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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闻2
我校成功举办首届中医西传暨人类学

西方社会研究国际论坛
本报讯 （通讯员 戴翥） 6 月 21 至 22

日，经过三个月的筹备，首届中医西传暨人
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国际论坛在我校呈贡校
区召开， 标志着我校中医西传研究在国内
外步入领先行列。

论坛开幕式由中医西传研究所所长
贺霆教授主持。李玛琳校长致辞欢迎 30 余
名中外来宾， 云南财经大学人类学陈刚教
授到场致贺辞。开幕式前，来宾参观了云南
省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中医西传分馆。
李玛琳校长与法国针灸医生科学会会长
Sautreuil 医生为分馆揭牌。

两天的论坛中，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
的代表围绕中医西传作了 22 场演讲，以人
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为题举行圆桌会议。 本

届论坛无论在内容、 视角及形式上均属创
新， 标志着我校中医西传研究在在国内外
步入领先行列。 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在西方
的中医成为学校的优势与特色， 是学校核
心竞争力的体现。

本次论坛由云南中医学院主办、云南
财经大学协办、 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研
究所承办。 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
重点建设学科“中医西传学”、“中医文化
学”、“中医药对外合作管理学”帮助，得到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医在法国的传播研
究”、“中医在英国的传播研究”资助。 学校
各级领导、院办、外办、团委、后勤处、社联
及学生志愿者均给予了大力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 孙永林）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 云南省教育厅组织省
内 14 所高校代表赴法国、意大利和德
国举行“2013 年欧洲教育推介会”。我
校作为云南高校教育推介团成员之
一， 由校党委王树发副书记和国际合
作交流处孙永林副处长组成的两人工
作小组参加了此次教育推介会。

本次欧洲教育推介活动先后在法
国巴黎高等电子工程师学院、 意大利
佩鲁贾市政厅和德国柏林市工程协会
会议厅举行，推介内容包括上台推介、
发放招生宣传手册、展架展示、场下洽
谈交流等。

此次推介扩大了我校在法国、德

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影响。 推介会上，
与意大利 Universitā dei�Sapori 签订
了合作协议，与相关大学、单位和机构
就互派留学生，汉语培训，医学医疗合
作和联合科研等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为今后招收更多欧洲国家留学生，开
拓我校在欧洲中医药教育生源及医疗
科研合作和就业市场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我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处、国外学
校、国外教育司、国外留学机构（大多
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英国、
西班牙等国）、 相关教育和医学协会、
当地华人华侨、 当地学生等出席了推
介会。

王树发副书记带队参加云南省教育厅赴欧洲教育推介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黎） 5 月 15
日上午，我校分管继续教育学院、职
业技术学院工作的熊磊副校长，实
地调研继职学院工作情况， 开展四
群工作。

熊副校长首先走访了继教学院
各科室的教职员工，与“四群”教育
中联系的 2 名教师进行深入交流，
了解大家的工作和思想情况。随后，
熊副校长与继、职学院党政班子、科

级干部进行了深入的座谈。 座谈会
上， 熊副校长对大家通报了近期校
方与继职学院相关的工作和信息，
鼓励大家要积极开展教学科研工
作， 用科研促进工作， 带动人才培
养； 开拓创新的开展职业培训鉴定
工作。继、职学院卞瑶院长从部门今
年开展的学历教育、 职业培训和职
业鉴定工作等方面作了全面汇报，
并介绍了继、 职学院今年的工作思

路、 设想及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表
示， 今年在成人学历教育市场困难
的情况下，要努力拓展生源数量，力
争今年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报名
人数达到 4000；同时也要提高教学
质量，在提高课时酬金的同时，由学
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
议；在学校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创
造条件拓展培训鉴定工作。 熊副校
长充分肯定了继、 职学院的工作成

绩，对继、职学院下一步的工作提出
了要求：进一步把解放思想、创新发
展与工作实际结合，务实创新，切实
开展好培训鉴定工作， 使继职学院
的整体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最后，卞瑶院长表示，继、职学
院将认真把熊副校长的指示落实到
各项工作中，将带领全院职工，抓住
机遇、面对挑战，使继职学院的各项
工作有更好的成绩。

熊磊副校长到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四群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宏） 5 月 23
日， 全省教育系统安全保卫工作暨
平安校园表彰视频会议在昆明举
行，16 个州市教育局设分会场。省委
高校工委副书记、 省教育厅副厅长
邹平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省社管综治办
主任朱家美、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
政委黄勇同志分别在会议上作了讲
话。 会议由省教育厅保卫后勤处赵
光武处长主持。

会议认真总结了 2012 年全省

教育系统安全保卫工作， 全面部署
了 2013 年全省教育系统安全保卫
工作，表彰了 2012 年平安校园创建
先进单位。 我校再次被省教育厅、省
综治办、省公安厅授予 2012 年度云
南省“平安校园”称号。

李莹副校长出席会议并代表学
校与省教育厅副厅长邹平签订了
2013 年度教育系统综治维稳暨安全
保卫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会议安排了五个单位在昆明主
会场作经验交流。 我校作为会议交

