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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3 日 16 时 30 分，昭
通市鲁甸县发生 6.5 级地震， 造成当地
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情牵动着
中云中师生的心， 根据杨建军书记、李
玛琳校长的指示，全校上下及时以实际
行动投入抗震救灾。

当晚子夜时分，根据省卫生厅部署
和校党政领导指示，我校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中医医院) 派出两辆救护车，13
名医疗队员及救援物资， 星夜驰援鲁
甸。医院同时做好派遣第二批医疗队和
接转伤员的准备。省卫生厅郑进副厅长
电话指示：一是医疗队伍要全力以赴救
治伤员，彰显中医药特色优势，二是一
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并请医院领导转达
对医疗队人员的问候。

当晚，校党委分管领导即布置学工
系统立即通过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查清
家庭在鲁甸县重灾区及附近灾区学生
名单， 请校招办及时提供 2014 届录取
新生名单， 责成各二级学院组织班主
任、辅导员及时逐一联系鲁甸及周边灾
区籍贯学生家庭受灾情况，表达我校领
导和全体师生的深切关怀和慰问。

截至 8 月 4 日 20 时 20 分，全校共
核实地震灾区学生 253 名 (含 53 名新
录取的 2014 级新生)，经逐一电话联络，

其中 48 名(含 2014 级新生 10 人)家中
房屋有不同程度受损，除个别未直接联
系上外，尚未发现学生及家庭有人员伤
亡情况，部分会泽、东川、曲靖、宣威等
地同学反映有震感。震区学生对学校领
导和师生牵挂表示由衷感谢。根据校党
政主要领导指示，学工部(处)在核实受
灾学生情况基础上，根据有关规定已草
拟对特殊经济困难补助办法，以鼓励灾
区学生及家庭，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
度过难关，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继续完
成学业。

另据悉，鲁甸地震发生后，根据校
党政主要领导指示，校工会负责同志及
时与老家在鲁甸的我校教职工取得联
系。 据了解，老家在鲁甸震区的四名我
校教职工及亲人均无人员伤亡，但有的
同志老家房屋全部倒塌、有的震裂。 校
工会代表全校师生对他们和亲人表示
慰问。

8 月 5 日 11 时， 我校第一附属医
院(云南省中医医院)医疗救援队从鲁甸
县前往震中龙头山镇开展医疗救助与
转运伤员工作。 龙头山镇由于道路不
畅，导致 180 余名重伤员滞留，仅能通
过直升飞机转运。医疗队徒步向震中龙
头山镇挺进。

8 月 5 日中午 12：30 左右，鲁甸灾
区龙头山镇萝卜地社，现场搜救的成都
军区驻滇某管线大队官兵确认废墟中
有生命体征，云南省中医医院院长秦国
政、昭通市中医医院副院长简峰及医务
人员立即赶往现场救治。 18：39，随着云
南省中医医院院长秦国政大声宣布“老
人血压偏低， 但目前生命体征一切正
常!”后，在废墟下被埋近 50 小时的 88
岁熊正芬被顺利救出，在军民、医护人
员的齐心协力下，又一个生命奇迹诞生
了。 22：50，在云南省中医医院、昭通市
中医医院组成的省、市两级中医救援小
队的共同努力下，老人熊正芬安全送达
昭通市中医医院。由于老人长时间被压
在废墟，身体非常虚弱。 医务人员立即
对老人进行全面检查后，将老人送往医
院 ICU 病房。

继 8 月 9 日，两名重伤员转入云南
省中医医院后， 8 月 10 日和 12 日，分
别又有 4 名地震危重伤员被转诊至该
医院救治。为全力做好这批伤员在医院
期间的医疗救治工作，并保证救治工作
有序和高效开展，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
效的医疗救治， 第一附属医院结合实
际，特别制定了《云南省中医医院鲁甸

“8·03” 地震危重伤员院内医疗救治工

作方案》，成立了以秦国政院长为组长、
全体院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
成员的救治领导小组，同时还成立了由
包可副院长任组长、彭江云副院长任副
组长的医疗组和由徐莉娅副院长担任
组长的后勤保卫组。对医疗救治工作进
行了任务分解，制定了院内救治的工程
流程以及信息上报、工作纪律等要求。8
月 21 日上午 12 时，省卫计生委副主任
张宽寿到我校第一附属医院看望鲁甸
地震灾区住院伤员， 叮嘱伤员安心养
伤、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恢复
健康，要求医院突出抓好危重伤员的治
疗，切实降低致残率，注意观察伤员的
思想动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

从我校附属昭通市中医院医院科
教科获悉，“8·03” 昭通市鲁甸县地震
后，我校王明键、冉馥彰等 10 名实习同
学积极投身进救治伤员的抗震救灾工
作中。 在医院科教科的组织下，他们不
怕苦，不怕累，从 4 日开始，在随后的 4
天中每天 24 小时轮流坚守岗位， 协助
医护人员运送分诊伤员，及时保证了伤
员的有效分诊运送及各种检查工作。同
学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医院和伤
员及其家属的认可。

抗震救灾云中在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罗兵 杨阳 ）
2014 年 8 月 16 日至 17 日， 第二届

