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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丁胜月 罗兵） 11 月
19 日下午，我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传达会在呈贡校区翰墨楼一层报告厅召
开。学校党政领导、各单位、各部门科级以
上干部，学校省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基层党支部书记，各民主党派
基层组织负责人， 离退休教职工代表，学
生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学校党委书记杨
建军向大家传达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提纲，并就我校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
神谈了四点初步意见。

会上，杨建军书记在简要传达了全会
的基本情况后，从习近平总书记工作报告
的主要精神、《决定》的主要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会结束时讲话的主要精神三
个方面传达了全会的主要精神。 随后，杨
建军书记就我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讲了四点初步意见：一是

要突出重点， 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教育活
动；二是要深刻理解，全面准确把握全会
基本精神；三是要狠抓落实，确保学习取
得实效；四是要联系实际，科学谋划新一
年的工作。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
一项长期任务， 杨书记希望我校教职工认
真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 紧密结合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紧密结合各自
工作实际，进一步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以
学习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为动力， 一如
既往地努力工作， 认真完成今年各项工作
任务，及早科学谋划明年的工作，确保学校
各项工作健康持续发展。

本次会议除了在呈贡校区翰墨楼一
层报告厅设主会场外，还在附一院、继续
教育学院设置了分会场，以视频会议形式
三地同时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陈文斌） 11 月 7 日
至 8 日，我校召开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
主生活会。 学校党政领导以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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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紧紧围绕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按照“照镜
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
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 以“反对‘四
风’、服务师生”为重点，密切联系思想和
工作实际， 以整风精神认真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 深挖思想根源， 提出整改措
施，为党委领导班子进一步改进作风，增
强自身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 团结带领全校教职员
工为实现“申博”、“更大”和“扩大对外影
响力”，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组织保障。

省委第六督导组全体成员到会指
导。 校长李玛琳应邀列席党委专题民主
生活会。

会上， 党委书记杨建军代表党委班
子深入查摆了“四风”和校风教风学风等

“三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

原因，提出整改措施。随后书记带头班子
成员逐个认真检查剖析自身存在的突出
问题， 并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
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认真查找

“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原因，
明确整改措施和方向， 相互提出批评意
见 130 余条。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省委第六督导

组组长孔祥庚对我校党委领导班子开展
的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认
为我校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准
备工作扎实充分。认真聚焦“四风”，深入
查找“三风”，剖析原因深刻，批评和自我
批评认真坦诚，整改措施明确具体。并对
我校下一阶段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了几点
希望： 一是尽快完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

况的通报和上报工作；二是及时开展“回
头看”，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向前走；三是
切实整改落实，兑现整改承诺，以实效取
信于师生；四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加强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杨建军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通
过前期的学习提高、 征求意见、 交心谈
心、深刻剖析，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取得
了真正的实效： 一是共同经受了一次严
格的党性锻炼； 二是进一步营造了团结
干事的良好氛围； 三是进一步增强了推
进学校发展的信心； 四是进一步强化了
推进作风建设的自觉性； 五是为推进领
导班子自身建设积累了新经验。 并对下
一步工作作了安排： 一是坚持发扬钉钉
子精神，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善作善成；二
是努力建设坚强有力、 团结奋进的领导
班子；三是坚持求真务实，致力于解决教
职员工关心的热点问题。

我校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会

我校召开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通讯员 丁胜月 罗兵） 11 月 19
日下午， 我校召开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情况通报会。 学校党政领导、 各单
位、各部门科级以上干部，学校省级党代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党支部书
记，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离退休教
职工代表，学生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
会议除了在呈贡校区翰墨楼一层报告厅设
主会场外，还在附一院、继续教育学院设置
了分会场，以视频会议形式三地同时召开。
会议由我校党委书记杨建军主持。

杨建军书记从“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准备
情况”、“校领导班子查摆分析‘四风’问题及
根源情况”、“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和
“学校领导班子制定整改措施的情况” 四个
方面通报了校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
会情况。 杨书记指出，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

活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
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
重要遵循，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的总要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反对

‘四风’、服务师生”为重点，密切联系思想和
工作实际，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深挖思想根源，提出整改措施，达到了

