讨论了
本科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致认为：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标定位准确，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 实践能力的提高
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课程体系的构架，
学时、学分的分配，理论与实践的比例
科学合理， 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生
认知规律。 同时，专家组对如何在人才
培养方案中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环
节、 体现学校和云南省的特色优势等
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李世辉副校长总结中指出， 本次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对于我校加强专业
建设，强化学生素质，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都有着深远的
意义和极大的推动作用。

本报讯（记者 罗兵 通讯员 苗婷秀）
4 月 23 日，正值第 15 个世界读书日，“云
南中医学院首届‘读经典、学经典、用经
典’暨世界读书日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在翰墨楼大厅隆重举行。 学校党委书
记杨建军、副书记王树发、副院长熊磊以
及各协办单位、 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的
领导老师、学生代表近两百人参加仪式。
活动由图书馆、国家中管局“十二五”重
点建设学科“中医文化学”联合主办。 图
书馆馆长刘虹主持。

杨建军书记宣布活动启动， 正式拉
开主题系列活动的帷幕。 刘虹馆长介绍
了该主题系列活动的背景情况和目的意
义。她说，举办“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
主题系列活动，在经典学习中聆听先贤，
勤求古训，领略雅韵，感悟大医。 配合我
校人才培养质量年建设， 今年的范围是
以《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为主
要内容的中医经典。 通过活动， 促进学生苦练基本
功，打牢专业基础，提高学习兴趣。 以医学类学生为
主，在全校掀起学习中医经典的热潮，继承和弘扬中
医药学术精华与传统文化。

“中医文化学”学术带头人王志红教授宣读活动
方案。 熊磊副院长代表校党政领导对活动的举办表
示热烈的祝贺，对活动的倡议者、组织者、参与者表

示衷心的感谢。 她指出这次活动有四个特点：一是切
入点好，把世界读书日和读经典有机结合，把图书馆
工作和学科建设有机结合； 把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
有机结合；二是形式多样，有书法、有笔答、有背诵，
有讲座；三是参与面广，有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
留学生；四是时间长，历时半年多。 熊副院长还以自
已的感受向师生们传达了学习中医经典要趁年轻大
好时光的切身体会。

“中医文化学”后备学科带头人
章涤凡老师、《伤寒论》主讲教师盖沂
超老师代表教师倡议，11 级中西医临
床 1 班杜博艺、10 级中医基础理论越
南籍留学研究生阮氏李作为学生代
表响应发言。 活动还编印了《中医经
典原文选粹》， 已向学生发放 4 千余
册。

启动仪式上，还表彰奖励了 2012
年“构建文明阅读环境”征文获奖者。
征文比赛由图书馆、 监审室发起，针
对占座、占柜、脚踏藤几、大声打电话
以及乱扔拉圾等不文明行为，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倡导良好校风、营造和
谐馆风。 比赛共收到 80 篇文章，14 篇
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李永强副馆
长宣布了获奖名单， 杨建军书记、王
树发副书记、杨鹤清主任、陈林兴处

长、张云富处长为获奖同学颁发了奖状及奖品。
“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主题系列活动得到了

学校各单位、各部门的大力协助，分项活动将陆续开
展。 据党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为加强学习型校园建
设，丰富学习内容，近期将陆续向广大师生推荐一系
列哲学、社会科学经典书目，供大家阅读参考。

我校首届“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暨世界读书日主题系列活动隆重举行

我校新增四个本科专业
本报讯 （通讯员 韩欣欣） 4 月

18 日，云南省教育厅印发《云南省教
育厅关于公布 2012 年度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
（云教高 [2013]44 号），我校 2012 年
度申报的食品质量与安全、 医学实

验技术、 物流管理和傣医学四个本
科专业获教育部同意设置，2013 年
即可开始招生。 至此，我校开办的本
科专业数已达到 20 个，形成了优势
互补的学科专业结构。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梅光 ） 近
日， 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
2012 年度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我
校韩峻老师参与研究的“滇产中草
药抗 MRSA 等药物筛选技术创建与

应用” 成果喜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该项目由成都军区昆明总医
院、云南中医学院、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共同完成。

我校参研科技成果喜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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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校党委在全校开展了“解放思想，创新发展”为主题的实践活
动，起得了显著的成效，进一步完善了发展思路。 在本次活动中，解放思想是基
础和前提，创新发展是核心和目标。 没有解放思想，不能凝聚力量，不可能实现
创新发展。 然而，没有创新发展，一切所谓的解放思想活动都是徒劳无益的，没
有半点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创新是核心和灵魂，以创新精神推动发展是本次
活动的归宿和落脚点。

那么， 什么是创新和创新精神的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告诉我
们，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
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所谓创新精神，则是指能够综合
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方法，提出新方法、新观点的思维能力和进
行发明创造、改革创新的意志、信心、勇气及智慧。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创
新永无止境。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要想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创
新思维，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创新，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创新的精神状态。

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在工
作学习中，不满足已有认识而不断追求新知，不满足现有的生活生产方式、方
法、工具、材料、物品而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去进行改革和创新，对已有的规则、
理论、说法、习惯不墨守成规而敢于打破原有的框框、条条去探索新的规律和
方法，不迷信书本、权威而敢于根据事实和自己的思考去质疑书本和权威，不
盲目仿效别人想法、说法、做法、人云亦云、唯书唯上而坚持独立思考、说自己
的话、走自己的路，不喜欢一般化而追求新颖、独特、异想天开、与众不同，不僵
化呆板而灵活地应用已有知识和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这一切都是创新精神的
具体表现。

创新精神与其他科学精神是统一的。 比如，创新精神以敢于摒弃旧思想、
旧事物和创立新思想、新事物为特征，同时创新精神又要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
提，只有当创新精神符合客观需要和客观规律时，才能顺利转化为创新成果，
成为促进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创新精神提倡新颖、独特，同时又要受到一
定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制约。

创新精神提倡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并不是不倾听别人意见、孤芳自赏、
固执己见、狂妄自大，而是要团结合作、相互交流，这是创新活动所不可缺少的
方式。 创新精神提倡大胆探索、不怕犯错误，并不是鼓励违法乱纪、多犯错误，
只是强调对错误的认识是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创新精神提倡不迷信书本、
权威，并不反对学习前人经验，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 创
新精神提倡大胆质疑，而质疑要依据客观事实和符合逻辑的科学推理，并不是
凭空捏造、弄虚作假、虚无主义地怀疑一切。 总之，要用全面的、辩证的、科学发
展的观点来看待创新精神。

解放思想重在创新， 凝聚力量重在促进发展。 我校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
期，我们只有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发扬创新精神，真抓实干，我校“更名”、“申
博”和“扩大影响力”的“云中梦”才能实现，我校在未来的发展中也才能开辟出
新的更加广阔的天地。

论创新精神
水中石

双向选择洽谈会在我校白塔校区举行

李玛琳校长陪同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陶晴到双向选择洽谈会现场调研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到“双向选择洽谈会”现场与用人单位代表交谈

启动仪式现场

校领导为获奖团队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