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吴华） 云南省第十
四届运动会于 8 月 18 日下午在曲靖体
育馆闭幕，我校组团参加本届运动会并
取得优异成绩， 个人项目夺得 3 金、2
银、2 铜， 4 至 8 名取得 45 个奖项名次。
本届运动会有 26 所普通高校组团参
赛，我校团体总分位居第四名，金牌榜
位居第八名，被组委会评为“体育道德
风尚奖”。

本届省运会上，我校组织参加了田
径、乒乓球、围棋、象棋、羽毛球、网球、
篮球等 7 个项目的比赛。 为确保参赛收
到实绩，体育部根据学校年度工作要点
安排，按照分管领导李莹副校长“早准
备、严训练、出实效、争荣誉”的指示抓
落实。 做到了准备充分扎实、训练紧张
有序。 6 月初， 我校按照省运会参赛要
求，结合学校实际，组成了由学校党委
王翠岗副书记任团长、李莹副校长任副
团长、体育部彭利民主任领队，7 个参赛
项目教练及运动员为成员的参赛代表
团。 7 月初围棋、象棋代表队赴曲靖首战
告捷，围棋夺得男子团体第三名、女子
团体第四名，吴浩夺得围棋男子个人银

牌；象棋夺得男子团体第四名、女子团
体第五名，张国伟夺得象棋男子个人铜
牌的好成绩。 此后羽毛球、 乒乓球、篮
球、网球等项目陆续开赛，都有所收获。
8 月 12 日本届运动会举行开幕式，拉开
田径项目比赛大幕，我校田径运动队不
负重望，赛场上顽强拼搏，历时 7 天比
赛， 我校运动员罗军夺得了男子 10000
米和 5000 米的金牌， 李文玲夺得了女
子 5000 米金牌， 陈传娇夺得女子 400
米银牌。

截止 8 月 18 日，我校完成了所有项
目的比赛。 本次省运会所有比赛项目都

是在学校署假期间举行，带训教师和参
赛运动员都表现出了热爱体育、乐于奉
献、乐于吃苦、为校争光的主人翁精神。
运动员李文玲原准备利用署假外出打
工，为父母减轻经济负担。 当得知学校
组队参加省运会的消息，主动放弃计划
报名参赛，训练中不言伤痛、不计得失。
梅花香自苦寒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比赛中，勇夺大学
组女子 5000 米冠军。 运动员队伍中，有
着许许多多李文玲似的人物，他们不计
得失、不叫苦累，在赛场上赛出了作风、
赛出了成绩，为校争得荣誉。

我校在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
个人项目夺得 3 金 2 银 2 铜，团体总分第四名，金牌榜第八名

责任编辑：杨绍光 陈媛媛
电子制版：陈媛媛
学生编校：吴梦昊 程 鑫
新闻热线：0871—65918181
E—mail:tcmjzz@163.com

2014年 9 月 5 日 星期五

综合要闻2
本报讯 （通讯员 毛祥明） 8 月 27

日晚， 杨建军书记率学校行政总值班、
保卫处、学工部值班人员，巡查我校班
主任辅导员值班和人员到位情况。

巡查期间，杨书记与二级学院辅导
员、班主任及职能部门值班人员进行了
座谈交流，逐一听取了各二级学院班主
任、辅导员和学工部、保卫处值班人员
的值班工作汇报，并对值班工作提出了
几点要求：一是要增强责任意识，各职
能部门、二级学院班主任、辅导员值班

要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
入学生宿舍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
况， 切实做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引导和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二是要
严格值班纪律，各职能部门、二级学院
班主任、辅导员要切实把值班工作制度
落到实处，认真履职，做好值班巡查、问
题反馈及交接班衔接等工作，确保各项
值班工作制度的落实不留死角；三是要
加强综合协调。各级各类值班人员要加
强沟通与协作，及时发现问题，妥善处

置，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努力营造学校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良好
氛围，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

座谈结束后，杨书记还深入到学生
宿舍， 了解同学们的起居和学习情况，
与同学们共话家常，对同学们反映的热
水供应、网络使用等问题，要求值班人
员及时反馈相关职能部门妥善解决，做
好工作。

