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徐
宏）2014 年 4 月 29 日，
省教育厅在昆明召开
了全省教育系统安全
保卫工作会议。会议传
达了教育部、 省委、省
政府安全工作会议精
神， 总结了 2013 年全
省教育系统安全保卫
工作， 部署了 2014 年
全省教育系统安全保
卫工作， 表彰了 2013
年平安校园创建先进
单位和 2013 年社会管
理综治维稳先进单位。
教育厅厅长何金平同
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
话， 他在总结 2013 年
安全保卫工作的同时，
对做好 2014 年安全保
卫工作提出了明确指
示和要求。

会上，宣读了《云
南省教育厅、云南省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
会办公室、云南省公安
厅关于表彰 2013 年度
云南省“平安校园”和

2013 年度云南省学校
安全管理、综治维稳工
作先进州市教育局的
决定》（云教保 [2014]3
号），授予我校等 12 所
本科高校为 2013 年度
云南省教育系统“平安
校园”称号，此次获奖
为我校第三次获此殊
荣。

学校分管安全保
卫工作的李莹副校长
出席了会议，保卫处主
要负责人陪同参加了
会议。

近几年来，我校高
度重视平安校园建设
工作， 强化宣传教育，
落实建设措施，周密组
织实施。 学校紧紧围绕
“平安校园”建设目标，
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形
成了“齐抓共管、层层
落实、 人人支持创建、
人人参与平安创建”的
良好氛围，营造了良好
的师生工作、学习和生
活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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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媛媛）4 月 10

日上午， 我校召开 2014 年离退休教职
工党政工作情况通报会，90 余位离退
休教职工参加会议。 校党委书记杨建
军、校长李玛琳、校党委副书记王树发
出席通报会，副校长李莹主持。

通报会上， 校长李玛琳从中医学
专业认证、学科学位点建设、科研工作、

人才引进和培养、学生工作、党建工作、
呈贡校区建设等十个方面，简要介绍了
2013 年学校开展工作的情况， 就老同
志关心的问题作了说明解释。 她指出，
当前学校发展还存在着教育思想观念
落后，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还不够
牢固，校风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学
校的核心竞争力提升还不够明显，学校

人员编制严重不足，学校内部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还不能适应现代大学制度
的要求等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学
校一定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她谈到，今年学校要进一步做好学生成
长成才、推进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夯实更名大学和申报博士授
权单位基础、加快二期建设步伐四项重

大工作和 16 项具体工作。 要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升办学实力的
根本要求，深化改革，健全机制，增强实
力，提高质量，改善条件，加强保障，突
出重点，狠抓落实，努力开创学校各项
工作的新局面。

通报会后， 离退休教职工参观了
云南省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

我校召开 2014 年离退休教职工党政工作通报会

本报讯 （通讯员 苗婷秀）值
2014 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之
际， 由我校图书馆、 国家中管局
“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中医文
化学” 联合主办的云南中医学院
第二届“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
暨世界读书日主题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在翰墨楼二楼大厅举行。 学
校熊磊副校长亲临， 各二级学院
领导带队， 老师学生代表两百五
十余人参加了此次仪式。

启动仪式由图书馆馆长刘虹
主持， 她向师生们介绍了开展本
届活动的内容、背景和意义。本届
活动以中药本草和经络腧穴为主
题，选取了《药性赋》、《药性歌括
四百味 》、《滇南本草 》、《黄帝内
经》、《难经》等经典原文（段落）为
学习内容，印制《中医经典原文选
粹（第二辑）》作为活动的参照本，
供广大学习者使用。 活动旨在将
这些未列入教材之中、 或囿于学
时所限， 但又是中医学子需熟读
必背的经典篇章， 通过课堂外的
补充学习，形式多样的强化训练，
加深理解，拓展知识，促进专业知

识学习和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
养。

“中医文化学 ”学科带头人
张丽教授宣读了本届系列活动方
案，活动包括了本草手绘 & 经络
手绘大赛 、中药之美 ”&“腧穴之
妙”征文比赛、经典笔答竞赛、经
典诵读或演讲比赛， 将陆续在今
年的 4 月至 11 月期间举办。

熊磊副校长代表学校党政领
导对本届活动的表示热烈祝贺，
希望广大同学们通过积极参与多
种形式的活动去感受 “中药之
美”、发现“腧穴之妙”，夯实专业
基础，提升文化积累；熊副校长还
将自己学习中医经典的经验和心
得与大家分享，
鼓励大 家 多 读
书、多读中医经
典 ， 练 好 学 中
医、 做中医、做
好中医 的 基 本
功，她希望让朗
朗读书 声 成 为
校园的主旋律，
让丝丝 手 绘 谱

