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代艳） 6 月
24 日中午，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在崇德楼 123
会议室召开，校党委书记、就业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建军出席，
校长、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
玛琳主持会议， 校党委副书记、
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翠岗， 副校
长、领导小组副组长李世辉出席
会议，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杨建军书记就做好毕业生
就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要
充分认识毕业生就业工作在学
校改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
业工作“一把手”责任制；三是要
加强就业指导教师队伍的业务
素质和能力， 强化理论研究，进
一步提升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
的质量和效果；四是要加强对学
生的“创新创业”精神教育，整合
资源，学好用好国家政策，激励
更多毕业生创新创业；五是要切
实做好贫困学生和就业困难毕
业生的帮扶工作；六是认真做好
2014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

撰写和发布工作。
在听取汇报后，李玛琳校长

指出： 全校就业工作要继续贯彻
落实“一把手”工程，对毕业生就
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尽快研
究，提出系统的解决对策和措施；
各职能部门要主动服务就业工
作， 各二级学院要深入细致的做
好就业工作。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职能部门要针对就业工作推进中
存在的问题，认真梳理研究，及时
主动地向校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汇
报， 校长办公会也要每年听取一
次就业工作专题汇报。

就业创业指导中心负责同
志代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传达了 2014 年国务院、 教育部、
省政府、省委高校工委、教育厅有
关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会议及
文件精神，报告了我校 2013 年毕
业生就业工作情况，分析了 2014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基本情况、主
要特点及存在问题， 并提出了对
策建议。

会议印发了加强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系列文件征求意见
稿。

我校召开 2014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 孙雪萍）
2014 年 6 月 23 日上午， 我校召
开“2014 年度研究生导师培训
会”, 对新遴选导师进行培训，加
强导师队伍建设，增强导师责任
意识，提高指导能力和水平。

云南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
省学位办赵纯主任，我校李玛琳
校长、 熊磊副校长出席了培训
会。 新遴选的研究生导师、部份
老导师、各二级学院研究生教育
管理工作人员近 300 人参加了
会议。

熊磊副校长宣读了我校
《2014 年新增硕士研究生指导教
师的决定》 及新任导师名单，并
请出席领导为新增硕士研究生
导师代表颁发聘书。

李玛琳校长代表学校对新
遴选的导师们表示祝贺。 随后向
与会者介绍了我校研究生教育
现状和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情
况， 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
结合自己多年来指导研究生的
经历和体会，与大家分享了在新
形势下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研
究生导师的心得体会。 最后，对
各位导师提三点建议和希望：第
一，要以德育人；第二，应牢固树
立质量观念；第三，要做终身学
习的楷模。

云南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
省学位办赵纯主任对全国及云
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存在问题及今后发展趋势和主
要任务做了客观分析，并对高层

次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了指
导性意见。

研究生处袁嘉丽处长从学
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的角度， 简述
了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概况， 重点
阐述了研究生招生、培养、学位点
建设几方面的情况， 帮助导师们
尽快明确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遵
守的相关管理制度与工作要求。

临床医学院院长秦国政教授
在《浅谈如何好一个称职的研究
生导师》的发言中，与大家分享了
他多年来指导研究生的心得。 他
认为， 一个合格的研究生导师必
须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和素
质：第一，打铁还需本身硬；第二树
人务必方法行。 作为导师，必须具
有丰富的知识蕴藏和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 同时还应将科研成果融
入教学，引导学生多看文献，更好
地激发学生学习和科研的热情。

基础医学院林青教授在《导
师在成长过程上可能遇到的问
题》的发言中，以指导中药药理学
研究生为例， 就导师在指导研究
生过程中，如何与学生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共同提高，与大家分享
了自己的切身体会与经验。

在为期半天的培训会结束
后，参会研究生导师表示，对在科
研方面和临床实践方面如何指导
研究生有了新的认识， 更重要的
是在思想层面就如何做研究生导
师获得了新的启示。

本次会议由研究生处和学校
教师发展中心共同主办。

我校召开 2014 年度研究生导师培训会

本报讯（通讯员 付明银） 根据省委省政府《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云南省 2013 年度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暨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的通报》， 我校被省委、 省政府评为 2013
年度惩防体系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优秀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媛媛） 近日，《引领的力量———云南省高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经验汇编》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选
编了近几年来全省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向
全党全国人民展示了云南省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的巨
大成就。 我校党委宣传部总结提炼的“德育答辩是推进高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手段”一文作为重要经验编入该书，受到了各高
校关注。

