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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林兴 罗兵）12 月 9 日至
11 日，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教授为组长的
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专家组， 对我校中医学专业进行为期三天的专
业认证现场考察。

12 月 9 日上午，我校欢迎专家组暨认证工
作汇报会在呈贡校区翰墨楼报告厅举行。 专家
组组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
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教授，
专家组副组长、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
长吴勉华教授， 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中医学试点认证工作
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周
桂桐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余曙光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许能贵教授， 长春中医
药大学副校长刘宏岩教授， 天津中医药大学副
校长于越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助理、教务
处处长翟双庆教授，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高教研
究室主任杨天仁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处
处长刘跃光教授，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
储全根教授， 教育部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秘书处秘书冯健出席，省卫生厅副厅长、中
医管理局局长郑进教授， 云南省教育厅高等教
育处处长王永全。 我校党政领导、处以上干部、
高级技术职务人员、各本科专业负责人，第一附
属医院、第三附属医院全体党政领导，各二级学
院教研室、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学生代表 250
余人参加了会议，有关同志在白塔校区、第一附
属医院同步参加视频会议。

校党委书记杨建军主持欢迎仪式， 校长李
玛琳教授致欢迎辞， 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对张院
士一行专家、 省级有关部门领导表示热烈的欢
迎和衷心的感谢。 她说，中医学专业认证，是我
校继 2007 年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
估之后国家层面的又一次教学评估工作， 是对
我校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的一次大检验， 必将
成为学校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专家
组进校现场考察，帮助查找办学中存在的问题，
必将促进我们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进一步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我校将以认证为契机，带动全
校本科专业建设， 最终使专业认证成为我校本
科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助推器， 为我校
实现创办特色鲜明的区域性高水平中医药大学
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伯礼院
士随后讲话 。
他说此行一是
学习云南中医
学院同道如何
坚 持 中 医 特
色、科学定位、
特色发展 ，做
好云南中医药
高 等 教 育 工
作； 学习云南
中医学院各附
属医院临床医
务人员在基层
服务各族人民
中 所 作 的 贡
献。 二是进行
中医专业认证
考察。 专业认
证是新时期提
升高等教育质
量 的 重 要 抓
手，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自我评估、第三
方评估、社会评估、国际评估形成五位一体的评
估体系，认证结果将向社会公布。 云南中医学院
是全国第 13 个进行中医学专业认证试点的学
校，是《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中医学专业（暂
行）》颁布后正式接受认证的第 2 个学校。 专家
组将根据认证指标评估考核学校的办学条件和
教育质量，希望师生和各职能部门积极配合，达
到求真务实、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来谈成绩、
谈问题，共同研究，办好中医高等教育的目的。
学校的特色和亮点、定位、发展思路、近期和中
远期目标，围绕特色发展的工作部署，融入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以学生为中心等方
面，是认证考察的重点。 三是在认证试点工作考
察中，希望师生对认证方法、程序和步骤提出意
见和建议，目的是通过认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
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的理念，帮助学校找出存
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促进学校发展。

省卫生厅副厅长、 中医管理局局长郑进教
授在讲话中指出，云南地广人稀，山高路远，医
药卫生尤其是中医药卫生工作有其特殊的困难
和问题。 云南中医学院承担着云南省中医药本
科、专科人才的主要培养工作，为云南边疆民族

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中医药人才。 希望通过专业
认证， 使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得到
更大提高， 为全省中医药事业发展奠定更加坚
实的基础；他希望学校借助认证机会，多向各位
专家同道请教专业建设及办学经验。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王永全在回顾我
省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我院为云南省中医药高
等教育事业、 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基
础上指出： 云南中医学院作为云南省首家接受
中医学专业认证的学校， 必将对全省高等教育
和中医药人才培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希
望我校以此为契机，坚持内涵式发展，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完善人才培养质
量保障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高素
质、高质量中医药人才，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随后， 张伯礼院士主持中医学专业认证工
作汇报会。 李玛琳校长从学校概况、办学定位及
特色、教学建设、中医学建设与教学改革、努力
方向五个方面向专家组汇报， 并回应了各位认
证专家就汇报有关内容提出的质询。

