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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院士做客云南中医学院“闲话人格养成”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媛媛） 5
月 20 日下午，云南中医学院“心
之力文化讲坛”第一讲开讲，中国
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
长李培根教授应邀做客讲坛闲话
人格养成。 校领导、各高校嘉宾、
师生代表约 1500 余人慕名而来，
共享“根叔”的精神饕餮盛宴。

两点三十分， 被华科大学生
亲切的称为“根叔”的李培根院士
准时步入会堂。“根叔、根叔，我爱
你”， 兰茂堂内欢呼声此起彼伏。
校长李玛琳教授代表云南中医学
院全体师生和今天来聆听演讲的
各高校嘉宾， 对从上海远道而来
的李培根院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
真诚的感谢！ 她说，“这是云南中
医学院全体师生的光荣， 也是云

南省高校师生的光荣”，“我们邀
请到李培根院士为“心之力文化
讲坛”第一讲开讲嘉宾，这将极大
地提升“讲坛”的品质，发挥“讲
坛”的名人效应，增强“讲坛”的育
人功能。 ”

在播放了一段学生制作的
《走近根叔》视频后，根叔便正式
开始“闲话人格养成” 的精彩演
讲。

“人格所失，乃恶之根源。 人
格养成，必须知恶识恶。 ”讲座围
绕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几种常见
的恶、现代人格主要成分、人格养
成的关键等四个方面展开。 李培
根教授指出，“教育者， 养成人格
之事业。 ”“根叔”说，“你现在重视
自我的人格养成， 就是为今后的

事业打下基础”，“而现代人格养
成的关键，在于要懂得人的意义，
要处理好人格与事业的关系，要
在独处中练就、 在专业学习中养
成、在现代科技发展中升华、在与
别人的关系中锻炼。“根叔”还引
用《大医精诚》中的经典段落，结
合云南中医学院专业背景， 与同
学们讨论人格养成在专业中的重
要性。

从托马斯·利科纳到罗斯福，
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到培养“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从正视医患纠
纷到彰显人文关怀，“根叔” 用精
炼真诚的话语传递着人格教育的
重要性。 他还鼓励大学生要积极
思考如何避免人格“平庸”，努力
成为具有健康人格的公民。

报告会上， 校党委书记杨建
军代表学校向李培根院士赠送了
刻有中医文化符号和学校校训、
校风的圆盘锡制品， 校党委副书
记王翠岗代表“心之力”文化讲坛
向“根叔”赠送了学生用山上采集
来的野草野花制作的干花画，“根
叔”与现场师生合影留念。在一曲
深情的《根叔留下》的歌声中，云
南中医学院“心之力文化讲坛”首
讲圆满结束。

讲座结束后，2012 级中药 1
班的赵子珺同学告诉记者，“今天
有幸聆听到根叔的讲座， 如沐春
风，既让我长了见识，又领略了大
师的风采。 根叔的睿智、 平易近
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关注人之心力，揭示人之心性；开启人之心智，回归人本教育；重塑大学精神，培育社会新人”。 讲坛通过邀请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走进校园，打造近距离的思
想文化交流平台。 云南中医学院“心之力”文化讲坛第一讲开讲，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教授为学校师生作了题为《闲话人格养成》的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媛
媛 ） 5 月 24 日下午，“中国
科学院女科学家进校园———
走进云南中医学院” 报告会
在我校兰茂堂隆重举行。 报
告会邀请到中国科学院院
士、 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
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崔
向群、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韩
喜球、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
实验中心书记雷燕、 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李赞教授做主旨
演讲。 中国科协常委会女科
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顾问、
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
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国家自然科学高瑞
平研究员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本次报告会。

李玛琳校长主持报告会并致欢迎辞。 她首先代
表学校对各位女科学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对促
进本次活动的中国科协常委会、 中国女科技工作者
协会、云南省科协、云南省妇联等单位和机构表示诚
挚的感谢。 欢迎仪式上，李玛琳校长向崔向群等女科
学家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并赠送了学校纪念品。

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高瑞平致词。
她希望广大同学们要以女科学家为榜样， 热爱科
学，报效国家，自尊、自立、自强，努力实现自身的人
生价值，为国家的富强作出贡献。