该书由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赵金任编委会主任，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张瑞才任副主任，高校理论界专家任编委。 我校党委宣传部部长
杨绍光同志参与了本书的修改和编辑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夏丽） 2014 年 5 月 15 日，云南省教育厅下发了《云
南省教育厅关于云南中医学院成立云南省中医药宣传教育中心的批复》
（云教高〔2014〕48 号），同意在我校成立“云南省中医药宣传教育中心”。

该中心成立后，将在云南省卫生厅（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和
指导下，依托我校的现有的机构、人员和教学科研资源，面向社会和公众
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开展中医药防病养生、康复保健、识药认药等知识
的宣讲和教育、医疗服务等工作。

本报讯(通迅员 左媛媛) 近日，从全国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
委员会获悉，我校学生在“2014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ECCS）”中获
得好成绩。其中，护理学院 2013 级学生程鑫荣获 C 类一等奖，黄杨、徐丽
丽等七名同学分获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因工作业绩突出，我校也荣获了
本次比赛的“优秀组织奖”。

本报讯（通讯员 和靖莲）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
了 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 我校段忠玉老师申报的
一般项目“医学人类学视野下傣族传统医药的传承与保护研究”、吕朝辉
老师申报的青年项目“我国陆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
目”获批准立项，这是我校 2013 年首次执行《云南中医学院中青年教师
科研能力提升计划》所取得的成绩。

本报讯（通讯员 杨永坚） 2014 年 6 月 9 日，第四届云南省高校文化
节系列活动之大学生百科知识竞赛活动在云南农业大学举行。 我校积极
组织参赛，成绩突出。团体获得“优秀组织奖”，个人 2011 级中医学（定）班
崔向朋同学获得“十佳知识达人奖”荣誉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 吴非） 由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云南
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三届滇
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研讨会
（简称云台会）， 于 2014 年 6
月 9 日下午开幕。 我校李世辉
副校长及学校 3 名专家应邀
出席开幕式。

第三届云台会主题是“台
企入滇、 西进东盟、 开拓南
亚———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产业对接”。 作为主题系列活
动之一的云台中医药合作与
开发产业对接会，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上午在昆举行。 来自
省内有关厅局的领导、 台湾、
云南两地医药界专家及企业
家共计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李
世辉副校长出席了云台中医
药合作与开发产业对接会，在
会上作了中医药教育的主题
发言，全面地介绍了我校开展

中医药学历教育、对外教育以
及我校培养中医药人才服务
社会的情况。

6 月 11 日上午，参加云台
会的 24 名专家到我校访问，
参观了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
馆及校园，了解我校开展中医
药、民族医药的教育及对外交
流合作情况。

李世辉副校长出席第三届云台会并在专题分会上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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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韩欣欣 夏咸松 )

2014年 5月 21日上午，我校在呈贡校区
翰墨楼报告厅召开“2014年医学类实践
教学基地建设工作会”。云南省卫生厅中
医处处长、中医管理局常务副局长赵勇，
学校党委书记杨建军、校长李玛琳、党委
副书记王翠岗、 副校长李世辉出席了会
议，医学类各实践教学基地的院长、副院
长、教学管理科科长，各二级学院党政领
导、 教学管理科科长及相关职能部门近
200人参加了会议。

李玛琳校长作了“整合资源进一步
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重要讲话。她
首先代表学校党政，向各级领导、各实践
教学基地多年来对学校工作的支持表示
衷心的感谢！对各位领导、老师莅临本次
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全面介绍了
学校的基本情况， 阐述了做好实践教学工
作的重要性，并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资源
共享、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展优秀实践教
学基地评选四方面， 提出了进一步加大对
实践教学基地的支持力度， 充分调动各实
践教学基地的积极性，实现校院资源共享、
共同发展。

赵勇处长在讲话中肯定了我校建校

以来取得的成绩，分析了目前我省中医药
人才现状及中医药事业面临的挑战和使
命，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提高认识，推
进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求各医院将实践
教学工作作为一项基本工作和重要工作
常抓不懈；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学校
与医院的合作，实现双方共赢。