杨建军书记巡查校园值班情况时强调：增强责任意识 严格值班纪律

本报讯 （记者 杨绍光） 8 月 15 日
上午，党委副书记、迎新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王翠岗在白塔校区主持召开迎新
及学生工作专题会议， 校长李玛琳教
授出席会议并对学生工作提出要求。
学校各职能部门、 二级学院负责人和
专职学工干部 30 余人参加会议。

根据会议安排，先由校党委委员、
教务处处长陈林兴教授在会上通报了
我校今年的招生录取情况， 然后会议
听取了学工部部长陈守聪、 资产后勤
处处长周家能、 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
曹磊、计财处处长黄孝平、现代技术中

心主任吕峰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迎新
工作汇报，审议了学工部草拟的《做好
2014 级迎新及学生工作的基本要求》
和《迎新工作方案》，讨论了在迎新工
作中如何热情周到地服务学生， 做好
接站、收费、食宿、上网等具体工作。

校长李玛琳教授在听取了各部门
的工作汇报后， 对大家的工作给予了
肯定， 认为各职能部门在分管校领导
的带领下，启动早，工作细，准备充分，
基本上完成了学校布置的工作任务，
确保了新生入学后的生活教学需要，
她代表学校向参与各项工作的各位领

导、老师和工作人员表示真诚的感谢！
与此同时， 李玛琳校长要求广大教职
工， 必须坚持以学生成才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树立 "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 " 的意识，一切工作都要为学生的成
长进步服务，统筹各方面力量，在学生
工作中形成合力。 对于如何做好我校
学生工作，李玛琳校长强调：一是要认
清形势，增强做好学生工作的责任感；
二是要明确任务， 把学生工作做细做
实；三是要加强合作，确保学生工作形
成合力。

王翠岗副书记在作会议总结时

说， 李玛琳校长的讲话精神对做好我
校学生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
性， 要求所有参会人员务必认真传达
学习， 将李玛琳校长提出的三点要求
贯彻好落实好。 各级各部门要在校党
委、行政的统一领导下，紧紧围绕“立
德树人”这个总要求，树立“以学生为
本优先”的服务意识，把迎新工作作为
做好学生工作的新起点， 开展好学前
教育，把每一项学生工作做细做实，为
学生的学习成长进步提供热情周到的
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媛媛） 9 月 4
日， 我校邀请呈贡区基层领导干部到
校开展“双百双进”活动。 呈贡区司法
局局长赵南山、 雨花街道办事处回回
营社区党委书记马会祥、 雨花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马艳分别给我校 1500 余
名师生作了三场别开生面的讲座。 校
党委副书记王翠岗对活动进行了指
导。

呈贡区司法局赵南山局长立足政
法工作，结合呈贡区的建设发展，分析
了当前综治维稳工作面临的形势，介
绍了呈贡区在创建地校平安方面的做
法及取得的成效。赵局长结合“刘某某
等 63 人非法传销案”、“大学生吴某诈
骗案”、“高校自行车被盗案”等发生在
呈贡大学城的典型案例， 指出呈贡大
学城周边环境相对复杂， 高校开放式
建设的特点与薄弱的物防设施形成治
安管控漏洞， 各高校在安保认识和管
理上存在差异， 再加上大学生自身安
全防范意识普遍薄弱， 网购消费具有
普遍性， 这些因素是导致案件发生的
主要原因。讲座中，赵局长还传授了安
全防范小常识， 提醒同学们要了解当

地治安状况，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马会祥书记给师生们介绍了回回

营社区的建设与管理， 分析了社区发
展中存在的失地农民就业困难、 安置
房建设滞后、 集体经济发展以及社区
居民受教育的问题。 就如何密切社区
与学校关系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
为，高校有人才聚集的优势，社区的发
展需要高校的支持， 社区可以为高校

学生提供参与社会实践的平台。 作为
昆明市人大代表，马书记不忘职责，他
希望， 高校能为社区子女在受教育方
面提供方便， 比如让社区年轻人聆听
高校讲座， 高校图书馆能适当面向社
区年轻人开放。

“学会尊重，善待他人；关心他人，
拒绝冷漠；洁身自爱，远离不良嗜好；
培养文明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不信