报告会上， 崔向群院士满怀热情的讲述了自
己的求学经历以及学成回国的坚定决心。她在担任
LAMOST 项目总工程师期间，锐意创新，克服了一
系列的世界级技术难关，将我国的大型天文望远镜
技术水平推进到国际前沿，使我国的大规模光谱观
测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她说“只有自己觉得自己的
生活是有趣的，是有意义的，那么你的人生才是幸
福的。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生活水平、工作、学习条
件都赶不上你们这一代， 可是我们的幸福指数很
高，我们努力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崔院士的
这句话赢得了现场学生的共鸣。

韩喜球研究员是中国大洋科考的第一位女首

席科学家，领航第 19 航次大
洋科考第三航段， 常年坚持
奋战在大洋调查研究第一
线。 她的报告《走向深蓝》内
容精彩且丰富， 再现了科考
工作的艰辛和喜悦， 也让我
们感受到了女科学家的坚强
与细腻。

雷燕研究员和李赞教授
也与同学们分享了他们的科
研与人生经历。 他们用精彩
的人生故事启迪青年学子，
鼓励大学生们在投身科技事
业、 未来职业规划中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坚定理想信念，
正确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
系，实现自我价值。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秦
川研究员，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美
芳教授与四位女科学家一起和同学们面对面，互动
交流。

报告会赢得师生的阵阵掌声。女科学家们对科
学的执着热爱， 为国家科研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
无不令人钦佩。 她们大气不失平和，自信不失谦逊，
严谨不失幽默，投身科学无怨无悔，她们在奋斗中
诠释了自己的美丽人生，她们的巾帼风采深深感染
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

报告会在欢快而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女科学家与云中学子分享美丽人生

本报讯 （思政部） 2014 年 5 月 29
日，受学校党委的邀请，呈贡区委书记、
新区管工会书记周峰越为我校大学生
作了“从翠湖时代迈向滇池时代———呈
贡新区跨越发展之路”的形势与政策报
告。 党委副书记王翠岗主持了报告会，
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报告会为师生了解呈贡新区的建
设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为我校形
势与政策课注入了新活力。 邀请地方领
导干部走进学校为学生作专题报告，是
我校积极贯彻落实省委宣传部、省委高
校工委、省直机关工委《关于组织开展

“双百双进”活动的通知》精神所实施的
系列活动之一。

周书记擅长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与实践，具有博士学位的他从呈贡新区的
建设发展历程、 呈贡新区城市总体定位、
城市功能服务及城市发展规划、 产业布
局、文化塑造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未来呈贡
的发展趋势。他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和案例
展示了呈贡发展的强劲势头，他认为：“昆
明城市从最初翠湖时代（即环绕翠湖的主
城区）的‘一枝独秀’，到目前已形成除主
城区外以北京路为主轴的北市区、以滇池
路为主轴的南市区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呈
贡新区、西市区各片争妍的局面，这意味
着昆明城市格局已从翠湖时代迈向滇池
时代。 在昆明滇池时代的城市格局中，呈
贡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等资源
要素，具备了跨越发展的后发优势，成为
承接滇池时代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主战
场。 ”

周书记说：“今天的呈贡，就是当年的
深圳、浦东。 今天的呈贡，聚集了人才、资
金、技术、交通等要素资源，具备了跨越崛
起的后发优势。 ”他特别结合大学生的就
业创业诉求进行了深入分析，鼓励大学生
努力学习，为新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并实
现自我发展。“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国
家实施桥头堡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将抓

住机遇、发挥优势，先行先试、大胆创新，
凝聚力量、奋勇争先，力争用 10 年时间，
把呈贡新区建设成为国际企业聚集、新型
产业完备、科教优势突出、对外交流密切、
开放包容多元，集现代低碳与山水园林为
一体的高原湖滨生态宜居城市，建成现代
新昆明和区域性国际城市的重要增长
极。 ”

