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王宏 王奇

当今社会上流行一个新名词———女
汉子，用以赞美那些人格上独立、事业有
追求，重情重义、满腹柔情的女性。 长沙理
工大学城南学院党委书记张美红教授，就
称得上是一名“女汉子”。 身为一名一本院
校独立学院的党委书记， 她要管理1万多
名师生，没有点事业心、没有刚强毅力是
不行的。 10月30日，记者在该院采访中了
解到，师生们眼里的张美红，却又像她的
名字一样，充满了柔美。

2012级国贸系学生陈强（化名）刚入
校时，对职业前途感到渺茫、悲观。 有一
天，他找到张美红，倾诉了自己的苦恼。 张
美红先是像母亲一样开导他、 安慰他，接
着又联系学院聘请的职业导航师，从专业
角度帮他分析国贸专业的优劣。 真情的交
流、专业的分析，使陈强眼光越来越亮，心
里越来越踏实。 土建系辅导员老师郭长
明，说起张美红更是充满感激。 出生农村
的郭长明，母亲去世早，家里贫困。 2008
年，刚毕业留校不久的他，又查出得了慢
性肾病。 郭长明痛苦到了极点，是张美红
经济上的帮助和耐心的开导，慢慢解开他
的心锁。

张美红就是这样一位好母亲、 好大
姐，大家谁有困难，谁有心事，都会向她倾
诉。谁有什么喜事，也会和她分享。张美红
待人接物如此，对待工作更是这样。

学院2003年组建，短短10年，目前已
拥有1万余名学生，70多名老师。 要管理这
么大的一个团队，工作可谓千头万绪。 值
得称道的是，学院一年一个台阶，规模不
断扩大，办学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一次
性就业率一直保持87%以上。 这在我省独
立学院中并不多见。 学院因此被评为全国
先进独立学院。 张美红本人也相继获得了

“全国独立学院先进工作者”、“湖南省高
等学校党的建设先进个人”、“湖南省‘芙
蓉百岗明星’”等荣誉。

说起这些成绩，张美红说：我们依靠
的是“群众”的力量！

往事历历在目。 2003年，作为高校招
生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城南学院和
全国一批独立学院一起诞生，张美红受命
担任学院党委书记。“第一年招生就招了
1700多人。 ”当时学院老师总共才三四十
人。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独立学院究竟该
如何办，大家心里没有底。

怎么办？“只有‘挖空心思’激发群众
的力量。 ”张美红这样想，就这样做。

2003年下学期开学不久，张美红调研
发现，学院困难学生占了10%。“牵牛要牵
牛鼻子”。 她决定首先从这里抓起，实施帮
扶措施，要求班子成员每人带10个困难学
生。“帮扶是全方位的， 既要从经济上帮
扶，还要从心理上抚慰，同时要辅导学生
的学习。 ”张美红介绍。 第二年，他们在前
一年帮扶活动的基础上， 实施“四联活
动”，即每个班子成员、每个系、每个班和
每个支部都联系几个困难学生。

张美红想，要管理好学生，仅依靠老
师的力量还不够，必须发挥学校、家庭、社
会三方面的力量。于是，从2006年起，他们
在全省高校中率先实行家长会制度。 与中
小学的家长会不同，他们考虑到高校的特
点，决定将家长会前移———分放到地市城
市。“刚开始我们还担心家长们会不会来，
没想到2006年暑假在岳阳举行的第一次
家长会，会场就爆满。 家长们的热情，给了
我们信心。 ”张美红介绍：“到目前为止，全
省14个地市， 每个地市至少轮流了一次，
每次都得到家长们的火热响应。 ”

最有效的管理，还在如何全面调动管
理主体的积极性。 为此，在张美红的倡导
下，他们改革学生社团制度，变学生们被
动参与社团，为学生们主动创立社团。“只

要学生们有一技之长和一定的组织能力，
他们想建立社团，学院就批准。 ”以前，该
院只有几个社团，参加者不到10%。如今该
院有40多个社团，参与率超过90%。 2008
年，他们又推出“道德银行”制度。 学生一
入校就获得一个道德银行的账号，用以存
取道德币。 道德币多少，将与学生评优、评
先、入党等挂钩。“评先、评优和进党校，至
少要有10个币。 ”

