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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校 召 开 2022 年 春 季 学 期 工 作 部 署 会
本报讯（本报记者 苏静）3 月 5 日，
我校在未央校区学 术 报告 厅 召 开 2022
年春季学期工作部署会。全体校领导出
席会议。校本部全体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及各附属医院党政负责人参加会议。会
议由党委副书记、校长杨帆主持。
杨帆简要总结了 2021 年学校工作，
安排部署了 2022 年重点工作。他表示，
2021 年是非常特殊、极其难忘的一年，
学校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七个
一”工程为抓手，围绕学校高质量发展和
内涵建设，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事业发
展各项工作，基本实现了“十四五”的开
门红。他强调，2022 年是承前启后的一
年。学校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遵
循规律，实事求是，统筹兼顾，追求实效，
紧盯“十四五”规划蓝图，紧扣“七个一”
工程抓手，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一是
着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三
个到位”，切实把师生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放在首位；二是全面推进硕士点建设申
报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完整准确把握
标准和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注重
内涵、强化建设，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三
是 积 极开 展 教育 教 学 评 价 改 革 试 点 工
作，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
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四是加大本科教
学合格评估整改和准备开展审核评估，
认真落实整改问题，加大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建设；五是加强规范化管理，贯彻落
实各项整改工作，坚持推进“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加快推进体育馆、未央
校区职工之家、一网通办信息化等建设，
保障好职工切实利益；六是把 2022 年作
为直属附属医院质量提升年，全面推进
附属医院在医疗保障、教学管理、后勤管
理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他要求全体教职
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聚焦重点工作，深化改革

我校师生热议全国两会
3 月 4 日、5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
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相继在
京开幕。西安医学院师生第一时间通过广
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收听收看有关“两
会”的报道，持续关注“两会”动态，就“两
会”相关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党委书记刘岭：2022 年是进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在这重要
的关键节点召开全国“两会”，意义非凡。
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我国
发展做出整体性统筹、系统性谋划、战略
性部署，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
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作为高校领导干
部，肩负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要解决好“培
养什么人”这个首要问题，不断提升学校
的育人
“内功”，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党委副书记、校长杨帆：今年的全国
“两会”是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的特殊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鼓舞
人心，
催人奋进。下一步，学校将以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立足学校“十四五规
划”
，以“七个一工程”建设为抓手，聚焦学
校年度工作重点，同心同向，凝心聚力，攻
坚拔寨，
奋力谱写学校发展新篇章。
工会主席景红军：2022 年政府工作报
告对教育工作提出明确任务，聚焦促进教
育公平与质量提升，聚人心暖人心提信

心。作为高校工会工作者，要紧紧抓住职
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努力为教职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打
造“有温度”的西医校园。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王进：今年的全
国“两会”在“两个百年”交汇、
“两个大局”
交织的历史新起点上如期召开，具有重大
意义。作为一名高校思政课教师，我们将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第一时间学习领会“两会”精神，讲好
中国故事，把“两会”精神融入到思政课教
学中，引领广大学子与国家发展同频共
振，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以实际行动献礼党的二十大!
护理与康复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书
记董维娜：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召开
全国“两会”意义重大。作为一名学生党支
部书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两会”
精神，牢记初心使命，锤炼本领，实干担
当，在平凡岗位上贡献绵薄之力。
临床医学院临本 1954 班张汀：通过
关注两会报告，我受到了很多启发，更加
清楚的了解国情，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
更应该理清思路、找准方向、敢于担当，站
在一定高度看问题，力争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七个
创新，真抓实干，埋头苦干，高质量完成 学校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他强调，
好 2022 年学校党政要点工作，以优异的 一”工程是学校党委立足实际，对学校
“十四五”时期主要发展的科学布局，校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召开。
党委书记刘岭作总结讲话，代表学 党委对推进“七个一”工程的决心和意志
校党政向辛勤付出的全校师生、党员干 非常坚定，必须长期坚持，长抓不懈。
部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刚刚过去的 2022 年学校将以“七个一”工程为抓手，
“ 大转变”，全面
“ 大提升”
2021 年，学校庆祝建党百年华诞及迎来 围绕“大整改”
70 周年校庆，科学谋划“十四五”发展， 推进“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一是
凝心聚力“七个一”工程，接受省委巡视 “大整改”，要以巡视整改为抓手，强化党
组的全面检验，全力打赢了疫情防控战， 的领导。要做好“三个抓”，即抓问题整
改；抓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抓稳定
安全。二是“大提升”，要聚焦关键领域，
实现核心竞争力大提升。要做好“三个聚
焦”，即聚焦硕士授权单位创建，提升学
科建设水平；聚焦简政放权，进一步激活
二级院部动力；聚焦直属附属医院发展
实际，促进医教研协同发展。三是“大转
变”，要勇于攻坚克难，实现思想作风大
转变。要做好三个“加快推进”，即推进学
校的校风、教风、学风的转变；推进学校
基础建设进程；推进宣传西医文化和先
进经验。他表示，2022 年是全新的开始，
希望全体教职员工以饱满的热情，铆足
劲头，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篇章，推
动学校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
绩为二十大献礼！
会议结束后，全体校领导集体对学
生生活区新学期学生返校相关进行检查
指导。

（通讯员 边佳利）3 月 7 日，省妇联举办陕西省纪
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12 周年表彰暨宣讲会，我校护
理与康复学院院长张永爱教授荣获 2022 年“陕西省三
八红旗手”称号。张永爱多年来坚守陕西护理、助产专
业教育一线，以高度的职责感和强烈的事业心践行着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坚持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带领我校护理与康复学院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
（通讯员 边佳利）3 月 22 日，陕西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下发关于表
彰 2022 年陕西省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的决定，我校严琴琴教授被授予
荣誉称号。严琴琴从教 26 年来，坚守教育教学第一
“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
线，牢记教书育人初心使命，爱岗敬业，勇于创新，高质量完成教育教学工
作，成绩突出。
（通讯员 陈泽君）近日，陕西省科技厅正式公布了 2022 年科技创新团
队立项名单，我校口腔医学院刘昌奎教授带领的“口颌系统疾病机制及
防治创新团队”获批资助，这是继 2021 年来，我校获批的第二个省级科技
创新团队。
（通讯员 王侠）近日，陕西省科技厅公布了 2022 年度陕西省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名单，我校第二附属医院何媛教授荣获资助，成为目
前陕西省内眼科学专业唯一杰青项目获得者。何媛曾先后荣获陕西省科技
新星、三秦人才、陕西省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陕西省医卫最美医院管理
者、首届医师节陕西省优秀医师等称号。
（通讯员 马晓能）近期，教育部公布 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我校申报的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专业经教育部批准同意
设置。健康服务与管理是以现代健康概念和新的医学模式以及中医“治未
病”为指导，通过采用现代医学知识和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技术、方法和手
段，对个体或群体整体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检测、
评估、有效干预与连续跟踪服务的医学行为及过程。
（通讯员 范秀丽）3 月 23 日，陕西省教育厅发布 2022 年度陕西高等
学校科学技术研究优秀成果奖的通报，我校获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其
中孙甫副教授团队完成的《椎间盘退变疾病的遗传机制和诊疗新技术的研
究》、门可教授团队完成的《陕西省卫生机构人力资源发展状况研究》分别
获二等奖；权琳副教授团队完成的《陕西省制造业互联网 + 商业模式创新
路径研究》获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