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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讯（记者 程三娟）绵延赓续一

甲子，风华正茂谋远志。11 月 21 日，我

校本科教育 60 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十七届

中医药高等教育校长论坛在呈贡校区举

行。

云南省委、省政府发来贺信，向全体

师生员工、国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祝贺，对

学校60年发展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对未来发展提出殷切希望。贺信说，60

年来，云南中医药大学认真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秉承“崇

德和合、博学敦行”校训，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交

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培养了大批扎根

边疆、服务基层的中医药人才，为云南教

育、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希望云南中医药大学以 60 年校

我校本科教育6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十七届中医药高等教育校长论坛举行

庆为契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和学科专业建设，

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努力培养

更多德才兼备的中医药人才，为云南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获得者、天津中

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国医大师禤国

维发来祝贺视频，国内众多兄弟高校向大

会发来贺信贺电。

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彬、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人事教育司副司长张欣霞、省卫健委党

组书记许勇刚出席大会并讲话。江苏省政协

副主席、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原司长曹洪欣、云南省教

育厅副厅长曾继贤出席大会。北京中医药大

开幕式现场

中医药高等教育校长论坛 晚会合影

升旗仪式

张伯礼院士发来贺电全体起立 奏唱国歌

省政协副主席徐彬讲话

校党委书记王翠岗致辞 教师代表林青教授发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张欣霞副司长讲话 兄弟高校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徐安龙校长讲话

校长熊磊主持开幕式 校友代表王阶教授发言

省卫健委党组书记许勇刚讲话 学生代表黄文发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讲话

学校长徐安龙代表兄弟高校发言，中国中医

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原院长王阶教授代表云

中校友发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

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出席大会并讲话，

国医大师张震、云南省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

人等出席庆祝大会。36所中医药院校校长，

省内 20 家高校有关负责人，全国中医药高

等教育学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全体成员，

众多友好单位负责人等出席大会。

校党委书记王翠岗出席大会并讲话。他

深情回顾了学校 60 年来的办学历程和取得

的辉煌成就，衷心感谢 60 年来历代云中师

生、广大校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谱写的

杏林辉煌，热切展望了新时代云中人再踏征

程、接续奋斗，推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辉

煌新未来。党委副书记、校长熊磊主持大会。

省级教学名师林青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在大

会上发言，2018 级中医 3 班黄文同学作为

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1960 年 5 月，一所致力于培养德才兼

备中医药人才、传承弘扬博大精深中医药

文化的本科教育高等学府——云南中医学

院在红土高原诞生。从昆明平政街起步，

到搬迁至白塔路校区，启用关上校区，再

到入驻呈贡校区；从简陋校舍、面临停办

危机到成为云南省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共建高校；从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到国家

