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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闻2

本报讯 （通讯员 毛祥明） 9 月 17 日至
23 日，校党委书记杨建军作为教育分团成员，
随云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光荣
赴台开展为期 7 天的“七彩云南宝岛行 中秋
访友会乡亲”交流参访活动。 参访团由主体团
和教育、科技、文化、农业、旅游、金融、贸易、
民航、民企 9 个分团组成。

此次参访交流活动紧张有序、成果
丰硕，既深化了两岸民众的互信，又推动
了云台交流合作方面达成许多重要共
识， 搭起云台交流合作的桥梁， 特别是
“七彩云南宝岛行” 教育研讨会的举办，
为云南和台湾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创造
了良好的新的契机。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参加了此次交流
参访活动， 出席了七彩云南宝岛行启动
仪式，访问了新竹忠信学校，参加了台北
教育研讨会和高雄教育研讨会并作演
讲。
教育研讨会上， 党委书记杨建军代表我

校就云南中医学院建设与发展作了演讲，介
绍我校的现状和办学理念， 重点介绍了我校
学科学位点建设发展、 人才培养状况和专业
特色。 其中介绍到，云南中医学院具备接收外
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学历教育的资格。 上
世纪 90 年代初，以中国和西班牙两国政府的

合作项目———“加泰罗尼亚·云南中医学院”
为平台， 为西班牙和欧洲培养了 100 余名中
医药人才。 该项目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学校对
外教育的基础。 学校还与澳大利亚、法国、德
国、加拿大、瑞士、韩国、泰国、越南、印尼及香
港、台湾等 3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学校和医疗
机构建立了对外教育交流合作关系。

同时， 党委书记杨建军向台湾有关高校
和教育界友人表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校
将大力推进对外合作与交流，拓展中医药、民
族医药发展空间， 希望海内外各类教学科研
机构及企业能够与我们加强合作交流， 共同
推进中医药宝库和民族医药资源的开发利
用，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传统医药事业的发展，
造福炎黄子孙，服务人类健康。

会后，按照省教育厅的安排，杨建军书记
代表我校与台湾义守大学等高校签署了合作
备忘录。

党委书记杨建军参加七彩云南宝岛行交流参访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媛媛） 9 月
15 日上午， 我校在呈贡校区隆重举
行 2013 级新生军训汇报表演暨总
结表彰大会。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承
训部队武警边防部队士官学校训练
部部长李荣大校、 信息技术系政委
任洪川上校、 继续教育处处长孙利
辉中校出席。 我校国防教育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军训团
教官、全体带训干部教师、班主任、
辅导员，2013 级全体军训学员参加
汇报表演。 校党委副书记、国防教育
领导小组组长王翠岗主持大会。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高擎五星红旗的旗手，在全副武装、英姿飒爽
的女兵护卫下， 正步行至方阵前列， 全场致
敬。 随后，接受校党委书记杨建军检阅的 20
个军训方阵，意气风发，踏着整齐的步伐，依
次通过主席台， 接受校领导和部队首长的检
阅。 军训学员精彩的队列、擒敌拳科目表演，
不时激起全场师生阵阵热烈的掌声、喝彩声。

军训团政委、校武装部、学工部部长张云
富宣读表彰 2013 级军训“优秀营长”、“优秀
带训教官”、“优秀指导员”和“优秀学员”的决
定。 警校双方领导为获奖官兵代表颁奖。

杨建军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
代表我校党政领导和全体师生， 向关心和支
持学校军训工作的承训部队领导和教官表示

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此次军训领导重
视，部署周密；警校双方密切合作，严
格管理，文明施训，圆满完成了军训任
务。 在军训中，同学们发扬了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和团队精神， 强化了组
织纪律观念，磨练了坚强的意志，为今
后的学习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建军书记希望同学们把在军训
中学到的好品质、 好作风贯穿到今后
的学习生活中，树立远大理想，珍惜青
春，珍惜时光，做到学习知识与加强道
德修养相统一，立大志，强本领，时刻
准备为“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 他
要求同学们弘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