呈贡新区的发展牵动着万千师生的
心，周书记回应了师生的关切，特别是让
学生真实触摸新区的发展脉动，鼓舞了士
气。 这正是“双百双进”活动开展的意义所
在。

我省从 2014 年 5 月启动实施的“双
百双进”活动，就是组织百名党政干部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讲授形势与政
策课，百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机
关作专题讲座和调研，旨在提高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我校党委宣传部、思政部将在近期组织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到乡镇机关开展调研
和理论服务，做好“双百双进”活动，进一
步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的空
间，服务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需要。

呈贡区委书记周峰越为我校学生作形势与政策报告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维宇） 2014 年 6
月 5 日下午 2:00，校党委杨建军书记亲临
“人文讲坛”，在翰墨楼一楼报告厅为我校
师生作了题为《充分利用政策法规杠杆，
实现招商引资科学发展》的学术讲座。 讲
座由人文与管理学院院长熊官旭教授主
持。

杨书记立足于云南的区位、 资源优
势，重点阐述了云南近年来招商引资的总
体情况、云南招商引资的比较优势、云南
招商引资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各
级政府如何转变招商引资职能、协调好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创造云南良好的招商引
资政策法规环境从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提出了对策建议。

整个讲座深入浅出，既有理论也有实

证，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了
师生们阵阵热烈的掌声。 师生们表示，此
次讲座使大家受益匪浅，不但丰富了师生
们政策法规方面的知识，也为师生们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方法和视角借鉴。

讲座结束后，杨书记与同学们进行了
现场互动讨论。 就同学们提出的“如何促
进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如何协调建设绿色
经济强省与食品安全的关系、如何协调招
商引资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优秀人才对招
商引资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就业与创业
的关系”等问题，杨书记逐一进行了细致
的解答。

本次讲座由人文与管理学院和党委
宣传部共同主办，全校 300 余名师生聆听
了讲座。

杨建军书记为“人文讲坛”作第七讲

本报讯 （通讯员 陈丽萍） 2014 年 6 月 19 日
晚，著名国学专家、中医文化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
国学院院长张其成教授应邀在兰茂堂作题为《中医
文化的基本精神———从易经、 儒释道看中医文化》
的学术讲座，校党委副书记王翠岗主持讲座，校内
外千余名师生参加。这也是我校“人文讲坛”第 8 讲
暨“国医讲坛”第 13 讲。

作为目前国内系统讲授国学五家（易、儒、道、
佛、医）经典的国学导师，张其成教授以中医文化源

流为开端，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易经与儒释道及中医
“一干四支”关系。 他将易经文化归纳为四个字：阴
阳中和。他认为中医文化体现了“易经”的阴阳五行
思想，融合了中国哲学的精神与智慧，吸收了儒家、
道家乃至佛家文化的智慧，最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
精髓，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何以具有如此
强大的生命力。 张教授认为：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
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打
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张教授认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是中华文化伟大
复兴的先行者，对推动以中医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
统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全球范围出
现的“中医热”，预示着中医未来充满光明和希望。
他强调“大医精诚”的“精”字针对医术而言，医生要
掌握精湛的技术和本领，并且精益求精，对“诚”最
通俗的理解即医德。 他希望同学们热爱中医文化，
掌握中医文化的精髓， 以中医文化中的基本精
神———“仁、和、精、诚”指导学习和生活，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张教授语言简洁流畅，娓娓道来，既深刻睿智
又幽默生动。台下听众欢笑声、掌声不断，激起师生
探究中医文化的浓厚兴趣。 最后互动时间，不少人
纷纷举手提问，张教授耐心解答。直到讲座结束，大
家还依依不舍，围着张教授交流。师生们表示，此次
讲座受益良多，非常期待有机会再向张教授请教。

王翠岗副书记在总结时说， 张教授图文并茂、
深入浅出、深刻睿智、富有哲理的讲座，显示了深厚
的专业功底、渊博的知识和哲学智慧，让我们见识
了国学大师的风度、 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温度、领
略到了大师解读中医文化的哲学高度。 他还披露，
张其成已新近受聘为云南中医学院聘名誉教授。 希
望师生从张先生的学说中领会中医文化的精髓，真
正践行“崇德合和、博学敦行”的校训以及“树人求
真，传大医精诚，授业从严，承岐黄仁术”的校风，肩
负起传承中医文化的崇高使命与神圣职责。

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在我校宏论中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