中医药临床研究基地，从云南中医学院到

云南中医药大学，云中肩负“承岐黄仁术、

传大医精诚、弘滇南医药、济苍生健康”的

办学使命，风雨兼程、砥砺奋进 60 年。60

年中，云中培养了6万余名中医药专门人才，

发展成为以中医药为主体、民族医药为特

色，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研究生教育规模

不断扩大，对外教育呈现良好态势，医、理、

工、管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中医药院

校，在校师生超过 1.5 万人。如今的云中，

是云南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主阵地，是

云南中医药产业集成与技术转化的智库平

台，是云南省中医药行业发展的领军力量。

中医药高等教育校长论坛由全国中医

药高等教育学会主办，本届由我校承办，以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特色

人才培养”为主题。参会嘉宾就各自学校在

中医药教育方面的特色创新做法进行了经

验交流，围绕强化中医思维培养、提升中医

临床教学能力，提升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等

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张欣霞副司长在论坛上

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分

析中医药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

并从强化中医药教育思想引领、中医药院

校内涵建设、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和服务中

医药事业发展需求等方面，交流了加快推

动中医药教育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意见建议。

仝小林院士作了题为《守中医之正 创

医学之新》的学术报告。庆祝大会期间，

还举行了 2020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实验

药理分会第十六次学术年会、药学类实践

教学基地座谈会；举办《滇南本草》解读

与学术思想传承培训班暨云南生物医药和

大健康产业人才高级研修班，举行南药研

究院揭牌仪式；举办云南省 2020 年专业技

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疫情防控常态下中

医药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举行纪念云

南中医药大学本科教育60周年升旗仪式、

本科教育 60 周年纪念暨 2020 年迎新文艺

晚会等。与会嘉宾参观了位于云南中医药

大学呈贡校区内的云南省中医药民族医药

博物馆（校史馆）、国家中医类别医师资

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大学生创业园

等。

学校多位原校领导出席庆祝大会。部

分杰出校友代表出席庆祝大会。现任校领

导，处级以上干部、部分师生代表参加庆

祝大会。

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对

于不能返校参加校庆的校友，云中还在线

举行了校庆“云祝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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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建设“双一流”的新

征程。

■怎能忘记，那些穷经皓首致力传
承创新的不懈努力。

60 年来，云中人以传承引领

云南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为己

任，肩负造福边疆人民健康的使命，

植根云南民族文化和民族医药资源

沃土，聚焦民族医药、滇南医药、

南药研究 3 大领域，不断推进学术

传承创新。系统发掘整理以《滇南

本草》《医门揽要》为代表的医家

文献典籍和实践经验，形成滇南医

学流派、吴氏扶阳理论、傣医学、

彝医学、纳西东巴医学等独具特色

的医药理论；“在民族药中寻找新

药”的论断、“中医学数理逻辑基础”

的探求等思想，显示出独特学术价

值；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分类体

系构建，《中华大典（气功分典）》

首部《中国民族药志》《云南民族

药大辞典》编撰出版，丰富了中华

医学宝库；“低纬高原地区天然药

物资源研究开发”“温阳通络法治

疗类风湿关节炎研究”“云南民族

医药传承模式创新及应用示范”等

成果，促进了中医药科技进步。再

看 140 多个中药、傣药、彝药药材

及饮片标准的制定，一株株濒危药

材种苗繁育，一个个中药材生态集

约化种植基地建设，一系列接地气、

惠民生健康产品面世，也都是云中

人迈出的传承创新步伐。

■怎能忘记，那些把生命融入中医药

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熟悉身影。
中医药传承发展数千年，每一

个中医药发展的高峰，都是一代代

杰出的中医药人在接续血脉、创新

发展中完成。作为云南省唯一的中

医药本科院校，60 年来，学校几代

名医名家倾囊相授，潜心育人，高

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

医专业经典课程教学，培养了 6 万

余名中医药专门人才，成为推动云

南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名

医名师躬耕讲坛，潜心教书育人，

杰出校友英才辈出。他们中间，涌

现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何梁何

利奖获得者朱兆云，旅法中医专家、

时空针灸创始人、法国荣誉军团骑

士勋章获得者朱勉生，军中国医名

师宁亚功，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

究员、广安门医院原院长王阶，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陈本善等

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杰出校友。

60 年的岁月变迁中，熊磊与云

中风雨同舟 40 年。1979 年高考，

熊磊的父母为她选择了“干干净

净”且“越老越吃香”的中医专业。

1987 年，她以考分第一名的成绩成

为云中首批 5 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并于 1990 年毕业留校至今。从学

生到老师再到校长，从云南中医

药领军人才到享誉全国的“国之名

医”，她为云南中医药人才培养奋

斗了近 40 年。

“在云中，一辈子都在为中医

药人才培养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默默

耕耘的老师有很多，他们是在用生

命热爱中医药事业。”熊磊说。

60 年中，用生命去学中医、用

中医、教中医、爱中医、光大中医

的云中人以发展为己任，抢抓历史

机遇，积跬步，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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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赓续一甲子  风华正茂谋远志
——写在庆祝云南中医药大学本科教育 60 周年之际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美誉，中药资源品种冠居全国。26 个

世居民族在这里生生不息，中原医药与民族医药在这里深度融合、交相辉映，形

成了独特的“滇南医学”。

1960 年，一所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中医药人才、传承弘扬博大精深中医药文

化的高等学府在这里诞生。从昆明平政街起步，到搬迁至白塔路校区，启用关上

校区，再到入驻呈贡校区；从简陋校舍、面临停办危机到成为云南省政府与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从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到国家中医药临床研究基地；从云

