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吕桢 丁胜月） 在 10 月 16 日集中自学 1
天之后，10 月 17 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
的讲话》，扎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保民主生活会取得明
显成效”主题扩大会议。党委中心组成员、学校党政领导，各二
级学院、各部门副处以上干部 80 余人参加会议。 省委第六督
导组成员、昆明市纪委李玉文调研员、省纪委干部室干部刘莉
到会指导。 杨建军书记主持会议。

杨建军书记首先作学习动员及中心发言。他说，召开党委
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目的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认真修改好对照检查材料，撰写好
民主生活会发言提纲，开展好交心谈心活动，为专题民主生活
会的顺利召开作好思想准备，创造有利条件。

杨建军书记强调， 全校处以上领导干部要以严肃认真的
态度学习讲话精神，认真把握讲话精髓，真正认清“四风”的危
害性，坚定理想信念，求真务实，推进作风建设。要借鉴河北省
委常委的做法，认真联系自身思想、工作实际，深入剖析造成
问题的原因，坚持用好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开好民
主生活会。坚持用“钉钉子”的精神推进工作的落实，体现整风
精神，扎实搞好我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李玛琳校长从六个方面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主要
内容，指出习总书记的讲话对当前问题具有针对性，尤其是对
高校领导群众路线教育及改革发展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很强。
她结合我校实际，列举了办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处理
棘手问题的一些方法和思路。她认为，总书记的讲话文风非常
朴实，反映了中央持续抓好作风建设的坚强决心。

党委副书记王树发、王翠岗，副校长李莹、陆炜諠、熊磊、
李世辉， 教务处陈林兴处长分别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学校实际，联系自身思想和工作，畅谈体会，表
示要在加深认识基础上，修改完善对照检查材料，坚持用好批

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开好民主生活会。
李玉文调研员对我校学习活动特别是此次中心组学习收

获给予充分肯定， 他代表省委第六督导组对保证把我校下一
步民主生活会开成鼓劲会、团结会，保证学校班子及成员修改
完善好对照检查材料，开好民主生活会提出四点要求：一是通
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再一次统一思想、统一认

识；二是重新审视班子及成员对照检查材料是否符合要求；三
是民主生活会一定要克服畏难问题， 正确把握民主生活会的
各项要求；四是结合本单位实际及领导分管工作，对查找出的
问题边整边改。

杨建军在总结中强调， 学校领导班子要以更加坚定的政
治纪律观念，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以更加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抓好教育实践活动各项工作；以更加严于律
己的思想态度，做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前各项准备工作；还要以
更加求真务实的作风要求，坚持立行立改，抓好查摆问题的整
改工作，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把作风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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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力武器

本报讯（通讯员 石安华） 9 月 10
日至 15 日， 李玛琳校长率队轻装简
行，赴怒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四群”教育工作暨接送挂职干部
工作。

在怒江期间，李玛琳校长一行与
怒江州人民政府领导、兰坪县、福贡
县和贡山县相关领导就州校合作、培
养订单定向中西医临床本科专业学
生、开展相关培训及学历继续教育等
事宜进行了友好协商。

在我校挂钩扶贫点———贡山独
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镇，李玛琳校
长一行深入贫困农户家中，详细了解
了农户的家庭成员、 经济总收入、经

济收入来源、收成状况、困难等具体
情况，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四群”教育工作，表达学校党政的关
心和祝福。 农户表示，云南中医学院
自 2002 年开始帮扶丙中洛以来，深
入群众， 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扶
贫工作扎实有效。

在丙中洛期间，李玛琳校长还代
表学校完成原挂职副镇长孙智同志
与新挂职副镇长王礴同志的工作交
接。原挂职副镇长孙智同志因工作业
绩突出，被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评
为“优秀挂职干部”、“荣誉公民”称
号。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 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委
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毛祥明） 按照省委关于“四
群”教育和“三深入”活动的部署要求，联系当前
学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9 月 10 日

至 11 日， 学校党委书
记杨建军深入晋宁县
包乡联户工作点开展
“四群”教育工作，走访
联系农户， 访查民情，
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
状况，并看望了我校挂
职晋宁县委副书记、新
农村建设工作队总队
长邱勇同志和新农村
指导员。

杨建军书记在邱
勇同志的陪同下，逐一
深入到夕阳乡张安村、
一字格村联系的伊红

兰、李金光农户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他们的家庭生产生活情况、收入来源情况、经济
收支情况、 身体健康状况及子女受教育等情况，

向联系农户发放了慰问金，并与乡村干部总结了
农民种烤烟、 夹豆等增加收入和建盖新房的经
验，建议乡村干部要带领群众，拓展勤劳致富奔
小康的路子。

杨建军书记还先后来到了晋宁县晋城镇东
门村委会、昆阳街道办事处礼智村委会，与村干
部交流座谈，详细了解新农村建设和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相关情况。

