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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云南省大理大学 2016 届 4000 余名学子挥
别母校，其中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的临床
医学专业（英文授课）74 名留学生、东南亚来华非医
学类留学生（中文授课）13人，完成本科学业，奔赴各
国就业。大理大学—金边皇家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本科
专业57名毕业生在柬埔寨顺利完成学业。历经8年的
聚力冲刺，大理大学掀开了发展史上崭新的篇章。

学科建设侧重国际化

尼泊尔留学毕业生奥米佳·施莱萨说：“我在大理
大学学了很多，除了医学知识还有很多中国文化知
识，这里教学质量好、环境也好、老师学生都很好，我
也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中文名字叫杨杰的尼泊尔留学生说：“毕业要回
国了，特别舍不得大理。我以后还想留在中国读医学
硕士，这也是我的梦想。”

学科建设是学校发展的龙头，大理大学不断优化
办学结构、提升办学层次，进一步明晰“以药学、民族
学、生态学、基础医学、教育学为优势和特色学科，加
强生物医药、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三大学科群建设”的
学科建设思路，围绕基础医学、药学、民族学等学科，
大力推进博士点建设工作，努力提升办学层次。

目前，该校临床医学等多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
始招收南亚东南亚留学生，在扎实做好医学类学历留
学生教育的同时，国际化办学层次也越来越高。本科
学历留学生人数长期保持云南省首位。首次批量招收
了医学类留学研究生和医学双语授课本科留学生，招
生范围实现新突破。

多年来，大理大学累计招收来自南亚东南亚的

2000 多名留学生，为周边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
医学人才。办好英文课程的底气来自大理大学数千人
的教职工队伍，目前开设的英文课程授课团队的老师
90%来自本校。

发挥地缘和政策优势

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是大理大学国际化办学的不二法宝。据该校国际交流
与合作处处长刘明介绍，作为云南省首批“走出去”试
点高校、国际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大理大学的留学
生回到生源国的就业状况非常好，这也是大理大学学
历留学生招生不断提升和拓展的基础。

据悉，该校还被纳入国家汉办全球孔子学院奖学
金单位，今年 5月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同意大理
大学成为泰国海上丝路孔子学院中方承办院校，这标
志着大理大学国际合作获得新拓展。

海外实习成效显著

大理大学与泰国吞武里皇家大学、泰国帕那空皇
家大学和泰国清迈大学联合开展的泰语、汉语专业
3+1教学合作项目以及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硕士
联合培养项目的推进，有效促进了该校国际化办学实
质性进展。自 2014年开始，该校共累计派出 400余名
学生到国外实习。学生出国实习不仅拓展了他们的国
际视野，也积累了学校国际化办学的经验，学生国外
实习后的海外就业率逐年攀升，泰语、英语等专业国
内外就业率稳步提升。

外国语学院 2012级英语 2班学生杨一铮说：“这

次在泰国担任汉语教师的实习活动使我收获颇丰，不
仅增长了见识，还使我们磨练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在
社会中与人交往的技巧，得到了他人得不到的经历与
体验。”

外国语学院 2012级英语 3班学生李佳琪说：“赴
泰实习的 9个月转瞬即逝，踌躇不舍中，我们终将结
束这段短暂的旅程。在此期间，我开阔了眼界，对于前
路有了更清醒的认知，同时也激发了自己更大的可能
性。或许这听上去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大上’的经历，
但因为接触了不同的人，感受了不同的文化，对自身
思想和能力，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提升。”

文学院2012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董文静说：“出
国以后从哪儿都能看到差异。有差异就有兴趣去对比
差异，适应差异。适应的过程中身体和情感都会给你不
一样的反馈，未知的东西对我总是有莫大的吸引力。”

加强国际化服务水平

如今，该校已与 22个国家的 48所大学建立了教
育教学及交流合作关系。仅2014年，与国内外合作伙
伴共签署合作协议（备忘录）15份，包括马来西亚林肯
大学、泰国清迈大学、武汉拓德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美国路桥公司、印度辩喜大学、柬埔寨教育部等。