南中医学院到云南中医药大学，弹指一挥间，云中走过了 60 年。

这是艰苦奋斗、风雨兼程的 60 年，这是名宿云集、人才辈出的 60 年，这是

薪火相传、传承创新的 60 年。这是见证从教育弱国到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

60年，这是见证党和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教育强国战略，推进教育现代化的60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回首一甲子艰辛历程，秉承“承岐黄仁术、传大医精诚、

弘滇南医药、济苍生健康”的办学使命，展望新时代特色鲜明高水平中医药大学

的发展未来，此刻，我们感慨万千。

有一种成长值得铭记

◆ 1960 年 5 月成立云南中医学院
◆1991 年成功申报首个重点学科“实用中药学”
◆2018 年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更名为云南中医药大学

六十载筚路蓝缕启山林，一甲

子栉风沐雨谱华章。如今的云中，

已发展成为以中医药为主体、民族

医药为特色，以本科教育为基础，

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教

育呈现良好态势，医、理、工、管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中医药院

校。如今的云中，是云南培养高层

次中医药人才的主阵地，是云南中

医药产业集成与技术转化的智库平

台，是云南省中医药行业发展的领

军力量。

■怎能忘记，那些执着坚守、砥砺
前行的峥嵘岁月。

1960 年，中共云南省委决定在

云南省中医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云南

中医学院。同年 5 月，云南历史上

第一所由国家兴办的中医药高等学

府宣告诞生。60 年时光荏苒，云中

通过稳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调动

一切力量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懈

努力。将学科建设作为教育教学改

革头等大事来抓，从 1991 年成功

申报首个重点学科“实用中药学”

开始，开启高原、高峰学科建设新

阶段。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和专

业评价是国家推进高校教学质量全

面提升的重要抓手，云中将其作为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助推器。2007

年获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优秀”；2013年和2015年中医学、

中药学两个主体专业先后通过教育

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认证；2016

年 7 月，以“改善办学条件、更名

云南中医药大学、提高学科专业建

设水平、增强办学实力”为目标，

云南省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签

署共建云南中医学院协议；2017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云中 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

2018年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更名为云南中医药大学，成为国家

中医药临床研究基地，开启了加快

有一种精神值得传扬

◆培养 6万余名中医药专门人才
◆制定 140 多个中药、傣药、彝药药材及饮片标准
◆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医文化交流合作

每年寒暑假，组成专家教授和

师生服务团，深入边远贫困民族地

区义诊。2002 年以来，共选派 108

名干部教师深入贡山独龙族怒族自

治县丙中洛镇、独龙江乡，屏边苗

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等地驻

村挂职，奔走在边陲山寨、峡谷深处，

在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产业扶贫

等方面倾注心血，为“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贡献了云中

力量。

■云中精神是疫情防控的责任担当。
2003 年非典爆发，云中充分

发挥中医药专业特色优势，全校教

职医务师生员工主动参与到抗击非

典的战役中，获得云南省教育系统

抗击“非典”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20 年春节以来，面对来势凶猛的

新冠肺炎疫情，直属第一、第二附

属医院 57 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第

一附属医院 / 云南省中医医院急诊

科主任叶勇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从全国抽调的 12 个中医重症专家之

一，对武汉15家定点医院巡回指导。

谢健和杜义斌两位教授代表中国中

医药专家支援缅甸和老挝抗疫。学

校牵头研究发布云南省《防控新冠

肺炎中成药使用建议》，多位教授

参与指导全省定点救治。学校及附

属医院研发的 5 个中药制剂，在全

省定点救治医疗机构调剂使用。创

新团队赶制“苍艾精油”防疫产品，

推广中药防疫茶和防疫保健操，推

有一种未来值得期待

◆ 5 年来，学校共承担省部级及以上各类科研项目 557 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 107 项
◆科技成果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28 项
◆今年招收 4115 名全日制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
◆录取新生数量较去年同比增加 746 人，增幅 22％