杨建军书记指出，新农村工作总队长和新农
村指导员要把基层工作作为锻炼自己、增长能力
的平台， 努力为当地基层理清经济发展思路，增
进对农村群众的深厚感情，努力为基层群众做好
事，办实事。 针对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和基层对中医药教育、 卫生医疗服务的需要，要
进一步开展好新农村建设工作，加强中医药人才
培养和基层医疗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
直接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了解基层，服务基层，
使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李玛琳校长率队赴怒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深入晋宁县
开展“四群”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我校挂职干部

本报讯 （通讯员 普勇斌 ） 10 月 11
日—12 日，由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云南中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吴佩衡扶阳
学术流派工作室主办的“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云南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工作室建
设项目启动会暨吴佩衡扶阳学术思想与
经验学习班”在昆明市隆重举行。 云南省
卫生厅郑进副厅长， 云南中医学院李玛
琳校长、熊磊副校长，云南省中医药管理

局赵勇常务副局长等领导到会祝贺并讲
话。 会议邀请到了我国中医药学术理论
与实践研究知名专家王键教授、 胡荫奇
教授、阎小萍教授、苏励教授等到会作精
彩演讲。 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工作室主
要成员及吴佩衡学术思想主要传人吴生
元教授、吴荣祖教授、吴荣忠教授、吴文
笛医生、吴洋教授、王寅教授、汤小虎教
授担任学习班授课老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云南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工作室
建设项目启动暨吴佩衡扶阳学术思想与经验学习班开班

本报讯 （通讯员 芸轩） 近
日在昆明结束的云南省卫生系
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
会员代表大会上， 我校党委书
记杨建军当选为该研究会第六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副理事长
（副会长）； 校党委宣传部长杨

绍光当选为理事。
另据悉， 在这次会员代表

大会上， 省卫生系统思政研究
会授予我校“全省卫生系统思
政研究会先进集体”、省中医院

“全省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
先进集体” 称号； 授予李世辉

（原省中医院党委书记）、 戴振
杰（中药学院辅导员）“全省卫
生系统思政工作先进工作者”
称号、授予王云（原省中医院党
办主任）“全省卫生系统文化建
设先进工作者”称号。

杨建军书记当选省卫生系统思政研究会副会长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宗翰）
9 月 21 日，李玛琳校长在甘肃
兰州出席了“教育部高等学校
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以下简称“教指委”）第一
次全体委员工作会议。

开幕式上， 国家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副司长石鹏建副司长
宣读了 《教育部关于成立
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教学
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教指委
秘书长、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校
长周桂桐教授宣读《关于聘任

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
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秘书长的决定》，李玛琳校长
当选教指委委员， 张伯礼院士
为委员代表们颁发了聘书。 新
一届教指委由 36 名委员组成，
任期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

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
事教育司巡视员、 副司长洪净
和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
长石鹏建做了重要讲话， 提及
下一阶段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几

个事件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高
教司建设中国大学精品视频公
开课和资源共享课的工作，本
科专业课资源共享既是各所高
校展示自身办学优势、 特色专
业建设成果的机遇， 也是对教
师传统的教学手段方法和专业
课教学水平、 教师专业素养的
极大挑战； 二是健康服务业的
发展是国务院发展中医药事业
的一项重要举措， 与之相对应
的人才职业发展规划以及执业
资格证书制度的会发生变化。

李玛琳校长当选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出席第一次全体委员工作会议

党委书记杨建军作学习动员及中心发言 学习会现场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晓燕
罗兵） 9 月 3 日—9 月 6 日，王
翠岗副书记带领学校“更大”工
作组一行 10 人， 围绕更名大
学、发展规划、特色校园文化建
设等主题赴安徽中医药大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考察学习。

9 月 4 日上午，考察组与
安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
大鹏、 党委副书记雷广宁、副
校长彭代银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交流座谈。 考察学习该校基
本情况、 更名经验和体会，双

方就更名大学指标体系解读
与数据统计等一些细节进行
了交流。

之后考察组一行参观了该
校“新安医学文化馆”，加深了
对其办学特色的了解。

9 月 5 日上午， 考察组与
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
徐兰宾、副校长朱卫丰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进行交流座谈。 观
看该校宣传短片 《光荣与梦
想》， 听取朱卫丰副校长介绍
该校 “更大 ”经验 、发展规划 、

产学研结合、 引进人才等情况
以及宣传部部长郑晴介绍中医
药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经验。

会后， 考察组一行还实地
参观了产学研结合成果展厅、
图书馆、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
地。

本次考察充分了解了兄弟
院校在更名大学、发展规划、校
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有益经验
与做法，为我校“更大”工作提
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 增强了
我们做好工作的信心。

王翠岗副书记率“更大”工作组赴兄弟院校考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