流的唯一高校单位， 受李莹副校长
委托， 保卫处马学成处长代表学校
作了《以安全教育为抓手 深入推进
平安校园建设》 经验交流。 交流从
“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抓住关
键，加强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突出主
题， 加强经常性安全教育； 抓住重
点，加强敏感时期安全教育；营造氛
围，加强配合宣传教育”五个方面汇
报了我校近三年来开展安全教育的
情况。 受到省教育厅领导、与会人员
的肯定和好评。

李莹副校长要求保卫处要有效
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以全省教育
系统安全保卫工作暨平安校园表彰
视频会议为契机， 认真学习领会省
委高校工委副书记、 省教育厅副厅
长邹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学
习借鉴兄弟单位平安校园的经验做
法，在学校党委、行政领导下，高标
准高质量的完成好全年安全保卫工
作任务。

李莹副校长出席全省教育系统安全保卫工作暨平安校园表彰视频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 高洁） 5 月
27 日，应李玛琳校长的邀请，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陈士
林研究员到我校主讲“国医讲坛”
第三讲。 陈士林研究员还担任世界
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

“濒危药材繁育国家工程实验室”
主任等职务。 陈士林研究员学术讲
座的题目是《中药研究创新与实
践》。

讲座由李世辉副校长主持。 李
玛琳校长出席并向陈士林研究员
颁发名誉教授聘书，赠送学校纪念
品。

陈士林研究员从科研选题思
路、课题实施、科研平台构建、科研
团队组织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怎样
形成研究特色等方面，主要介绍了
中药材 DNA 条形码鉴定方法，及
在此基础上创建的以 ITS2 为主体
的中药 DNA 条形码鉴定体系，他

和他的团队共同通过全基因组解
析提出灵芝为次生代谢产物生物
合成研究的首个中药基原药用模
式真菌，还介绍了中药材野生抚育
等代表性的研究工作，并与大家分
享了他在项目申报中的经验体会。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还围绕
报告中涉及的中药材 DNA 条形码
鉴定、药用模式物种研究等问题请
教了陈士林研究员， 并就团队建
设、理想与成功等各方面的问题与
陈研究员互动交流。 陈研究员精彩
的回答，博得现场热烈的掌声。

本报
讯 （通讯
员 左 政 ）
5 月 9 日，
我校“国医

讲坛”邀请到云南省名中医，云南省有突
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导师管遵
信教授作《发挥中医针灸优势，勇于研治
不治之病”》讲座。熊磊副院长主持讲座，
并向管遵信教授颁发名誉教授聘书。

管遵信教授主要介绍了他于 2000
年不幸被诊断为慢性肾衰竭， 在充分发
挥祖国医学潜力， 并继承家传医学的基
础上，研究用隔药饼灸、耳穴疗法、穴位
注射、和中药汤剂（简称“四联疗法”），首
先在自己身上试治， 最终推广运用中医
针灸等“四联疗法”治疗慢性肾病取得的

经验和成果。 管遵信教授还和大家一起
分享了祖国医学在疑难病的治疗方面的
优势。

管遵信教授最后强调指出， 大家应
该努力发挥中医的优势，破除迷信，积极
勇敢的攻克现在认为的“不治之症”。 并
请大家相信：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
有不会医的病”。与会师生和管遵信教授
还围绕中医、 针灸在疑难病的治疗方面
的优势开展了热烈的互动。 管遵信教授
广博的学识和风趣的回答赢得了师生的
阵阵掌声。

本次讲座是我校以“传播中国医药
文化，宣扬中医学术精髓，搭建学术交流
平台；营造中医学术氛围，领略国医大家
风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宗旨，而举
办的“国医讲坛” 第二讲。

国医讲坛

第二讲：《发挥中医针灸优
势，勇于研治不治之病》

第
三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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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赵怀清） 6 月 26
日下午，我校招生录取工作委员会主
任李玛琳校长主持召开 2013 年招生
录取工作委员会会议，我校招生录取
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

李玛琳校长首先传达了 6 月 23
日召开的“云南省招生考试委员会
2013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

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陈林兴处长通报了我校 2012年普
通本科招生工作情况、2013年普通本科
招生计划及招生宣传等； 部署安排了
2013年普通本科招生录取工作。

监察室张颖副主任在传达教育
部、 云南省教育厅 2013 年普通本科
招生录取执法监察工作要求的基础

上，对我校今年普通本科招生录取监
察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加强
招生录取监察，确保公平录取；二是
要加强信息公开监察， 确保阳光招
生；三是要严肃查处招生录取中的违
法违纪行为；同时，详细介绍了招生
录取工作的“六不准”、“十严禁”。

最后李玛琳校长对我校 2013年本

科招生工作提出五点要求： 一是要提
高对本科招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通
力合作； 二是要加强对本科招生工作
的领导， 精心组织； 三是要举全院之
力，确保完成；四是要公平公正，阳光
招生； 五是要严肃工作纪律， 全程监
督。