“中医药社杯”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
教师发展论坛暨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竞赛在我校呈贡校区举办。 本届
活动由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我校承办。
来自教育部高教司、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 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领导和全
国独立设置的 24 所中医药院校、开
办中医学专业的 9 所院校领导、专
家评委、参赛选手、我校教师及学生
300 余名参加了本届盛会。

本届活动分为竞赛和论坛两个
部分。

8 月 16 日全天竞赛。 竞赛以“促
进青年教师职业发展， 提高青年教
师教学能力”为目的，课程包括中医
学专业基础及临床课。 评委们对参
赛教师从教学论文、教学设计、教学

演示及综合素质测试四个环节进行
打分， 分别评出教学设计与论文一
等奖 4 名、 二等奖 8 名、 三等奖 16
名； 教学演示与综合素质测试一等
奖 5 名、二等奖 9 名、三等奖 16 名。
我校周晓娜副教授获得教学设计及
论文二等奖， 邵长丽讲师获得教学
演示及综合素质测试三等奖。

8 月 17 日的教师发展论坛，福
建中医药大学李灿东教授、 浙江中
医药大学李俊伟教授、 天津中医药
大学周桂桐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
胡鸿毅教授、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王
国辰社长、 长春中医药大学苏颖教
授、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杨天仁教授
等，就中医药院校青年教师的培养、
发展，以及课堂教学设计、临床课程
的教学设计、课程与教研室建设、学
生成绩评价、 教学模式改革等中医
药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热
点问题，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

颁奖及闭幕式上， 教育部高等
学校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我校校长李玛琳教授在致辞
中指出： 本届活动在云南中医学院
举办，是对学校的高度信任。 各位选
手的精彩展示和专家的精彩发言，
充分展示了各校近年来在教学理念
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上取得的丰硕
成果， 为各兄弟院校教师之间深入
交流学习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中
医科学院院长、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
长张伯礼院士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中医药事业面临发展的契机， 国家
要在 2020 年完成基本医疗制度改
革的目标。 医改的发展将推动健康
服务业的发展， 而健康服务业的发
展又将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
青年教师是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未

来，也是中医事业的未来。 希望青年
教师奉献智慧，虚心向优秀教师、老
教师学习，打好基本功，提高教学能
力，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展自己、
提高自己， 做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
传承人。

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杨天仁教授宣布获奖人
员名单， 主席台就坐的各位专家领
导为获奖教师颁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天津中医药
大学副校长周桂桐教授致闭幕词。

本届活动的成功举办， 为进一
步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提高中医药院校青年教师教学
能力，促进教师整体发展，推进中医
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起到积极的作
用。

第二届“中医药社杯”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
教师发展论坛暨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在我校成功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陈媛媛）
8 月 29 日上午， 我校举行
2014 级新生开学典礼。 新入
学的 2474 名本科生和研究
生，来自加拿大、韩国、越南等
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留
学生在开学典礼上聆听校长
教诲，谨记校风校训，步入大
学殿堂。

校领导李玛琳、王翠岗、
李莹、熊磊、陆炜諠、李世辉及
各部门、 各二级学院负责人，
2014 级辅导员、 班主任出席
开学典礼。典礼由党委副书记
王翠岗主持。

李玛琳校长首先代表全
校 1 万余名师生和分布在世
界各地的 4 万余名校友，对
2014 级新生的到来表示最衷
心的祝贺和热烈的欢迎！她希
望同学们在大学期间，要学会
对自己负责，学会规划未来的
人生，抓住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最好机遇，通过努力实现人生
价值；她鼓励同学们告别过去
的生活状态，做到从孩子到青
年学子再到世界公民的转变，
做到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
再到终生学习的转变，做到从
盲目学习到兴趣导向学习再
到重视人生规划的转变，重新
认识和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她要求同学们要提升自我修
养，锤炼高尚品德，追求真理，
敢于创新，全面发展、提升能
力， 认清自己肩负的历史使
命，明确成才的目标，确立奋
斗的志向， 努力成长为对社
会、 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人；她
期望全校师生同舟共济，为云

中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教师代表针灸推拿康复

学院李冬梅老师发言说，大学
环境很自由，同学们要迅速适
应新的环境，独立自律，强大
自己，坚强面对压力；要珍惜
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和时间，
修炼自己； 要做好学习规划，
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学
习与实践中去。她建议同学们
要常去图书馆， 不迷恋网络，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强健体
魄，与同学相亲相爱，始终恪
守“医者父母心”的职业操守。

基础医学院 2014 级医学
实验技术专业冯宇祥同学代
表新生表达了选择中医药事
业作为毕生使命的光荣和成
为云中新成员的欣喜。他代表
全体新生表示，在即将开始的
学习生活中， 要做到遵纪守
法，尊敬师长，团结友善，刻苦
学习，志存高远，诚实守信，提
高自身素质能力。在大学毕业
之际，能做到青春无悔。

典礼上， 在李世辉副校
长的领誓下，全体新生举起右
手庄严宣誓：“健康所系，性命
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
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
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
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
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
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
类之病痛， 助健康之完美，维
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
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
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
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

树人传真求大医精诚
授业从严承岐黄仁术

云南中医学院校训 校风

校训

校风

我校实习生在昭通市中医院积极参与伤员救治

（综合校学工部、云南省中医医院宣传科、昭通市中医院医教科报道）

第一附属医院（省中医医院）医疗救援队解救 88 岁老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