以铁的纪律和作风要求自己，做文明学生，创
文明班级。

2013 级全体新生在为期半个月的军训
中，以刻苦学习、严格训练的成果，交出了大
学第一课的圆满答卷。 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歌声中，我校 2013 级新生军训圆满结
束。

我校举行 2013级新生军训汇报表演暨总结表彰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晓密） 9 月 10 日
下午，云南中医学院、云南白药集团共建
动物实验室在呈贡校区医鉴甲楼一楼大
厅正式揭牌，学校科技处、实验中心、云南
白药集团相关领导出席了揭牌仪式。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白药集团共建动
物实验室项目，自筹建以来，受到学校和
白药集团领导的高度重视。 学校科技处、
实验中心、云南白药集团相关部门积极努
力工作， 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项目签订、实
验室调配改造、实验室使用报批、认证等

工作，保证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目前，云
南白药集团已在共建动物实验室开展过
敏实验，热源、异常毒性、过敏等检查，即
将开展溶血与凝聚实验等工作。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白药集团共建动
物实验室的使用，实现了学校实验资源对
外开放、服务共享，加强了学校与企业的
合作互惠，为今后学校与云南白药集团联
合申报国家、 部省级等科研项目打下基
础。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白药集团共建动物实验室正式启用

本报讯（通讯员 陈媛媛） 10 月 17 日、18 日晚，学校举办“迎新生、庆国庆”文艺晚会暨团学工作表彰大会。 校领导杨建军、李玛琳、王树发、
王翠岗、李莹、陆炜諠及云南昆明血液中心副主任车忠民出席晚会，并为荣获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志愿者工作、第七届学术科技节等奖项

的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奖。 歌曲《天籁之爱》、舞蹈《中国妈妈》、诗朗诵《以学生会的名义宣誓》等节目为晚会增色添彩。

本报讯 （通讯员 席晓蓉） 9 月 24 日
-26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全国 103 个
“十二五”中医药重点学科的建设规划进
行会审。 我校“中医文化学”、“中医西传
学”、“中医药微生态学”、“中医药对外合
作管理学” 四个学科赴京参加此次重点
学科建设规划答辩。

在听取汇报之后，专家组审阅学科建
设规划相关资料，并进行质询。下一步，我
校将针对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我
校 12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
学科的建设规划进行完善，并督促各重点
学科做好建设启动工作。

我校四个重点学科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学科建设规划答辩会

本报讯（通讯员 吕桢） 10 月 18 日，4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78 级中医学专业(1)
班校友回访母校， 在呈贡校区再叙同学师
友情谊，并以捐赠纪念石、与在校师生代表
座谈、专题讲座等活动回馈母校。

上午 9 时，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出席在
呈贡校区“云南省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
西侧举行的 78 级(1)班毕业 30 周年纪念石
捐赠仪式。 仪式由校党委副书记王翠岗主
持。 78 级(1)班班长王曙光代表同学发言，
表示在母校的培养和自身努力拼搏下，各
位同学事业有成，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感谢母校和师长的培育
之恩。 他说毕业 30 年来，校友们一直心系
母校，感恩师长，大家尤其为母校近年来的
跨越发展感到欣慰和自豪。

校党委杨建军书记致辞。 他代表母校
全体师生热烈欢迎各位校友回访母校，他
充分肯定校友们传承母校光荣传统， 运用
专业所长，在各自岗位上奋发有为，为云南
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 向为母校
赢得荣誉的校友们表示崇高敬意！ 杨书记
向校友们介绍了学校近年改革发展情况和
未来发展规划， 他希望校友们一如既往献
计献策、关心支持母校发展。

随后，杨建军书记和省卫生厅副厅长、
中医管理局局长郑进校友共同为纪念石揭
幕。纪念石镌刻着“求道岐黄，承先启后”八
个大字，寓意中医药事业薪火相传，求索不
辍。

校友们环绕纪念石， 齐声合唱自创的
《七八（1）班之歌》，深情回忆校园青春岁月
及同学间的深情厚意。

在纪念石旁合影留念后， 校友们兴致
勃勃地参观了美丽的云中校园。

随后，校党委副书记王翠岗主持 78 级
校友与在校生代表举行的“感恩与分享”座
谈会。校友们细数往事，重温学生时代的美
好记忆， 并对母校人才培养提出建议和意
见。学生代表就专业学习、成才要领及职业
发展等问题踊跃向校友学长们请教。 校友
们一一作答，气氛热烈，掌声不断，优秀校
友们骄人业绩和宝贵人生感悟， 使在校同
学深受启发，增强了献身中医药事业、主动
成长成才的信心。