“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通报会上， 杨建军书记对学校基层党

组织召开好民主生活会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
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重要遵循； 二是要真正用好批评和自
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 三是要集中精力抓
好“四风”突出问题的整改落实；四是要适
时开展“回头看”工作。

我校召开党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普） 10 月
26 日，由我校和云南省科学技术
协会、云南省卫生厅、丽江市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大湄
公河次区域传统医药交流会”在
云南丽江隆重举行。 来自中国、
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 6
个国家的卫生部官员，传统医药
界专家学者、 民族民间医生等
240 多名代表齐聚一堂， 交流区
域内传统医药发展经验，展示特
色诊疗技术，共商传统医药发展
大计。

我校李玛琳校长、李莹副校
长出席会议。 李玛琳校长在开幕
式上致辞， 欢迎各国代表的到
来， 并简要介绍了我校在中医
药、民族医药教学、科研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希望进一步与湄公
河次区域各国同业者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传统医药事业的发展。

本次会议以“交流合作 共谋
发展”为主题，与会六国代表围
绕传统医药教育、管理、科研、学
术、保护、挑战与机遇的最新成
果与经验做了报告，民族民间医
生演示了各国传统医药的特色
诊疗技术。 泰国的“捶筋疗法”、
柬埔寨的“红犁疗法”、老挝、缅
甸的“口功疗法”、越南的特色针
灸疗法等演示，体现了区域内各
国传统医药的丰富多彩和特色；
丽江民族医药协会的纳西族东
巴医药文化法事、 东巴灵雀演
示，我校赵荣教授的“三位一体”
针灸疗法治疗腰椎疼痛、迪庆州
藏医院的藏医外治龋齿、西双版

纳州傣医院的傣医拖擦药物疗
法、 玉溪市民族医药文化协会的
彝医四人分离颤抖整复脊柱骨折
等演示， 展示了我国传统医药的
博大精深。

会议发表了《第六届大湄公
河次区域国家传统医药合作交流
会丽江共识》，继续倡导各国加强
交流、共享资源，进一步加强医疗
保健服务、教育培训、资源保护、
药材种植、科学研究、产业发展、
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促
进传统医药的发展。 会议决定第
七、 八届大湄公河次区域传统医
药交流会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7
年在泰国和缅甸举行。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统医药
交流会” 是 2007 年由我校与泰
国清莱皇家大学联合发起的区域
性传统医药国际学术交流论坛，
如今已发展为湄公河区域各国政
府、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
体以及民族民间医生共同参与的
传统医药盛会， 是目前区域内最
具影响力的区域传统医药交流与
合作平台。

本次会议由我校民族医药
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以及相关重
点学科等单位承办。 民族医药学
院承担了本次大会的会务工作，
国际教育学院的教师承担了会议
现场翻译工作，民族医药学院 16
名本科生、 研究生代表作为志愿
者为大会服务， 受到了各国代表
的赞誉。会议期间我校与泰国、缅
甸、老挝、柬埔寨等国达成培养中
医药留学生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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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媛媛） 11 月 14
日下午，碧空如洗，彩旗飘扬，我校第十
五届田径运动会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
隆重开幕。 全校师生欢聚绿茵，共同参
与，感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

下午两点整，开幕式在欢快的气氛
中拉开帷幕。 校党政领导杨建军、李玛
琳、王树发、王翠岗、李莹、陆炜諠、熊
磊、杨中梁、李世辉出席开幕式。云南师
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昆明医科大学代表应邀
出席。 开幕式由副校长、体育运动委员
会副主任李莹同志主持。

入场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运动员
进行曲，学校各单位、部门教职员工和
运动员方队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地通过
主席台。“崇德和合，博学敦行”声声直冲
云霄，“我爱您云中”、“拼搏奋进”、“针程
有你，推行万里”幅幅激动人心。

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仪式后，
校长李玛琳教授致开幕词。她指出，本届
运动会是对我校体育工作的一次大检
阅， 也是同学们展示青春才华和现代风
貌的一个大舞台。通过运动会的召开，不
仅让越来越多的体育运动走进校园，吸
引莘莘学子爱好体育，强身健体，培养健
康的生活方式， 而且也有利于提升校园
文明程度，促进校园和谐。 她希望全体
运动员能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 赛出风