随后三天的紧张认证考察中， 专家组访谈
了校领导及专业负责人； 旁听了《中医基础理

论》、《方剂学》
等 10 门课程；
分别召集了校
领导、专业基础
与专业课程教
师座谈会、公共
课程教师、教学
指导委员会与
督导委员会专
家座谈会、临床
教师、 青年教
师 、1 年 级 学
生、2-3 年级在
校生、实习生座
谈会、已毕业生
等十个座谈会；
走访了党办、校
办、规划评估中
心、 基础医学
院、教务处（含
招生、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学

工部(处)、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团委、现代教育技
术中心、计财处、人事处、科技处、资产后勤处等
职能部门及教学单位； 实地考察了实验中心及
实训课程、博物馆、心理咨询中心、中医学专业
学生公寓、学生活动中心、后勤服务中心、图书
馆；观摩了学生科技创新、学生创业大赛等社团
活动；查阅了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二五”
专业发展规划、中医学专业建设规划、人才培养
方案指导性意见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教
学大纲及质量标准等相关文件和资料； 调阅了
中医学专业《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学》、
《生理学》、《伤寒学》 等期末考试试卷及学校对
外交流与合作的相关材料、住院病历等；考察了
第一附属医院、 第三附属医院的临床带教与毕
业生实习情况，并走访了图书室、名医馆、临床
技能综合模拟实验中心，观摩了急诊科、肺病、
脾胃病科的教学查房，到心肺科、风湿科、内分
泌科等病区随机考核了中医专业实习生的中医
思维与临床技能等； 全面了解我校与举办中医
学专业有关的办学宗旨、教育计划、学生成绩评
定、学生、教师、教育资源、科学研究、教育评价、
教学管理、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12 月 11 日下午，认证现场考察反馈会在翰

墨楼报告厅举行。 专家组周桂桐教授、余曙光教
授、许能贵教授、刘宏岩教授、于越教授、翟双庆
教授、杨天仁教授、刘跃光教授、储全根教授，秘
书冯健出席会议。 我校全体领导、处级干部、高
级技术职务人员、各本科专业负责人，第一附属
医院、第三附属医院全体党政领导，各二级学院
教研室、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学生代表参加了
会议，有关同志在白塔校区、第一附属医院参加
同步视频会议。 翟双庆教授主持会议，周桂桐教
授代表专家组宣读现场考察报告。 经过现场考
察，依据《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中医学专业（暂
行）》要求，专家组认为我校中医学专业人才培
养达到本科医学教育标准， 符合中医学专业本
科毕业生总体目标， 达到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
目标、知识目标、临床能力目标的基本要求；在
办学标准中，全部达到保证标准，并在宗旨和目
标的确定、学科交叉、实践教学、学业成绩评定
体系、 考试管理、 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及师资培
养、基础设施、临床教学基地、教育交流、利益方
的参与、教师科研等方面达到发展标准，专家组
还提出了现场考察建议。

在听取专家组反馈意见建议后， 李玛琳校
长代表学校感谢各位专家多年来对我校改革发
展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各位专家在本次专业认
证中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她表示
我校将严格按照专家组反馈的意见进行整改，
并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推动我校中医学专业建
设及所有专业的建设， 推动云南省中医药教育
事业的发展。 李校长特别指出，专家组进校认证
考察期间， 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转变作风的
要求，自觉遵守纪律；专家们本着对云南中医药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 严格对照认
证标准， 在紧张而忙碌的现场考察全程中展示
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
工作态度，敬业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赢
得了全校师生的高度赞赏和钦佩！

翟双庆教授代表专家组讲话。 他说，云南中
医学院近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 培养了许多优
秀的中医药人才。 专家组成员在三天的考察中，
真切感受到全校教职员工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
精神，全体师生对学校、对中医学专业、对中医
药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感受到了云中人纯朴、踏
实、勤奋的作风。 他对云南中医学院在本次专业
认证中得到专家组充分肯定表示祝贺。

张伯礼院士率教育部专家组到我校考察认证中医学专业

本报讯 （通讯员 吕桢 丁胜月） 11 月
29 日，校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安排总
结 2013 年工作和科学谋划 2014 年工作。
学校党政领导、党委委员，各二级学院、各
部门副处
以上干部
80 余 人
参 加 会
议。 会议
由杨建军
书 记 主
持。