李世辉副校长在大会上作了《强化实
践教学基地建设， 确保临床教学质量》的

主题报告，总结了近两年临床实践教学工
作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部署了
未来两年医学类临床教学工作的总体思
路和重点抓好的五项工作：一是加强基地
建设，提高教学能力；二是更新教学理念，
增强责任意识；三是加强教师培训，提高
带教水平；四是加大帮扶力度，促进健康
发展；五是加强沟通联系，确保学生安全。

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院长秦国

政教授，第三附属医院、昆明市
中医医院副院长刘明教授、教务
处处长陈林兴教授分别做了《医
院的学科建设与临床实践教学
的组织实施》、《强理念、重内涵，
有效提高非直属附属医院临床
教学质量》和《实践教学基地标
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专题报
告。

下午，李玛琳校长、李世辉
副校长与出席会议的各实践教
学基地领导和老师进行了座谈，
充分听取各基地对实践教学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李世辉
副校长做了总结发言，针对基地
师资不足、教学能力不强、科研
能力薄弱、人才缺乏等突出问题

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并要求学校相关部门
负责具体落实。

会上，李玛琳校长还与 10 家附属医院
院领导签署了图书联盟协议，与 9 家实践
教学基地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会议开得热烈简朴， 达到了预期效
果，取得了圆满成功。

我校召开 2014 年医学类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工作会

第二届中医西传暨人类学西方社会论坛圆满闭幕
本报讯（通讯员 戴翥）为

期两天的“第二届中医西传暨
人类学西方社会论坛”于 6 月
21 日落下帷幕。本届论坛由我
校主办， 校中医西传所承办，
共有 44 位国外代表、14 位国
内代表及 4 位本地代表到会。

论坛期间，校党委书杨建
军出席我校中医西传馆拉维
艾(Lavier)医生纪念廊揭幕仪
式， 并与拉维艾医生之女玛
丽·克里斯汀女士一同为纪念
廊揭幕，代表学校接受了来自
台湾的吴安祥医生捐献的其
祖父吴惠平先生的遗物。

李玛琳校长向出席论坛
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
向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湖
南中医大何湖清、北大高等人
文研究院杨煦生等 8 位国内
知名专家学者授予荣誉或客
座教授证书。

本届论坛以 Lavier 与“甲
骨文中医”为主题，围绕法国

“甲骨文中医”学派的形态，以

“从甲骨文中医学派看人类学
西方中医研究”为内容，法国

“甲骨文中医” 学派创始人拉
维艾 (Lavier) 弟子的 16 场演
讲，从古汉语、天象学到针具
制作、符咒应用，向中外嘉宾
展现了一个新奇的“中医”世
界；圆桌会议上，来自国内各
地的社科学者讨论了西方中
医的“过中国传统”形态、形
成原因、 所依托的文化资源、
对当地居民的意义以及对中
医传播的影响。本届论坛将该
领域的研究和传播引向深入，
进一步扩大了我校在国内外
的影响力。

校党委副书记、本届论坛
主席王翠岗在开幕致辞中说，
作为成功传播中国文化的独
特途径和方式，相信具有我校
特色优势的中医西传研究会
做得更好，进而为丰富世界文
明， 建立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在闭幕式上，论坛副主席熊磊
副院长向与会代表赠送了纪

念品，并与向我校捐献大批文
物的的拉维艾(Lavier)先生之
女、法国学者玛丽克里斯汀紧
紧拥抱，请她常回“家”看看。
玛丽克里斯汀女士感谢我校
让她父亲“落叶归根”，希望中
医西传博物馆早日建成，使文
物得以永久展出。

论坛期间，湖南中医药大
学副校长何清湖教授、北京中
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应邀为
我校师生作了两场中医药文
化讲座。 20 日晚，论坛系列活
动———第二届仲夏音乐节在
呈贡校区岐伯路露天举行。 各
社团沿路一字排开的器乐、歌
舞精彩表演吸引了国内外嘉
宾和师生， 大家忘情投入，载
歌载舞, 在夏夜星空下挥洒激
情。

据悉，本届论坛得到广西
中医药大学同有三和长江基
金会及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
学院的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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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媛媛） 5 月
9 日上午，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召开扩大会议，专题学习《马克思
主义哲学十讲》一书的主要内容。
省委党校哲学部副主任叶力副教
授应邀作专题辅导。 党委书记杨
建军主持学习。