一系列“依靠师生”的管理创新，改变
了学院，改变了学生，也使张美红赢得师
生们的心。 2008级水电3班，31个学生，入
党的就有7个，考研录取率超过30%。 土建
系桥梁工程专业2009级学生刘懿勰，大一
时成绩是班上倒数， 好几门科没有及格。
通过学院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和辅导，毕
业时成绩一跃成为班上第一名，还高分通
过雅思考试，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录取为
工程管理硕士。 2009年，该院获得教育部
校园文化建设成果奖一等奖。

要闻 ２０13年11月1日 星期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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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商会
大湘西投资考察团来湘

陈肇雄许又声会见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乔伊蕾） 今天，中国侨商会

大湘西投资考察团来湘。 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
肇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在长沙会见了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任启亮一行。

陈肇雄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 他说，近年来，湖南
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发
挥科技教育、人力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大力推进“四
化两型”战略，已经成为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
区域之一。 当前，湖南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
经济结构， 为海内外客商投资湖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希望考察团以此次大湘西之行为契机，透过湘西了解湖
南，抓住湖南的商机，融入湖南，进一步探索更广领域的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任启亮表示，近年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发展
环境越来越好，正日益受到外界的关注。 希望通过此次
大湘西之行，看得更细一些，进一步加强与湖南的交流
和合作。 同时，国务院侨办一定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让更多的侨商和港澳台同胞来湘投资兴业，带动湖南的
发展。

在湘期间，考察团一行将赴张家界、自治州、怀化等
地，对当地投资环境及相关情况开展为期5天的考察。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沙兆华）10月
30日至31日， 省民委党组召开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 省委第九督导组组
长朱三平出席会议并点评。

会上，省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徐克勤，
代表省民委党组认真查摆了领导班子在
“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与省民委党组
班子成员， 联系个人成长进步经历和岗位
职责进行对照检查，对“四风”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进行了揭短亮丑：形式主义方面，
存在联系工作实际不紧， 调查研究不够等
问题；官僚主义方面，存在工作作风不实，
机关人浮于事、作风松散等问题；享乐主义
方面，存在吃苦精神有所淡化，享乐思想有
所抬头等问题；奢靡之风方面，存在迎来送
往、陪客应酬等问题。徐克勤表示，下一步，

省民委将对征求到的群众意见和民主生活
会上查摆出来的问题，拿出切实整改措施，
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狠抓各项工作
落实。

刘莲玉在点评时希望省民委领导班子
把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新的起点、新的
开端，大胆使用、经常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武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要切实
抓好主要问题的整改与落实，进一步完善整
改措施，制定任务书、时间表，一项一项加以
整改； 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把
加强党性修养作为领导干部改造主观世界
的永恒课题；要真正发挥党组的核心领导作
用，强化担当精神，强化团结协作，带领一班
人严格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 同心同德、
全力以赴，开创全省民族工作新局面，推动
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新的成效。

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永恒课题
省民委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周东平）今天，省文化厅党组召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
活会，党组成员自查自纠，坦诚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许又声， 及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联络二组、 第二十一督导组到会指
导。

省文化厅党组书记、 厅长朱建纲代
表厅党组作对照检查， 重点剖析了厅领
导班子在“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形式主义方面，存在会议文件多，考核调
研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官僚主义方面，
服务意识不强， 没有主动了解群众的新
需求，对基层文艺工作者关心不够；享乐
主义方面，存在学习积极性不够，创新意
识不强等问题；奢靡之风方面，勤俭节约

意识不够，在文化活动、会议安排、公务
接待方面不注意节约，用车不规范。

随后， 省文化厅党组成员逐一进行
了自我剖析和对照检查， 互相提出批评
意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改建议。

许又声点评指出， 省文化厅要以专
题民主生活会为新起点， 进一步加强班
子建设，形成一个团结战斗集体；加强作
风建设， 特别要增强服务意识， 简政放
权，提高工作效率；牢固树立以群众为导
向的工作思路， 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
评价工作的标准。许又声强调，下一步工
作， 要抓好建章立制， 更要抓好整改落
实， 要处理好行业管理与重点工作的关
系、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精品创
作与群众文化的关系， 使整个工作上一
个台阶。

既抓建章立制 又抓整改落实
省文化厅党组开展自查自纠

———记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
党委书记张美红教授柔美“女汉子”

10月31日，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办的“爱老计
划———乐基金走进敬老院” 公益活动在长沙县果园镇
敬老院举行。 志愿者们为这里的老人送去了毛线帽、围
巾、棉袜、手套、保温杯、伸缩拐杖等，让老人们感受到来
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彭瑾 摄影报道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先进
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