该校已连续开展了 14 届国际日活动，合作范围
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学校继续加强留学生教育管理，
成立了留学生教育服务中心，不断提高留学生培养的
质量，彰显国际化人才培养特色。完善了各项留学生
管理制度，有效推进管理规范化和培育人性化的结
合，铸造融通四海文化的“大学”精神，不断提升国际
化办学水平。

大理大学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融四海文化 铸“大学”精神
杨艳军 文/图

◀ 留学生在国际日活动上观看文艺汇演。
▲ 2016届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宣誓。

本报电（朱海） 近日，国家旅游局公布了全国旅游扶贫示
范项目和第二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名单，云南省
共有13个项目和1个基地入选。

在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中，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文山
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
阳哈尼梯田景区入选全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示范项目；段
崇武 （丽江市永胜县他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铭 （楚
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光禄百果园总经理）、邵光炬 （红河州泸西
县青龙山休闲农业庄园总经理）、杨树云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
县万家欢蓝莓庄园总经理） 入选全国“能人带户”旅游扶贫示
范项目；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市海印象美泉旅游专业合
作社、红河州石屏县龙宏林下养殖专业合作社入选全国“合作
社+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
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华侨庄园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入选全国“公司+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另外，保山市隆阳区百花岭乡村旅游创客基地入选第二批“中
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云南增多个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缅甸华裔青少年夏令营举办

本报电（罗蓉婵） 近日，2016年缅甸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
体验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昆明举办。共有40名来自缅甸的华裔青
少年在云南进行10余天的游学活动。

本次夏令营活动由云南省政府主办，云南省商务厅负责管
理，云南省海外交流协会承办。华裔青少年们在云南游学期
间，将学习中国的手工、书法和葫芦丝等，此外，还将到九
乡、大理等地了解云南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进一步增加对
中国的了解和认知。

勐腊海关助力中老铁路建设

本报电 自连接中国云南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的中老铁
路建设项目启动以后，昆明海关下属勐腊海关不断优化监管
与服务，积极采取措施助力铁路建设物资便捷通关。

勐腊海关成立了中老铁路物资通关服务领导小组，负责
协调解决铁路物资报关、通关等业务工作；建立铁路物资通
关物资一站式申报窗口，开通绿色通道，提升通关效率；加
强与老挝、泰国等海关的协商，推动今年中国、老挝、泰国
沿昆曼公路、澜沧江—湄公河海关第五次联络员会议上就铁
路建设的设备物资快速通关达成的共识。

据勐腊海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中老铁路建设的深入推
进，越来越多的铁路建设物资将从磨憨口岸出境至老挝，勐
腊海关将在前期推出的通关便利举措基础上继续优化监管服
务，做好中老铁路建设的服务保障工作。

云南边检开展品牌推介日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日前在全省16个国家级口岸及所有边
境检查站开展丰富多彩的边检服务品牌推介日活动，向出入境
旅客讲解出入境边防检查法律法规政策，介绍边检服务品牌
等，提升中国边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图为边检服务品牌推介会中穿插的“警营开放日”活动，
工作人员向参加活动的20余名小朋友赠送印有“中国边检”等
边检标识的纪念品。 谢丽勋 梁靖雯摄影报道

号角起，战鼓擂。
仅 2015 年，云南省昭通全市就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6

亿元，启动实施了7个整乡推进项目和63个行政村、55个
自然村整村推进项目，全市21.72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2016年，昭通全市将实现21个贫困乡镇、260个贫困
村“摘帽”，确保28万贫困人口顺利脱贫；

“十三五”期间，昭通全市将力争每年减贫28万人以
上，顺利实现现有 111.95万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脱
贫。

“不摘贫困帽，交出乌纱帽！”11县区委书记向全市
596万各族干部群众作出承诺。

正视现实 寻找差距

2015年，昭通全市有133.67万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
占全市总人口的23%，贫困人口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云南
省第一；贫困发生率为25.71%，比全国、全省分别高16.99
个和 10.22 个百分点。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
差、产业发展慢、经济实力弱，是云南省和国家确定的乌
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昭通干部群众清醒地认识到，昭通呈现出历史悠久
与发展滞后、区位优越与交通不便、资源富集与产业弱
小、文化厚重与教育落后、山川秀美与生态敏感脆弱