学习辅导围绕“努力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领导干部的看家
本领”三个方面展开。 叶老师从坚
定理想信念， 实现两个百年发展
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党的群
众路线四个方面指出当前学习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 她认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 的学
习要从理论逻辑、框架、主要内容
三个层次来把握。 该书的理论逻
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科学性和
可读性的统一。 全书七个方面的
主要内容都把实事求是贯穿其
中，实事求是是该书的精髓。 她指
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作
用突出体现为方法论。 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要树立实践的观
点；实现改革发展稳定，要树立系
统思维和创新思维； 善于利用社
会基本矛盾原理， 把群众路线和
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才
能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全面发

展。
学 习 会

上， 师生积极
互动。 李玛琳
校长就中国传
统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
联系与区别请
教于叶老师。
组织部部长黄
卫东就如何看
待作为指导思
想的马克思主
义与作为研究
对象的马克思
主义等当前马
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领域的热
点问题与叶老
师展开探讨。

杨建军书
记指出， 叶力
教授的讲座结
合 当 前 的 实
际， 以精炼的
语言，丰富的事例，既有理论依据
又有实践价值，给我们上了生动的
一课。

学校党委领导、 党委委员、副
处以上中层领导干部参加学习。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卫东）
5 月 12 日至 14 日， 杨建军书
记赴西南政法大学进行学习
交流。

5 月 13 日上午，西南政法
大学党委书记张国林会见了
杨建军书记一行，并就现代大
学制度建设、高校干部队伍建
设等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
法学院张晓君院长等参加了
座谈交流。

13 日，杨建军书记一行还
与西南政法大学的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王建华，党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刘革，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邹东升
教授等分别就大学章程建设、
干部队伍建设等相关问题进
行了交流座谈。

在听取西南政法大学相
关工作的情况介绍后，杨建军

书记就云南中医学院的相关
情况进行了介绍。 他说，西南
政法大学是颇有影响的一所
法律性大学， 在办学理念、治
校思路、管理特色、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国际交流合作、师资队
伍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
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特
别是在大学章程制定上有自
己的特殊优势，许多做法和经
验值得云南中医学院学习借
鉴。 杨建军书记还就大学章程
制定、干部聘任工作的相关事
宜，与西南政法大学的同仁进
行了广泛深入交流。

5 月 12 日晚，在西南政法
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
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王建华代表校方为杨建
军书记颁发了兼职教授聘书。
聘任仪式结束后，杨建军书记

还做客西南政法大学“名人论
坛”， 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的教师和硕士研究生作了题
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建
设问题”的专题讲座。

杨建军书记以云南为例，
从重要意义、制约因素以及现
实路径三个方面对“推进边疆
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建设”进行
了阐释。 他从边疆民族地区的
特殊性这一视角，阐述了推进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建设
的重要意义， 并围绕历史传
统、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思想
意识等方面，分析了边疆民族
地区治理能力建设的制约因
素，结合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
的治理实践案例，提出了推进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建设
的路径措施。

杨建军书记赴西南政法大学学习交流

本报讯 （通讯员 盖沂超 左媛
媛） 2014 年 6 月 28 日下午， 云南
省中医药学会文献古籍专业委员
会、中医对外合作交流管理专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在我校第三附属医
院昆明市中医院七楼报告厅举行
成立大会。 会议由云南省中医药学
会副会长、秘书长葛元靖主持。 常
务副会长秦国政宣读了两个专业
委员会成立的批复及专业委员会
名单。 学会领导颁发两个专委会委
员聘书。

校长李玛琳教授对两个专业
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认
为两个专委会的成立给我省中医
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学校
将大力支持两个专委会的工作，并
要求两个专委会的工作要紧密结

合，开创专委会工作的新局面。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会长郑进

教授对两个新成立的专委会提出工
作要求： 要发掘本土的中医文献古
籍， 为发展具有云南特色的地方中
医药奠定基础； 要把握云南中医对
外交流历史悠久的优势， 做好面向
东南亚、南亚及世界的交流工作。

昆明市中医院刘明副院长到
会并对两个专委会的成立表示祝
贺。 文献古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寅教授、中医对外合作交流管理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青教授，就
本专委会工作计划与大家交流沟
通。 文献古籍专业委员会及中医对
外合作交流管理专业委员会代表
陈文慧、迪亚拉、汪剑分别做了相
关的主题演讲。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文献古籍专业委员会、中医
对外合作交流管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

喜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