谣不传谣；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有责任， 懂担当； 戒浮躁， 练本
领”，这是呈贡区雨花街道办事处
年轻的马艳副主任留给同学们的
肺腑真言。讲座中，她展示了街道
办与高校在综合维稳、宣传教育、
帮扶活动中的共建图片， 还与同
学们分享了她对大学生活的感
悟， 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
离。

讲座结束后，我校 2014 级佩
衡班蔡鑫晶同学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聆听了今天的讲座， 对呈
贡的未来充满信心， 讲座内容丰
富，贴近现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自己也特别想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锻炼自己”。
此次活动的开展， 有利于提高我

校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 弥补教学与
实践脱节的不足， 也给机关干部提供
了一个了解大学生学生生活情况的平
台， 进一步将我校与呈贡区“双百双
进”活动推向深入。

本报讯（通讯员 蔡林礼） 9 月 3 日
晚，学校李玛琳校长率领学校行政总值
班、学工口值班及保卫处值班人员巡查
校园环境，检查学校班主任、辅导员值
班情况。

李校长先后对学校所有食堂、学生
活动中心、图书馆、教室及相关值班室、
校园灯光环境、卫生环境、安全工作、基
础设施等情况进行巡查，并听取了学工
口值班人员的工作安排、 巡查反馈情
况。

经巡查、了解，在大学生人才培养
方案的发放及组织学习、学校办公资源
的统筹使用、 学生自习室的统筹安排、
学生宿舍的管理及设施使用、学校道路
教室走廊等区域照明开关的设计、后服
宿管等全员育人的参与、 学生安全出
行、校园卫生环境、安全环境等等方面
均有一定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
方。 9 月 4 日上午，李校长召集学校教
务处、学生处、团委、后勤服务中心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在班主任、辅导员值班室

一同听取了值班人员的情况汇报，并就
了解到的上述情况进行现场安排部署，
要求各部门对所涉及问题及时整改，督
促各块工作推进落实。

李校长最后强调， 学校工作无小
事，要建设最美校园，不单纯是漂亮的
建筑，更需要美好的育人环境、卫生环
境、安全环境。各部门、单位以及全体教
职员工要树立高度责任意识，积极参与
到学校的建设发展之中，为云中梦的实
现做出应有的努力。

李玛琳校长夜巡校园环境 现场办公督促跟进嘱落实

“双百双进”活动：呈贡区基层领导走上我校讲坛

本报讯 （记者 杨绍光） 7 月 20 日，
我和张丽、 浦仕通老师一行 3 人来到北
京，慕名拜访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散文
家、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 北京的盛夏，
骄阳似火，热浪袭人。久居春城的人到了
北京，被火热的气息所感染，感觉周身热
气腾腾， 好像在桑拿室里湿蒸。 到了晚
上，尽管没了太阳的直射，感觉白天聚集
的热量丝毫没有消散，依然暖洋洋的。

为了能和周国平先生进行交流，我们
用了近两个月时间来通读他的作品，从中
寻找与他交流的话题。周国平先生在微信
和电话中得知我们读过他不少作品，收藏
过他不少著作，是他的忠实粉丝，就欣然
邀请我们次日到他家里品茶闲叙。

7月 21日晚上 7点 30分，我
们应约准时敲响了周国平先生的
家门。 我们 3个人都显得很激动，
心中都暗自猜测着谁会来开门？
顿时都屏住了呼吸， 等待开门的
那一瞬间。 当看到周先生来为我
们开门后， 张丽老师大声说到：

“天啦，这是真的吗？”面见久仰的
大师， 我们三人的幸福之情溢于
言表。

周先生中等身材， 面貌清
瘦， 穿着一件悠闲的蓝色体恤
衫， 显得十分的精干和睿智，看
上去他的外表要比他实际的年
龄小得多。 他微笑着说：“欢迎，
欢迎！ ”把我们迎进家门，邀请我
们坐下后，盛情的女主人郭红为
我们端来了上等解渴的茶、消暑
的西瓜和解馋的糕点。 我们围着
餐桌就坐，边吃边聊开了。 我们
说，一个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住在
这个小区， 整个小区的人都会感到荣耀
的。漂亮的女主人说：“才没有呢，他在小
区是因女儿扣扣而出名。 国平是个低调
朴实的普通人， 他经常带着孩子扣扣在
小区玩耍，与邻居拉家常，或交流教育孩
子的经验。 大家跟他打招呼，都叫他‘扣
扣的爸’。 后来他上了央视‘开讲啦’，有
人才指指点点说他太像周国平了。”我们
不约而同哈哈大笑起来。

