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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昆明 12 月 14 日电 “老师
上课， 学生睡觉， 老师应该负主要责
任”、“教风决定学风， 学风决定校风”
……12 月 12 日晚 6 时 30 分，云南省中
医学院举行了首届"三风"建设辩论赛决
赛。 辩论赛上，学生和老师组建成正方
和反方，采取不同角度，不同观点举行
了激励的辩论。 学校把通过加强“三风”
建设，打造学校文化灵魂，逐步形成工
作的常态化。

“学生上课睡觉，老师负主要责任”

第一轮辩论正方观点：学生上课睡
觉，老师负主要责任；学生认为老师上
课枯燥无味，没有生动性，学生听了容
易犯困，这个责任应该怪老师；反方观

点：课堂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地方，并不
是睡觉的地方，学生上学是为了学习知
识，并不是靠睡觉打发时间的。 所以，学
生上课睡觉主要责任不在老师， 当然，
老师在课堂上有权利制止这个行为。

辩论中， 正方代表准备很充分，提
了不少问题让反方老师在回答时措手
不及，反方代表还来不及回答，时间已
到。 台下正方和反方啦啦队的欢呼声，
配合声不断，全场笑声，掌声和称赞声
响个不停。

“教风决定学风 学风决定校风”

第二轮辩论主题是"教风决定学风
学风决定校风"， 正方和反方代表完全
由学生组建而成，双方第一辩论代表各

自的观点进行辩论。
辩论中，大家谈到了教学资源的合

理分配，同时，作为教风如何影响学风
的问题。 正方观点是，希望反方要根据
学生的需求进行教学， 反方的观点是，
因为中医是我们国家几千年传承下来
的传统文化，具有特殊性，所以教学必
须根据整个医疗市场的需求进行教学，
不可能根据学生需求来进行教学。

“校风、教风和学风”是大学的灵魂

“校风、教风和学风是一所大学的
灵魂，是全体师生在工作、学习和生活
中精、气、神的体现，是一所大学精神文
明的建设成果的集中体现。 良好的校
风、教风和学风不但能够体现一所学校

的办学理念、大学精神、历史积淀和优
良传统， 同时反映我们办学管理水平，
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社会声誉。 ”云南省
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翠岗在辩论会
上谈到，“近年来，由于校党委、行政重
视，狠抓“三风”建设，教风、学风总体呈
现向上好的态势，有力促进了良好校风
的形成。 但也有个别教师教书育人精力
投入不足，对学生要求不严；一些同学
成长目标不明确， 缺乏刻苦勤奋精神，
学习主动性不足等现象。 教风、学风、校
风建设任重道远， 需要师生共同努力，
常抓不懈。 ”

“领导作风”决定“三风”建设

“关于三风建设，学院一直在做，只

是像这种形成一条主线， 有计划性，形
成规模效益的，还是首次。 其实三风建
设最核心的是领导作风。 ”云南省中医
学院校长李玛琳告诉记者，“现在社会
上有不少不良风气，作为大学是教书育
人的地方，为了不让学校师生受到负面
影响，学校抓三风建设很有必要。 ”

李玛琳还谈到，作为学院，学校领导
班子的工作作风很关键，一个大学领导
班子作风问题完全影响到整个学校的
教风，教风影响到学风。 一个学校好的
学风反过来会影响到学校的领导作风，
从而对领导作风有促进和监督作用。

该校党委书记杨建军说，“三风”建
设有力地促进了大学文化建设，是学校
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教育最好的形式，同

时也是践行群众路线最好的方式，学校
会把“三风”建设长期搞下去，逐步形成
一个长效机制，形成校领导、教师和学
生之间的一个常态化工作。

据了解， 云南省中医学院开展的
“三风”建设大讨论、征文比赛和辩论赛
等系列活动在云南高校中尚属首创，在
云南还没有哪一所大学把“三风”建设
作为促进大学核心文化建设的重要抓
手。 云南省中医学院的“三风”建设在云
南高校中走在前列，为高校“三风”建设
探索出了系列成功经验。

辩论会结束后 ， 校党委书记杨建
军、校长李玛琳、党委副书记王翠岗、副
校长李莹等校领导专门为参加辩论赛
和征文比赛获奖的学生、老师颁发了证
书。（王 勇）

我校参加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
获三等奖和优秀论文奖

云南中医学院加强“三风”建设 打造学校文化灵魂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毅 ）11 月 29 日上
午，“第十届泛珠三角区域（9+2）高等中医药
院校合作发展联席会”在广西中医药大学举
办，我校党委杨建军书记率教务处有关负责
同志一行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届会议主题为“全面深化高等中医院
校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中医临床实践教
学质量”。 会议共设五项议题，分别是完善大
学制度，深化高校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开展
协同创新工作，提升高等中医药院校社会服
务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
能力，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
伍；讨论确定第十一届泛珠三角区域（9+2）
高等中医药院校联席会承办单位、 会议地
点；开展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中医大学生临
床技能竞赛。

会上，杨建军书记作《携手创新，共谋发
展》主题发言。 向各兄弟院校介绍了我校以
《滇南本草》、“扶阳”学派和独具理论与实践
特色的民族医学构筑的，具有显著地缘文化
的云岭医药文化为建设发展灵魂， 在吴佩
衡、戴丽三、姚贞白、康诚之等一代中医名家
奠定的学术思想文化基础上，在各级领导的
关心和指导、 各兄弟院校的支持和帮助下，
几代云中人不懈奋斗，努力拼搏的建设发展
情况。