9 月 28 日，云中 2020 级新生

开学典礼在呈贡校区隆重举行。

今年云中共招收 4115 名全日制本

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录取新生

数量较去年同比增加 746 人，增幅

22%，生源质量持续提高。

懵懵懂懂的他们也许还未意识

到，中医药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重大机遇，他们要担负的，是传承

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千钧重任，

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使命。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扶持

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

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从

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2016-2030 年）》，到中医

药法颁布实施；从国务院组织召开

全国中医药大会，到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省委、省政府印

发云南实施意见，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引领下，中医

药事业走上行稳致远的“高速路”。

云南将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

列为八大重点推进产业之首，全力

打造世界一流的“健康生活目的

地”，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发挥

中医药特色优势、推进中医药健康

服务业发展……云中顺势而上、乘

势而为，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

围绕云南三大战略定位，助力健康

云南建设，在崭新的坐标系上书写

新时代推进特色鲜明高水平中医药

大学建设的壮丽华章。

5 年来，学校共承担省部级及

以上各类科研项目 557 项，其中

国家级项目 107 项；科研经费合

计 25261.5 万元，年均科研经费

5052.3 万元，2019 年较 2015 年增

长 4511.9 万元，科技成果获省部

级以上科技奖励 28 项。由特聘教

授朱兆云领衔，赵毅、韦群辉教授

参与的“低纬高原地区天然药物资

源野外调查与研究开发”项目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云南

省科技进步特等奖。彭江云、叶建

州、张超等教授领衔项目先后获

2014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云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从承建昆明99世博会药草园，

2014 年与省药监局共建云南省中医

药产业发展研究院，到参与主持中

国工程院《云南生物医药与大健康

产业研究》项目；从与省科技厅实

施中医科技联合专项，到与省卫健

委中医药管理局共建中医药大数据

中心，云中正努力成为生物医药和

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引领者、技术平

台的建设者和创新创业的支撑者。

进入新时代，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党和

国家的使命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

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

动实践。”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

时，要求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

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中医疫病防

治队伍。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四个方面17条改革举措，

加强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

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

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术的教育，

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

康守护者。

切实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

领导，按照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要求，

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教师人才队伍建

设为抓手，以学科建设为重点，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以先进文化为引领，

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彰显办学特色

为重点，加快现代大学治理进程。云

中迈入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期。

乘着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浩荡春风，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云中以新发展理念统

领改革发展全局，紧跟国家教育

现代化建设步伐，精心谋划实施

“十四五”规划，到 2035 年，建

成在西部有显著优势、国内有鲜明

特色，面向南亚东南亚有重要影响

的高水平中医药大学。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

奋蹄。一个个催人奋进的发展目标，

点燃了无数云中人的奋斗激情。

绵延赓续一甲子，风华正茂谋

远志。10 月 16 日下午，校党委书

记王翠岗走进课堂，为学子们讲授

《树立远大理想信念，修身立德走

好人生路》专题思政课。王翠岗语

重心长：“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总

开关’，有了理想，奋斗才有目标，

人生才有航向。作为青年学生，要

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中去，让青春之花绽放在党和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

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云中人正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勠力同心、踔厉