写“云中”的新篇章。
基础医学院孙艳红老师和临

床医学院 2012 级研究生毛鹏飞
分别发言，向全校同学发出倡议，
随后全场齐声诵读了 《药性歌括
四百味》选段，标志着读书活动正
式拉开帷幕。 当天的活动得到了
针灸推拿康复学院、中药学院、药
学院等协办单位和各二级学院的
大力支持。

在当天的世界读书日活动
中， 还开展了我校移动图书馆现
场推介、注册，合作的超星移动图
书馆工作人员为注册的同学组织
了抽奖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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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吕桢 ）为进一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工作
相结合，2014 年 4 月 17 日上午，我校邀
请云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戴世平
教授来我校作“把握‘两个巩固’根本任
务 扎实推进党的理论工作”专题讲座。

戴世平处长结合实际，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
和作用、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当前
理论工作的主要核心问题三个方面
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 讲座深入浅
出，理论分析透彻，现实指导性强，为
如何扎实有效的推进我校党的理论
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
的指导地位和全校师生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
建议。 讲座中，戴世平处长与现场师
生进行了互动，为大家答疑解惑。 他
还表示，将在今后对我校申报的社科
基金项目给予适当倾斜和支持。

党委副书记王翠岗主持专题讲座，
思政课全体专兼职教师；呈贡校区各党
总支、直属党支部委员及所属党支部书
记；机关党总支全体党员共计 120 余人
听取了讲座。 此次讲座由党委宣传部、
思政部主办。

云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戴世平到我校作专题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吕桢） 4 月 13 日晚，
以“走近大师，感受经典，陶冶情操，提高
修养”为主题的 2014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
活动———中央芭蕾舞团走进云南中医学
院专场演出在我校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团省委副书记任远征， 校长李玛琳教授
及所有在家的校领导出席了此次演出，
师生代表 1300 余人欢聚一堂，共享芭蕾
盛宴。

演出前， 校长李玛琳教授和中央芭
蕾舞团副团长王全兴老师分别致辞，并
互赠了纪念品。

开场，由国家一级演员、中央芭蕾舞
团芭蕾大师徐刚为大家作了简短的芭蕾
知识讲座。 从世界芭蕾舞的起源与变革，
到中国芭蕾的创新与发展， 随着国际上
一个个著名芭蕾舞团、 耳熟能详的芭蕾
舞剧的介绍， 徐刚用精炼诙谐的语言为
台下师生简单勾勒出了一幅芭蕾艺术的
发展史。 并现场教同学们一些芭蕾手势
语，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到芭蕾艺术。

讲座之后的课堂练习展示环节为观
众展示了平日里芭蕾舞蹈演员每天必须
的基础训练，通过这些基本训练，师生们
了解了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和完美的，
真正达到了普及芭蕾艺术欣赏的目的。
在之后的现场观众互动环节中，20 余名
师生热情参与互动， 在舞蹈演员的带领
下学习了基本的芭蕾手位和脚位， 亲身
体验了芭蕾艺术的魅力， 现场气氛轻松
融洽。

据了解， 为了满足更多师生观看芭
蕾演出的迫切心愿， 我校主办方还在翰
墨楼报告厅设置了四个大屏幕闭路电
视，对活动进行现场同步直播，报告厅内
300 余名座位座无虚席。

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推进高雅
艺术进校园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
高学生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 营造良好
的校园文化环境。

2014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中央芭蕾舞团走进我校

本报讯（通讯员 陈文斌） 2014 年 4
月 14 日至 18 日，我校党校举办第 37 期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党委副书记、党校
副校长王树发作开班动员讲话。

本期培训班有 266 名入党积极分
子参加培训， 其中教师 2 名， 学生 264

名。 邀请党委领导王树发、王翠岗、杨中
梁和张丽、杨绍光、杨鹤清等从事党务实
践及研究的专家， 为入党积极分子系统
讲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党员条
件、权利和义务、党的纪律等相关知识，
并组织观看了电教片《建党伟业》。 通过

培训，参训学员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并表
示将以严格标准要求自己， 在学习、工
作、社会实践和生活中积极创造条件，争
取早日加入党的组织。

我校党校举办第 37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夏咸松） 4 月 4 日
-9 日，杨建军书记带领教务处赵荣副处
长等一行四人考察了一市（临沧市）两
县（沧源县、耿马县）的中医药事业发展
及人才需求状况， 并与当地政府领导、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中医医院领导
以及校友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 临
沧市卫生局唐兴平副局长陪同调研。