杨建
军书记从
八个重要
论述学习
传达了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是我们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基本依
据；是我们把握大势、明确方向的根本遵
循；是我们激发创造、开拓奋进的动力之
源；是我们提高素养、增强能力的内在要
求。 随后，杨书记在学习传达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时指出，三中全会的精神主要体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报告、重要讲话

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之中，并从十六个方面学习
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重要内容。

杨书记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把全校师生
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推动学校的改革发展迈出更
加坚实的步伐，是我们当前的首要政治任
务。 杨书记要求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单位
要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有关
精神， 进一步抓好有关精神学习宣传；进
一步推进全校上下思想解放；进一步推进
学校各项改革工作；进一步抓好教育活动

整改落实； 进一步抓好岁末年初各项工
作。

李玛琳校长结合贯彻十八届三中全
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对总结学校 2013
年、谋划 2014 年行政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在传达完教育部、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等上
级主管部
门的有关
工作要求
和 部 署
后， 李玛
琳校长对
我校 2013
年的工作
进行了总
结 回 顾 ，
要求各部
门、 各单

位要认真总结好 2013 年的工作和“十二
五规划”前三年的工作，认真对照检查“十
二五规划” 工作中期执行情况， 为谋划
2014 年工作奠定基础。 最后，李玛琳校长
从继续推进校区建设、继续推进学科建设
和申博工作、继续推进更名大学的查缺补
漏工作、继续推进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等
方面对学校 2014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体部
署。

校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陈普） 11 月 25
日上午，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云南
省中医管理局局长、 我校省级重点
学科民族医学学科带头人郑进教
授， 在参加云南省县级中医医院临
床技术骨干理论培训班开班仪式
后，在我校李莹副校长的陪同下，到
我校云南省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
和民族医药学院调研。

座谈会上， 民族医药学院院长
张超教授、王云副书记、吴永贵教授
等先后汇报了学院在教学科研、重

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博物馆建设及
中医学（定向）班学生培养方面的工
作。

郑进副厅长在听取汇报后指
出，民族医药是我省的特色和优势，
近年来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形势喜
人，迎来了发展的最好机遇。我校在
民族医药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显著的成绩，
但从全国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看，
我省面临着人才缺乏， 机构建设不
足，科研成果不多等问题。他希望我

校民族医药学院要从全省高度，以
宽广的胸怀，打破区域、单位和部门
界限， 整合全校、 全省民族医药资
源，继续发挥好引领、带动和辐射作
用， 加快推动我省民族医药事业发
展，做大做强。郑进副厅长还强调指
出， 民族医药研究要深入基层接地
气，做好保护和继承工作。同时在科
学研究上也要走多学科交叉结合之
路，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不断提高民族医药研究的层次和水
平，多出、快出高水平的成果。

在对我校博物馆建设工作调研
检查时， 郑进副厅长对于博物馆的
建设工作给予了肯定， 同时指出要
高度重视博物馆的建设工作， 突出
特色， 尽快高质量的全面完成博物
馆的建设工作， 充分发挥博物馆的
科普宣传、教学、科研等作用。

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民族医学
专业傣医学方向博士生和我校硕士
生导师， 郑进副厅长还与我校其他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见面， 了解他们
的学习、生活情况，指导他们学习和
毕业论文写作。

省卫生厅郑进副厅长到我校调研民族医药工作

共青团中央“我的中国梦———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分享团分享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毕春燕） 12 月 2 日

上午，共青团中央“我的中国梦———奋斗
的青春最美丽”分享团云南中医学院分享
会在翰墨楼一楼报告厅隆重举行，分享嘉
宾为 2012 年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
———合肥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武晓妹。校
党委副书记王翠岗，团省委学校部部长杨
洲，团委、学工部，二级学院党政领导、辅
导员、班主任、分团委书记，各班级学生代
表及团学干部等 300 余名师生参加了分
享会。

武晓妹从“学霸姐”、“打工帝”的别
称开始， 向大家讲述自己的生活历程与

成长故事。 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
家：“奇迹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激
励大家在不断奋斗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追
求。

“典型就是旗帜，榜样就是力量，王翠
岗副书记在总结讲话中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云中学子以武晓妹为榜样，坚
定理想信念，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夯实
学习基础，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高自身
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二是希望云中
学子穷理致用，在服务社会中体现价值；
三是希望云中学子在实践中锤炼品质、
增长才干、健康成长、顺利成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