会议决定， 第十一届联席会将在我校召
开。 联席会常务主席、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
王省良建议第十一届联席会议专题研讨中

医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人才培养模式和学
科课程体系改革等问题，并提议明年会议争
取台湾中医药院校参加， 将 9+2 拓展为 9+
3。 授旗仪式上，本届联席会议执行主席、广
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唐农向杨建军书记授旗。
杨书记在授旗仪式上表示，我校已将承办联
席会议列为 2015 年学校重点任务之一，我
校将学习汲取前几届的成功办会经验，办好
下一届泛珠江三角区域 9+2 高等中医药院
校发展联席会。

泛珠三角区域（9+2）高等中医药院校合
作发展联席会自 2005 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
发起下成功举办第一届以来，已成功举办九
届。 联席会议举办的目的，是为了加快推动
泛珠三角区域，即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江
西、贵州、海南、湖南、福建和香港、澳门中医
药高等教育及科技的发展，加强泛珠三角区
域高等中医药院校之间的交流合作。 联席会
议本着互相学习、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
互利、合作发展的原则，突破行政区域界线，
结成紧密合作联盟，创造互相促进、共同提
高、互补互利、协调发展的多赢格局。

本届联席会议共有广西中医药大学、云
南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
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贵阳中医学院、海南
医学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
药学院、澳门科技大学中医药学院等中医院
校的代表参加了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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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学工部） 11 月 28
至 29 日，云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会 2014 年年会暨第
五届云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普洱学
院举行。我校党委副书记王翠岗、
学工部负责人和辅导员代表参
会。

年会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今年教师节北师大座谈会上的
“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道德情
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谈话精
神，于 29 日下午举行“如何做一
名好老师”和“法治校园建设”两
个专题研讨。 我校党委副书记王

翠岗应邀主持“法治校园建设”专
题研讨并作主旨发言。 他从把握
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决定》精神出发，结合高校内
外法治环境现状， 就法治校园建
设的重要性、存在问题，建设内容
及思路举措等方面作了阐述。 与
会同志就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

省委高校工委大学生工作
部部长侯炳霞传达了全国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纪念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设立 30 周年大会
暨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创新发展论坛的会议精神，
向与会代表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
会前给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会的回信， 并传达了教育
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杜玉波以
及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冯刚、 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长刘

川生等的讲话精神。 云南省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云
南大学党委书记刘绍怀总结本年
度研究会工作、 部署明年重点工
作。

年会还表彰了全省高校思政
研究会 2014 年度优秀论文作者。
我校药学院专职辅导员杨啸同志
撰写的论文 《基于德育效能的大
学生先进人物培育研究》 获一等
奖。颁奖仪式后，杨啸在大会上作
了交流发言 。 研究会在收到的
111 篇论文中组织专家评出 61
篇(其中一等奖 5 篇)，结集为《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现路
径与培养机制--全省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 2014 年成
果选编》正式出版。我校就业创业
指导中心杜丽理撰写的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课的研究》 亦收入
该书。

王翠岗副书记参加全省高校思政研究会 2014 年年会并主持“法治校园建设”专题研讨

本报讯（通讯员 贺婷婷） 12
月 16 日晚，校党委书记杨建军同
志率行政总值班、保卫处、学工部
值班人员， 巡查我校校园值班工
作。

杨书记一行来到学生工作
值班室，检查值班人员到位情况，
并与学工值班人员进行座谈交
流。杨书记逐一听取学工部、各二
级学院值班人员工作汇报。 对大
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就如何
更好地做好校园建设和学生工作

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要以坚持值
班制度巩固平安校园建设成果，
学校行政总值班、保卫处、学工干
部，要严格执行值班制度，确保学
校安全稳定。 二是要以抓好教学
提升学校内涵建设， 学校的发展
进步，离不开人才培养质量，要通
过努力提高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提升学校内涵建设。 三是要以做
好服务来落实以学生为本的目标
和理念， 各部门要继续做好教书
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积极

为学生创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
主动关心他们， 尤其要做好贫困
学生的助困工作， 为他们排忧解
难。 四是要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
工作引导学生成长成才。 学生的
成长既离不开专业学习， 也离不
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通过思政
理论课的学习外，各学院、各部门
还要通过形势政策课、主题班会、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引导
学生积极向上、自觉成长成才，以
便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

座谈结束后，杨书记一行深
入学生宿舍走访， 了解同学们的
学习、生活情况，提醒他们注意安
全，鼓励同学们刻苦钻研，发奋学
习， 不仅要顺利通过即将进行的
期末考试， 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
求自己，更好地成长成才。

杨书记在巡查过程中，针对
老师和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要
求及时反馈相关部门妥善解决，
做好服务。

杨建军书记巡查校园值班强调
强化服务以强有力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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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院与针灸推拿康复学院争夺辩论赛冠亚军 校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声兰) 2014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 由教育部高等学
校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药学
教育研究会主办，广东药学院承办的第
七届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在广州举行。
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是我国药学类大
学生展示创新实验成果、相互学习和交
流的重要平台。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药
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南方医
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三军医科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等
50 余所高等院校的 198 名师生代表及
部分优秀企业家代表参加了论坛，我
校中药学院派出代表队参赛。

经过前期的论文盲评， 论坛中学
生的交流报告、 专家点评及墙报展示
等环节，由赵声兰教授指导，中药学院
2011 级本科生和小明、程祥云、程龙等
同学完成的作品 《基于核桃饼粕的蛋
白肽饮料的研制》 获三等奖和优秀论
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