在宾主坐定后，我说，我们一行 3 人
受校党委书记杨建军和校长李玛琳教授
委派来拜访先生的，转达了书记、校长对
周先生的问候和良好祝愿，向周先生介绍
了我校办学的发展历程和特色，表达了我
们云南中医学院师生对先生的仰慕崇敬
之情， 畅谈了我们阅读先生作品后的感
悟， 以及邀请周先生到我校作演讲的意
愿。 张丽老师则从哲学、信仰、教育、读书
等方面的问题向周先生一一请教，浦仕通
老师为了使这次拜访定格在记忆中，不停
地按动着相机快门。

在我印象中，大凡哲学家都是沉默寡
言者，要他说话就像挤牙膏一样，往往是
问一句说一句，并且他的每一字每一句晦
涩难懂，你都要费力思索半天，还不知所
云。周国平先生好像被我们的真诚和坦率
所打动， 对我们所关心的话题侃侃而谈，
一扫过去我对哲学大师的认识。 他说，哲
学啊就是教人去思考，一个人惟有用自己
的头脑去思考， 用自己的灵魂去追求，在
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
主，才是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哲学就是
要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做一个真正的
自我，做自己的主人。

在谈到哲学功用时说， 他说：“我认
为哲学无实用，实用非哲学。哲学是对世
界、人生问题的根本思考。通过想根本问

题，你就有了一个宽阔的视野，这样你面
对具体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好的心
态，一种高的境界，它起的是这样一个作
用。 哲学的大用就是让你活得明白，拥有
一个经过了你的思考的清醒的人生。 当
然，如果你宁愿盲目地、糊涂地活着，哲学
对你就的确毫无用处。 所以，一个人需要
哲学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他重视人生意义
和精神生活的程度。 ”

在谈到大学教育时他说：“教育的真
谛不是传授知识， 而是培育智力活动的
习惯、独立思考的能力等等，这些智力上
的素质显然不可以像知识那样传授的，
培育的唯一途径是受具有这样素质的人
被称之为大师的熏陶。大师在两个地方，

一是图书馆的书架上，另一便是在
云集大师的大学里。 ” 他接着说，

“我心目中的好学生具备两种能
力，一是快乐学习的能力，能从学
习本身获得莫大的快乐；二是自主
学习的能力，善于自己安排自己学
习。 ”

在谈到信仰时，他说：“凡是真
正的信仰，核心的东西必是一种内
在的觉醒，是灵魂对肉身生活的超
越以及对普遍精神价值的追寻和
领悟。 一切信仰的核心是对于内在
生活的无比看重，把它看得比内在
生活重要得多。 ”

在谈到理想时他说：“理想是
灵魂生活的寄托。 一个人在年轻时
不是理想主义者， 一定庸俗的可
怕； 如果在年老时仍是理想主义
者，他又未免幼稚的可笑。 理想是
对精神价值的追求，理想主义者则
是把精神价值置于实用价值之上，

作为人生活社会的主要目标。 ”
在周国平先生一个半小时的高论

中， 我们听得如痴如醉， 沉浸在幸福之
中，尽情地享受着此番此景。虽然意犹未
尽，为不影响周先生家人的休息，我们只
得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 并再次提出希
望在昆明能聆听到周先生的精彩演讲。
周先生指着他的夫人郭红女士幽默地
说，我倒是希望能在今年年内成行昆明，
但要看我的“老板” 是否能安排出时间
了，你们下来要和“郭老板”多说说啦！郭
红女士伸出手指盘算着时间说， 今年的
档期倒是都满了， 但我尽量让你们不虚
此行。