当天中午， 李玛琳校长还专程赶回学
校，看望回访母校的中医 78 级(1)班校友，
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下午 14 时，在翰墨楼报告厅，熊磊副
校长主持报告会，邀请 78 级中医 (1)班校

友、中国人民大学王向明教授为师
生作了《求道岐黄，福泽苍生———
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中医生》专题讲
座。校党委副书记王翠岗代表学校
向王向明教授颁发了客座教授聘
书。

王教授以深情回忆“我和我的
78 级(1)班———向母校和老师们致
敬” 开题， 从“博大精深的中医
学———兼谈中华文化的伟大力量、
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做一名全面发展的中医学
生”等方面，结合自己求学和职业
发展历程，与师生分享从校园到社
会、 从理论到实践的切身感受，特
别寄语学子“言能明其意，笔能达
其文，行能成其事，德能正其身，技
能济其世”， 赢得在场师生热烈的
掌声。

纪念石揭幕

合影留念

本报讯（通讯员 席晓蓉） 从“中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二级学科自主设
置信息平台”获悉，我校第一个自主设置
目录外二级学科“中西医结合护理”顺利
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将正式列入我
校 2015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我校在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权限内增设“中西医结合护理”自
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工作启动于
2012 年， 增设工作从方案论证到网上公
示， 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到网上备
案， 护理学院及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细致
的工作。 目前，“中西医结合护理”自主设

置目录外二级学科已通过国务院学位办
备案，同意增设。

这是我校“十二五”学科建设工作的
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也是我校进一
步调整学科结构，优化学科布局，促进我
校相关学科协同发展， 突出中医药学科
特色的一项重要举措。

同时， 研究生处及护理学院将根据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意见， 进一步制
定和完善目录外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中
西医结合护理”的招生计划、培养方案、
导师队伍建设等， 切实保证该学科的人
才培养质量和学位点建设水平。

我校第一个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
“中西医结合护理”顺利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本报讯（通讯员 张晓燕） 9 月 22 日，
云南省教育厅公布云南省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 2013 年度立项课题名单，我校有
2 项课题获准立项。 分别是李玛琳校长申
报的重点课题“地方中医药本科院校校内
办学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临床医学院李云华老师申报的青年课题
“思维导图结合典型病例提高急诊实习教
学质量的探讨”。

2013 年度云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课题立项 64 项，其中重点课题 7 项，一
般课题 44 项，青年基金课题 13 项。

我校获 2 项云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课题立项

本报讯 （ 通讯员 姜小琼） 9 月 27 日上午，由
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省委高校工委主办，昆明医
科大学承办的 2013 年云南省高校统战工作联席
会暨第四届统战理论研讨会在昆明医科大学呈贡
校区举行。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省委统战部
副部长、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苏红军，省委高
校工委常务副书记何玉林， 全省各高校及民办独
立院校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统战部长、第四届理

论研讨会获奖作者代表等一百七十余人出席了会
议。 我校党委副书记王树发及统战部工作人员参
加了会议。 会议由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社会主义
学院党组书记苏红军主持。

会上，昆明医科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学
院三所高校就加强高校统战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在会上作了
讲话。 他回顾了近年来我省高校开展统战工作的
情况，肯定了我省高校在统战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就高校下一步统战工作提出了要求， 希望高校工
委、各高校党委行政高度重视统战工作，给统战工
作创造条件，推进高校统战工作的发展。

会议通报表彰了第四届全省高校统战工作理
论研讨会征文， 此次征文全省共有 24 所高校参
与，收到论文 133 篇，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优秀论
文 38 篇，组织奖 8 家，优秀课题奖 2 项。 其中，我
校荣获组织奖，获得优秀课题奖 1 项，三等奖论文
2 篇。

我校参加全省高校统战联席会并在第四届全省统战理论征文中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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