“五个并存”的特点。存在着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
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综合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
施薄弱，瓶颈制约极为突出；产业规模小，层次低，结
构不合理，缺乏竞争优势；城镇化水平低，配套设施滞
后，产城融合不强；教育发展滞后，人均受教育年限
低；生态敏感脆弱，自然灾害易发频发等“六大短
板”。现有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

薄弱的深山区、边远山区、干旱缺水地区、资源匮乏地
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山高坡陡、气候恶劣、生态脆
弱，有近 30 万人还生活在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地区。从
纵向看，昭通人均 GDP 处于全省后列，远低于全省人
均水平；从横向比较，昭通与相邻的昆明、曲靖、宜
宾、毕节等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

抢抓机遇 砥砺前行

“历史机遇不容错过，再重的担子也要挑起来，再难
的路也要走过去。”

2016年《昭通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昭通有着区位
条件独特、资源禀赋良好、人文历史厚重、人力资源丰富

“四大优势”；有着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昭通
发展高度关注、大力支持；有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等国家重大战略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乌蒙山片区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加快实施；随着综合交通条件的
不断改善，昭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必将转化为经济
优势等“三大机遇”。

“只有抢抓机遇，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和省的战略，
才能实现跨越发展富民强市目标。”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昭通市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
实施脱贫攻坚、交通先行、产业培育、新型城镇化、教育兴
昭、生态文明“六大战略”，推动形成“一圈一区一带一廊
一门户”发展空间布局，把昭通建设成为滇川黔区域综合
交通枢纽、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经济区的重要门
户、中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开放的重要经济走廊、中国西
部新型载能产业和高原特色生物产业基地、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中国西南新兴旅游目的地，吹响了全市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

签“军令状”拔“穷根子”

“点对点、面对面为各县区脱贫攻坚工作把脉支招，
指出共性问题8类、个性问题11个、工作建议11条，并当
场提出了整改时限、整改要求、整改措施；”

“通过听情况介绍、看特色亮点、问经验做法、查问题
不足、评工作实效的“听看问查评”方式，总结出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推进中可学可推的经验 11 条，达到了相互学
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效果；”

“昭通现有的 596 万人口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1.95 万人，居云南省第一、全国地级市前列。昭通
不脱贫，全省难以脱贫，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自去年 9 月脱贫攻坚战打
响以来，全市 11 个县区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对脱贫攻坚
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贫困对象识别不够精准、一
二三产融合不够紧密、部分集中安置点规划不够科
学、基础设施不够配套、工作队员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等问题。”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围绕“两不愁、
三保障”，结合昭通市制定的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家中
有没有读书郎、四看劳动力素质强不强、五看村容村貌
怎么样“五看法”脱贫标准，昭通全市各级各部门包保
单位和干部签下“军令状，挂出“作战图”，围绕‘脱
贫、摘帽、出列、增收’四大目标纷纷动真情，出实
招，拔掉穷根子，全力确保到2020年全市近120万贫困
人口顺利脱贫。

题图：灾后恢复重建脱贫双推进，图为昭通鲁甸龙头
山镇回龙湾集中安置点。

昭通：擂响脱贫攻坚战鼓
蔡侯友 沈 迅 万立开 文/图

昭通昭通：：擂响擂响脱贫攻坚战鼓脱贫攻坚战鼓
蔡侯友 沈 迅 万立开 文/图

2015 年 10 月 30 日，云南昌宁发生 5.1 级地震。目前，震
中昌宁县大田坝镇全镇受损民房已开工重建168户，正在备料
214户，预计年底可完成新房建设382户。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已落实 517 户 1833 人，已整合各类资金 1.71 亿元，新寨、华
严、湾岗3个安置点预计入冬前可完工入住。图为建设中的大
田坝中学。 吴再忠 伍晓玲摄影报道

云南昌宁灾后重建积极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