李玛琳校长主持召开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

（上接第 1 版）当前，各中医药大学二级学
院异军突起，改革创新的成效鼓舞人心。 会议
期间，受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邀请，考察了该大
学的药学院。 这个学院抢抓机遇，坚持改革创
新，夯实基础，成效显著，仅用了几年时间，建
成 2 个国家立项的博士授权点、3 个硕士授权
点、1 个博士后流动站， 年科研经费达到 2000
多万，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全覆盖的 2000 多
名学生，成为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药学研究中
心，走出了自己特色发展之路，为辽宁中医药

大学的更名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会议期间，研究会召开了六届五次理事会

会议，修订并通过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党
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章程》，选举北京中
医药大学为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单位，选举产
生了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确定了研究会理事单位。 会议还就各
院校选送的理论文章进行了表彰，我校提交的
论文获奖，并受到大会表彰。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胜） 和风细雨，万物
滋润，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中医专业委员会成
立大会经过前期的精心筹备，以云南中医学院
为依托，7 月 5 日上午,在云南中医学院呈贡校
区翰墨楼一楼报告厅顺利举行。

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云南省科学技术协
会副主席郑进， 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会长、云
南中医学院校长李玛琳，云南中医学院副校长
熊磊，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段
勇、副秘书长贾卫峰，云南省卫生厅中医处副
处长柴本福等领导出席成立大会。云南省健康
教育协会中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秘书长、常务委员及委员等 80 余人参加成
立大会。 会议由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副秘书
长、 云南中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卞瑶主
持。

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段勇宣
读《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中医专业委员会成立的决
定》。 主席台就坐的领导为到会的中医专业委员会
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常务委员及委员
颁发聘书，并合影留念。

郑进教授代表省卫生厅、省科协对云南省健康
教育协会中医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对
参会的中医药工作者长期以来对我省中医事业的
发展及维护群众身心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希望中医专业委员会以成立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医
自身的优势，积极有效地开展中医药健康教育的相

关工作和活动，为云南和东南亚地区的
民众健康服务做出应有贡献。

李玛琳会长为云南省健康教育协
会中医专业委员会成立致辞，对长期以
来支持云南省健康教育发展的相关部
门和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她认为，中
医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填补了我省卫生
教育中的一项空白，标志着云南的中医
健康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起点，符合时
代发展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秦竹主任委员代表中医专业委员
会作表态发言。她将恪尽职守地履行自
己的职责， 带领广大会员群策群力，和
衷共济，团结一心，让中医健康教育进
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惠及民众，造福

万家，努力为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言献计，为我
省中医健康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助力。

本次会议的赞助单位云南白药集团和昆明圣
爱中医馆的代表也在会议上发言。

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付明银） 7 月 3 日，由云
南开放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审计处处长贵斌
同志任组长，省内相关高校人员组成的第二考
核组，受省委高校纪工委委托，对我校创建省
级廉政文化示范点工作进行检查考评。 上午 9
时， 在崇德楼 123 会议室召开了工作汇报会，
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领导小组组长、校长李玛
琳教授汇报工作情况，党委副书记王树发同志
主持会议，学校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领导小组
副组长、 纪委书记杨中梁同志及领导小组成
员、民主党派代表、教师代表共 30 余人参加
汇报会。 此次检查考核主要采取听取汇报、观
看专题片、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参观廉政文
化建设路线等方式进行。

汇报会上， 校长李玛琳教授全面系统地
阐述了学校创建省级廉政文化示范点工作情
况， 并重点介绍了我校校院共建，“管理干部、
教师、学生”三级联动，分类施教、同步推进的
廉政文化建设机制和以“八廉”活动为平台的
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特色；与会人员还共同观看
了“德律共建 正本清源———学校创建廉政文
化示范点专题片”。

考核工作结束后， 考核组对我校廉政文
化进校园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我校廉政
文化建设工作组织领导坚强有力， 机制健全，
工作扎实，内容丰富，贴近师生，创建工作有特
色有亮点，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

省委高校纪工委考核组对我校创建省级廉政文化
示范点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加强横向交流 共商党建大计 推进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姜小琼） 6 月 4 日，我校
接到省委高校工委 省教育厅《关于对省属
高校开展“四群”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
众制度工作考核情况的通报》（云教群办
﹝2013）1 号），我校 2012 年开展的“四群”教
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被评定为
“优秀”等次。

根据省委“四群”办的要求，省委高校
工委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至 22 日，对 28 所
省属高校 2012 年开展“四群”教育工作进

行了考核。 根据考核成绩及日常工作开展
情况，16 所学校被评定为“优秀”，12 所学校
被评定为“较好”。

我校于 3 月 11 日接受了省委高校工委
第四考核组的综合考核。 此次获得“优秀”
等次，是对我校“四群”教育工作的肯定和
鼓励。 我校将结合即将开展的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入推进“四群”
教育工作。

我校 2012 年“四群”教育工作被省委
高校工委评定为“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