沧源县、耿马县、临沧市分别组织
由市县领导、卫生行政主管领导、相关

医院及我校在当地工作的校友参加的
座谈会。 建军书记听取了当地卫生行政
主管领导对本地中医药事业发展现状
的情况汇报，卫生局、中医医院等其他
领导、本地校友也分别作了发言，书记
对上述发言一一 作了记录，并从当前中
医药发展的大好形势，中医药在大健康
产业、旅游、“云药”产业等方面对促进
地方经济贡献，学校在人才培养、知识
创新、 服务社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发

言，同时也为当地领导、校友介绍了学
校近年来的发展状况。

4 月 9 日， 杨建军书记还出席了我
校实习医院———临沧市中医医院揭牌
仪式。 通过考察调研，进一步加强了学
校与地方政府、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中
医医院的沟通和联系，进一步了解了目
前医疗卫生行业的人才需求情况，明晰
了我校今后办学的方向和思路。

杨建军书记带队考察临沧一市二县中医药事业

本报讯（通讯员 王璟） 4 月
18 日下午， 卫生厅组织院内外
十二位专家在我校白塔校区会
议室对《乡村医生中医临床实用
手册》进行了审稿论证工作。

审稿论证会上专家们对本
书的结构和内容提出了中肯的
意见。 根据专家意见，本书将在
中药、儿科、经典导读等方面增
加部分内容，并对结构作一定的
调整。

本书的编写是云南省卫生
厅为落实我省中医药人才“培
根”工程（即云南省中医药乡村
医生知识与技能培训）的举措之
一。 本书受省卫生厅委托，由我
校继职学院牵头组织院内外专
家编写，内容符合乡村医生的特
点，言简意赅、条理清楚，所涉疾
病治疗方法实用、安全。 该书将
作为云南省乡村医生中医知识
技能培训的教材。

本报讯（通讯员 夏丽）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沈自尹
院士工作室，我校熊磊副校长、针推康复
学院邰先桃副院长、 科技处夏丽主任拜
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教授， 就共
同申报“云南省沈自尹院士工作站”有关

事宜进行了友好商谈。
沈自尹院士介绍了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沈自尹院士工作室的研究条件、
研究方向和前期获得的成果及奖项，表
示愿意参与申报“云南省沈自尹院士工
作站”，就院士工作站的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经费计划等提出了思路和想法。
熊磊副校长对院士及助理蔡外娇博

士、黄建华博士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并期冀今后要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等
方面加强联系和合作，借“滇沪合作”契
机，实现双方的互利互惠。

熊磊副校长一行拜访中国科学院沈自尹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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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职学院牵头编写的《乡村医生中医临床实用手册》审稿
论证工作顺利完成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永坚）
近日，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印发学校共青团重点工作
创新试点项目名单的通知(中青
办发[2014]24 号）》文件通知。 我
校团委获成长服务类“探索打造
高校学生第二成绩单”项目。 该
项目在全国共有 33 个高校获得
试点项目。

该项目在学校党委、团省委

的有力领导下，在学工部、宣传
部、 思政部等部门密切配合下，
结合我校德育答辩工作，进一步
围绕大学生思想引导工作的总
目标，结合引导青年成长成才的
根本任务，进一步完善我校学生
第二成绩单的试点实施方案，希
望为全国团系统和我校学生成
长服务类工作提供一定参考价
值。

校团委被团中央确定为“学校共青团重点工作创新试点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 付明银） 4 月 21
日，学校纪委在崇德楼 419 会议室召开
全委会，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学校 2014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 校纪委委员、纪监审室工
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校纪委书记杨中
梁主持会议。

杨中梁书记回顾总结了我校近年
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2011 年，学
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获得省委
优秀表彰，2012 年学校被命名为“云南
省规范教育收费示范高校”，2013 年成
功创建“云南省廉政文化示范点”，学
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显著。 对

于下一步工作，杨中梁书记要求，一是
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相关会议精神，
抓好学校 2014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确定的六项重点工作； 二是要加
强对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研
究，进一步明确定位，突出纪委执纪监
督和查办案件的工作职责； 三是要抓
好各项监督制度的贯彻落实， 特别要
加强对人、 财、 物重点领域工作的监
督，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四是要强化主
业意识，聚焦中心任务，执好纪、问好
责、 把好关； 五是要加强纪委班子建
设，健全纪委委员分工，提高纪检监察
干部的履职能力。

纪委副书记、 纪监审室主任杨鹤
清同志传达了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
会、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教育
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省纪委九
届四次全会及 2014�年全省教育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强调了
2014�年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主要
任务。

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共云南中医
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4 年工作要
点》、《2014 年云南中医学院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目标书》的内容，全体纪委委
员针对部分条款， 结合学校实际提出
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大家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 深刻
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部署新要
求，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
责任意识， 扎实推进我校的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

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学校纪委专题研究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