奋发，开创云南中医药高等教育的

辉煌新未来。

动中医融入日常……在关乎生死的

抗疫实践中，云中人进一步坚定了

中医药文化自信。

■云中精神是“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
建校之初，吴佩衡、戴丽三、

姚贞白、康诚之等名医即在“仁心

仁术”方面为后辈们作出榜样。戴

丽三继承先父医德遗风，待病人如

亲人，贫富一视同仁，毫无保留地

将多年的宝贵经验献之于民，其医

德至今仍为春城人民称颂。吴佩衡

生平治学，从不以一隅之得为满足，

研究疾病之规律、探求其至理，务

求在医学上的深入造诣。

■云中精神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多年来，云中致力于走出国门，

加快中医药文化传播交流的步伐。

1977 年以来，日本、美国、英国等

国的医药、教育代表团和友好人士

前来参观访问、学术交流络绎不绝。

云中也先后派出专家学者到国外进

行交流学习。1988 年，云中首开中

医药院校对外办学先河，与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医文化交流合

作，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传统医药

国际交流及教育合作平台基地。建

在学校的“云南中医药民族医药博

物馆”“中医西学博物馆”，成为

中医药文化传播研究和中西文明交

流互鉴的亮丽名片。

60年来，历代师生秉承云中精

神，接续奋斗，在简朴粗陋的根基

上建造了美丽新家园，为国家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业绩，

作出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祖国的

贡献。

云南中医学院中药七七级同学合影留念

学院白塔校区 70 年代大门外景

1997 年关上校区正式启用  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

张超教授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云南民族医药传承模式创新及应用示范”
获 2018 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9 年 1 月 19日云南中医药大学正式揭牌

2016 年 7 月云南省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昆签署共建云南中医学院协议

出  征

云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抗疫英雄凯旋归来 第二附属医院抗疫英雄凯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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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云中  献礼母校 “云宝”带你逛校园
——各地校友通过视频形式向母校送祝福

校名石

校徽广场

五行广场

校徽校训文化墙

四大经典

经方盛典

名医雕像

悬壶济世

学校本科教育 60 周年，各地校友通过视频的形式向母校送上了祝福。各兄弟院校、单位通过贺信、贺电、

捐赠等多种形式表达庆贺。

六十年的桃李满园，六十年的满载荣誉，

六十年的匆匆岁月，六十年的春华秋实。

吉祥物云宝带你看云中“新景”。

观校之辉煌，热血沸腾；

感师之辛苦，热泪盈眶。

云南中医药大学经沧桑，

铸新光，承民心，育桃李。

一器若成，四方俱兴，吾辈当全力以赴！

云中校徽，日月映华，风云溢色，

气烈烈以浓浓，光熠熠而璨璨。

旭日升起希望之光，

夕阳泯灭琐杂之念，

校之流光尽可见。

翰墨育杏林，五行载初心。

栉风沐雨六十载，云中步步又生辉。

打开历史的竹简，

感受岁月在云中留下的韵味，

让我们一起做个

“崇德和合，博学敦行”的云中学子！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

品读四大经典，

畅游学海之洲，

传承中医薪火。

字字皆珠玑，十方不寻常。

未识中药香，谁解其中味？

银翘散、小青龙汤、逍遥散、小柴胡汤……

中华传统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古人智慧之结晶，今人自当珍之重之 !  

从零开始，

您是云中的开创者、奠基人；

如今打卡之时，怎能少了您的参与。

悬壶济世见仁义，大医精诚守初心。

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每一代云中人毕生所坚守的，正是如此。

截至 11 月 21 日，校友、教职

工及社会各界人士向学校建校 60

周年纪念捐赠总金额已达 596.84

万元。其中，云南蓝钻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捐赠 120 万元、吴派

扶阳中医馆捐赠价值 23.5 万元的

药物及茶饮、云南岐黄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捐赠价值 66.6 万元的人才

培养项目平台、云南普瑞生物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捐赠“薏美人”

系列健康食品 500 份、圣爱中医集

团捐赠“镶乌金走银孔雀瓶”一只、

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捐赠

6 辆校园内部巡防车、陕西孙思邈

研究会、孙思邈后裔联络委员会捐

赠孙思邈半身铜像一座、美国禄亘

（LOGAN）仪器设备（上海）有限公

司捐赠价值 157 万元的全自动透皮

取样系统一套……云南省内州市单

位、学校教职工、门诊部，附属医

院及实践教学基地纷纷向学校表达

心意，共同庆贺母校六十华诞。

校友祝福

校名石

校徽广场

五行广场

校徽校训文化墙

四大经典

经方盛典

名医雕像

悬壶济世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赠匾仪式

学校终身教授严继林捐赠教学用具及图书

与捐赠单位亲切交谈

陕西孙思邈研究会名誉会长、孙思邈后裔联络委员会 (北京站 )会
长孙永旭先生捐赠孙思邈铜像

捐赠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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