格、赛出水平，同时遵守体育道德，遵守
竞赛规则，尊重裁判，尊重观众，取得运
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希望裁判员
遵循“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的原则，坚
守岗位、文明执法、严谨裁决，为运动员
创造良好的比赛氛围；希望各学院、各有
关部门做好运动会的保障工作， 精心组
织、热情服务，确保运动会健康、安全、有
序进行；希望通过举办运动会，全校上下
能够形成热爱体育运动、 弘扬体育精神
的浓厚氛围，让体育成为大家健康、快乐
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为建设“健康云中”
打下坚实基础。

随后，裁判员代表王成健、运动员代

表陈翔分别代表全体裁判员、 运动员宣
誓。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同志宣布本届运
动会开幕。

开幕式上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表
演。离退休老教师表演的“七彩柔力球”，
集气功和舞蹈相贯通， 柔和与刚劲相结
合；民族舞“舞动青春”，粗犷豪放的舞姿
中不乏细腻柔软；独具中医药特色的“太
极拳” 功法表演彰显了中医药文化的青
春活力。

据悉，本届运动会共有 1622 名师生
员工报名参加 46 个项目的角逐。经过激
烈的角逐，各个奖项各归其主。 15 日下

午， 校党委副书记王翠岗等为教工组获
奖单位和个人颁奖。临床医学院、后勤服
务中心、 基础医学院分获教工组团体奖
前三名；离退休工作处、后勤服务中心、
临床医学院荣获教工组优秀组织奖；基
础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信息技术学
院荣获教工组道德风尚奖。 16 日下午，
学生比赛项目也圆满结束。 副校长李莹
为获奖的学生组代表队和个人颁奖。 基
础医学院、药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院分
获学生组团体奖前三名；药学院、中药学
院、 民族医药学院荣获学生组优秀组织
奖；临床医学院、护理学院、针灸推拿康
复学院荣获学生组道德风尚奖。

闭幕式上，副校长、体育运动委员会
副主任李莹代表运动会组委会向获奖运
动员和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体师
生表示亲切的问候， 向参加运动会的裁
判员、工作人员表示诚挚感谢 !他指出，
本届运动会参赛人数多，规模大，开得非
常成功，达到了锻炼身体、振奋精神、凝
聚人心的预期目的。 他希望全体师生要
继续保持和发扬赛场上团结协作、 奋力
拼搏、敢为人先、永争第一的精神，在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创写新的佳绩。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 为期两天半的
我校第十五届运动会圆满闭幕！

参与 健康 快乐———我校举行第十五届田径运动会

本报讯（通讯员 宋艳丽） 11 月 21
日，从云南省卫生厅获悉，我省正式
开展中医药服务百姓健康推进行动，
将在全省开展包括在三级中医医院
推广“患者说了算”服务模式、在二级
及其以上中医医院建立挂号交费取
药叫号制度等 7 项具体行动，达到让
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以及中医药事业发展带来
的变化和成就的活动目标。

7 项具体推进行动包括在全省三
级中医医院推广“患者说了算”服务
模式、在全省二级及其以上中医医院
建立挂号交费取药叫号制度、开设绿
色通道、大力推进全省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加强中医药健康保健知
识宣传、开展全省乡村医生能西会中
人才培养项目以及三级中医院每年
到一个老少边穷县开展农村巡回医
疗和义诊活动、二级中医院在辖区每
年开展 1-2 次农村义诊活动。其中，针

对在全省推行“患者说了算”服务模
式行动， 云南省卫生厅专门出台了
《云南省推行“患者说了算”服务模式
实施方案》。

据了解，“患者说了算”服务模式
由我校附一院 2012 年 2 月探索实
施，包括交不交住院押金由患者说了
算、检查方法由患者说了算、治疗方
式由患者说了算、治疗药物由患者说
了算、保健康复由患者说了算、选择
医护由患者说了算、收费是否合理由
患者说了算、满不满意由患者说了算
八项内容。 据附一院初步统计，截至
2013 年 9 月底， 共计 6356 人次少交
或未交押金，207887 人次享受了检查
方法由患者说了算服务，219947 人次
享受了选择医护由患者说了算服务，
其余服务均有 20 余万人次享受，得
到了社会和患者的充分肯定，提升了
群众的满意度。

我校附一院“患者说了算”服务模式将在全省推行
云南省推进中医药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