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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民族植物学培训班

会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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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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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时间

2021 年 7 月 12 日-15 日全天，2021 年 7 月 12 日报到。

二、地点

(一)现场参会地点：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行政楼 3 楼报

告厅

(二)线上参会方式：腾讯会议直播，扫描会议手册封面进微信群，

群里通知参会方式。

三、住宿

(三)外单位授课老师住宿：昆明晟世仟和酒店（地址：云南省昆

明市盘龙区沣源路与小康大道交汇处，联系电话：0871-65238666）。

(四)学员住宿自行安排。

四、用餐

（一）午餐用餐地点：昆明植物研究所-花语餐厅 自助餐。

（二）用餐时间：中午 12:00-13:00。

五、交通安排

（一）外地参会人员乘车路线：

昆明火车站下车后乘地铁 2 号线到龙头街站下车后换乘 9路或

79 路公交到黑龙潭公园站下车，路口前行 100 米即到； 

昆明南火车站（高铁站）下车后乘地铁1-2号线到龙头街下车后

换乘 9路或 79路公交到黑龙潭公园站下车，路口前行 100 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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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乘地铁6号线到塘子巷站换乘地铁2号线到龙

头街站（B 出口）下车后，转乘坐 9路或 79 路公交到黑龙潭下车，

路口前行 100 米即到。

（二）请自行驾车进入园区的车辆积极配合园区大门防疫查控点

的防疫检查及出入登记工作。

六、会务组联系方式

张雄 15500787100

李婧 15154997732

范汝艳 13095327029 fanruyan@mail.kib.ac.cn

七、温馨提示

昆明夏季降雨频繁，早晚温差较大，请参会人员注意携带雨具，

及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如遇身体不适，请及时告知本单位会务联

络人，并到医务室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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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为了确保会议期间您的人身与财物安全，特别提醒您注意：

1.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妥善保存好随身携带的个人财务、重要

文件和重要物品，以防丢失。

2.请提前熟悉入住宾馆和会场等公共场所的消防疏散通道，以及

相关应急处置方法。外出期间请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自身保护

和交通安全，以防被盗和人身意外事故发生。

3.一旦发生失窃、安全事故或其他突发事件，请您及时告知会务

组。

4.开会时请您按规定时间准时入场，关闭手机或调整至静音状

态，保持会场安静。同时，注意会场内外清洁，请勿吸烟。

5.会议期间，如外出或因病、因事不能继续参加会议时，须告知

会务组。

6.昆明植物所内设有医务室，如遇身体不适，请及时告知本单位

会务人员后，到医务室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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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须知

为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证会议顺利进

行，根据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制定本次会议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

急处置预案，确保活动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一、组织健康排查

（一）严格落实参会人员健康管理，凡有以下情况者一律不得参

加本次会议：

1.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确诊病例密切

接触者，或治愈未超过 14 天的病例、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

2.参加会议前 14 天内有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的。

（二）会议期间，所有人员需提前测温，并且健康码显示为绿色，

且显示至少接种过1针疫苗，否则需要提供近3日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所有人员应身体健康、体温正常，无疫区或病例报告社区旅居史、无

接触史（疫区或病例报告社区旅居史者、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或处在观察期的新冠病毒患者或疑似病例的密切

接触者）方可进入会场。

二、活动场地设置

（一）报到处设测温点，所有人员必须通过测温后，方能进入会

场。

（二）会场附近设临时留观室，以备身体状况异常人员送医前暂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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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期间工作方案

（一）入场坏节

参会人员及工作人员须接受体温测量，方可进入会场。

若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即带至临时留观室，并在稍后复测体温，

复测合格后方可入场。

（二）活动环节

1.参会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

2.会议过程中如发现人员有发热、咳嗽、胸闷、乏力等症状的，

应按照突发状况应急预案处置。

四、应急处置

（一）如有人员入场时两次测量体温≥37.3℃，且无法提供前 3

天内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不得进入会场。

（二）如有人员入场时检测体温正常，但出现干咳、气促、流涕、

腹泻等异常状况，确认不符合防疫要求的，不得进入会场。

（三）如有人员在活动过程中出现发热、呕吐等现象，应进入临

时留观室观察，如发生紧急情况，立即联系医院，及早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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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老师

裴盛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龙春林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王雨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杨雪飞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王跃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杜芝芝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张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工程师

杨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工程师

施银仙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博士

程卓 中央民族大学 博士

苟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丁晓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参会人员

（一）现场参会人员：

已报名参加本次现场培训的民族植物学领域的学生、青年学者。

（二）线上参会人员：

已报名参加本次线上培训的民族植物学领域的学生、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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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间 授课内容 报告人 主持人

7月 12日（周一）

全天 报到 张雄、范汝艳 —

7月 13日（周二）

9:00-12:00 民族植物学史略与发展机遇
裴盛基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午餐时间

14:00-17:00 民族植物学学科前沿与现代应用
龙春林

中央民族大学
王雨华

7月 14日（周三）

9:00-12:00 民族植物学野外工作方法与技巧
张宇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午餐时间

13:30-15:30
民族植物学研究中的统计思维和

基本方法

杨雪飞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15:30-17:30
民族药物学的研究思路、手段和

方法

王跃虎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7月 15日（周四）

9:00-10:30
民族植物学在芳香植物及天然香

料研究中的应用

杜芝芝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10:30-12:00
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假设与科学问

题

王雨华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午餐时间 如何发表——案例分享

13:30-14:10 独龙族的民族植物学调查研究
程卓

中央民族大学
王雨华

14:10-14:50
杜鹃花的集市民族植物学调查研

究

施银仙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14:50-15:30
墨脱珞巴族药用和食用植物的民

族植物学调查

杨珺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15:30-16:10 西双版纳驱蚊植物的民族植物学 苟祎 王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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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昆明植物研究所

16:10-16:50
夏尔巴人采集历的民族植物学调

查研究

丁晓勇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17:00-18:00 结业典礼，颁发结业证书
王雨华

昆明植物研究所
王雨华

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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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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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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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



第六届民族植物学培训班

12

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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