大师，毕竟就是大师。周先生学识广
博，思想深邃，无论谈到什么话题，都是
以哲学的眼光，逻辑的思维，散文的语言
娓娓道来，不时讲出一些惊世骇俗之语，
振聋发瞶，给人以启迪和无穷的遐想。他
犹如高不可攀的山峰， 我们在山脚之下
仰视他的壮丽奇观， 他是那样的高端大
气，那样的挺拔俊俏，你会被他高贵的气
质所征服，被他执着的精神所震撼，你就
是想走近他，就是想了解他；周先生就像
那深不可测的大海， 我们到大海之滨饱
览他的美丽浩瀚，他是那样的博大宽广，
那样的深邃奇异， 你会被他包容的胸怀
所感动，你会被他深邃的思想所吸引，你
就是想与他相交流， 就是想得到他思想
的洗礼。

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周先生作品的人
来说， 能得到周先生在家里的亲自接待
是一种荣耀， 能与周先生面对面的交谈
是一种享受， 能与周先生合影是一种幸
福。 我们期待着周国平先生能如期来到
我们云南中医学院演讲， 让更多的师生
能分享到他“幸福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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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非） 2014 年暑期，由欧
洲中医基金会组织了其中医高等学校的学员
到我校进行临床实习。 7 月 21 日至 8 月 8 日
安排了为期 3 周的中医临床实习，包括在我校
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针灸、推拿、内科的临床实
习；中医药治疗病症专题讲座；中国传统保健
功法太极拳。 此外，还为学员安排了中草药植
物、标本、成品不同形态的参观学习。

经过 3 周的时间，加深了西班牙学员们对

中医药的认识、学习了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实践
的有效结合。 学员们圆满完成了临床实习项
目，并对学校的安排管理表示满意。 参训学员
表示， 此次实习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病案、更
好地学习和体会了如何用中医药治疗各种疾
病，了解了中医药在中国的运用发展。 西班牙
学员还利用此次机会，感受了中国文化及丰富
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我校举办欧洲中医基金会中医高等学校 2014 年暑期实习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 陈
普 ） 又是一年入学季，
秋色渐浓的云中校园迎
来了 2014 级傣医学专
业 27 名新生，他们是我
国首次招生的傣医学本
科生， 从而翻开了傣医
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
篇章 。 傣医学专业是
2012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
准由云南中医学院开设
的本科专业， 这是我国
继藏医学、蒙医学、维吾
尔医学和哈萨克医学之
后， 第五个民族医学本
科专业。

8 月 26 日下午，民
族医药学院举行“迎新
师生座谈会”。 民族医药
学院院长张超教授代表
学院对 2014 级傣医学
专业新同学的到来表示
欢迎。 随后，他从师资队

伍、 人才培养、 学科建
设、科学研究、博物馆建
设及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 以及后续发展等方
面， 详细介绍了民族医
药学院的发展历程和未
来努力方向。 并就同学
们关心的傣医学专业培
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
设置， 就业方向等问题
进行了解答。 “越是
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张超教授勉励同学们要
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热爱民族医药事业，承
担起发展傣医药事业的
历史责任， 努力学习和
刻苦钻研民族医药科学
知识； 要尽快适应大学
生活， 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价值观，做一名
合格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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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岗副书记主持召开 2014 级迎新及学生工作专题会

本报讯 （通讯员 杨阳 夏咸松） 8 月 27
日，由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主办，针灸推拿康
复学院承办的“云南中医学院首届针灸推拿临
床技能大赛”在呈贡校区举行，来自 8 家附属
医院和针灸推拿康复学院的 16 名选手参加了
比赛。

大赛邀请了云南省针灸学会黄禾生会长
等 8 位专家担任评委。经过理论考核及腧穴定

位、刺法、隔附子饼灸（拔罐）、推拿四站考核，
综合评分，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
奖 3 名、 优秀奖 10 名； 同时， 推荐前三名选
手———针灸推拿康复学院郝敬红老师, 第三附
属医院暨昆明市中医医院方永江、张倞老师代
表学校参加 2014 年“皇甫谧杯”全国中医药院
校针灸推拿临床技能大赛。

我校举办首届针灸推拿临床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