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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
大学新一届领
导班子组建后，
决定推行“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
会常态化”。 这
是让党委和行
政拧成“一股
绳” 的有效途
径。 与此同时，
学校党委正式
向社会公布了
“约法十则”，
12位班子成员
相约严格遵守。
这些举措在全
校上下营造出
良好风气，学校
乘势而为加强
制度建设，努力
将良好的发展
局面保持下去，
使之成为学校
内部治理的新
常态。

一次有“火药味”的民主生活会
■本报记者 蔡继乐

1月6日上午， 8点半没到， 在西安
交通大学逸夫馆二层的会议室里， 12
位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围坐在一起， 召开
上任后的第三次民主生活会。

没有客套话， 也没有大段的开场
白， 党委书记张迈曾率先做自我剖析，
他给自己提了一堆问题和不足， “我跟
校长说， 专业上我不懂， 我就是给你搭
好台， 做好服务”。

十几年前， 张迈曾就在西安交大工
作过， 后来历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组织上让我到交大工作， 我曾婉拒过，
细想想， 还是思想作风出了问题， 怕挑
重担， 缺少一名党员应有的担当精神。”

张迈曾的话音刚落， 校长王树国的
批评就有些不留情面： “作为班子一把
手， 不要总说自己不懂专业， 实际还是
了解学科的， 经常这么说会产生不好的
效果。 按中央的要求努力， 党委书记要
成为治校理政的专家。”

轮到王树国做自我批评时， 这位在
哈工大担任了12年校长、 先后与5任党
委书记搭过班的资深校长， 对自己的剖
析十分坦诚： “也许是当校长时间久
了， 长期抓具体工作， 放松了理论学
习， 不自觉就有了贪图安逸的思想。”

“从校长新上任这一段来看， 真是
蛮拼的！” 张迈曾先是对王树国进行了
表扬， 但话锋一转， 就不客气地批评
道： “作为行政领导， 在工作上要更好
发挥副职作用， 加强督促检查的力度。”

紧接着， 班子里其他成员踊跃发
言， 给书记、 校长提意见， 大家的话，
或语气中肯， 或言辞尖锐。 记者注意
到， 面对这些批评意见， 两位领导始终
面带微笑， 用笔一条条记录下来。

不知不觉中，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当时针超过12点时，张迈曾不得不宣布
暂时休会。中午，成员们在会场一边吃盒
饭，一边继续讨论检查的内容。

下午两点， 民主生活会继续召开。
考虑到一上午才谈完书记、 校长两人，
效率太低， 下午的会决定改变“规则”，
就是10位副职相继进行自我批评后，
大家再分别集中对每个人提意见。

在班子成员的发言中， 每个人对自
己的剖析都很深刻。 副校长席光在谈到
自己平时工作中不注重深入调查研究时
举了一个例子。

2009年， 席光当校长助理时， 学校
让他担任流体力学工程中心主任。 当
时， 在制定一个项目的银行贷款还款政
策时， 因了解情况不深入， 挫伤了一位
教授的积极性。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 主要是由于
自己没有进行深入调研， 导致了政策上
有些粗糙， 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 注意
工作方法。” 席光说。

等到10位副职的自我批评结束，
进入大家集中批评环节后， 会场上开始
有了“火药味”。

党委副书记宫辉是班子中年龄最小
的70后， 但是大家并没有因为他的年
龄小就减轻了批评的力度———

“你的工作虽然很有热情， 但在书院
和学院关系的处理上还有问题， 怎样才
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今后还要深入调
研、 深入思考。”

“你分管学生工作， 平时要多注意工作
方法， 现在感觉学生工作有过度娱乐化倾
向， 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

……
记者注意到， 在大家相互批评的过程

中， 有的人悄悄拿起桌上的餐巾纸擦汗，
有的人一直在埋头记录， 很少抬头。

尽管如此，大家都对这样直截了当的批
评坦然面对，虚心接受。常务副书记王小力
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一定虚心接受批
评，积极加以改正，主动加强班子成员之间
的沟通，自觉维护好班子的团结。”

晚上6点30分， 民主生活会在浓郁的批
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团结鼓劲的氛围中结束。

“泥腿子教授县长”
的樱桃情
■本报记者 董少校

云南灵应山下有一片架设了遮阳网的田地，
平坦而肥沃。1月14日清晨， 潮湿的泥土结了冻，
踩上去硬邦邦的， 合作社的农民正在翻动松子壳
做成的基质， 把车厘子苗栽进无纺布种植袋里。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张才喜来
到田地。 车厘子是樱桃的一种， 又称美国大樱
桃， 这片田地是云南省洱源县印象林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车厘子园。 合作社理事长应建华说：
“在张教授的指导下， 我们新扩栽40亩， 发展绿
色有机水果。 只要他在， 车厘子的生长结果就有
保障。”

2013年4月， 曾在日本、 美国留学工作10年
的张才喜来到滇西挂职， 担任洱源县副县长， 为
贫困山区的老百姓探求发展特色农业的路径。 他
去气象局、 农业局了解近年气候变化和农作物分
布， 到周边7个州15个县考察， 走遍洱源县全部
9个乡镇， 深入田间地头， 被农民亲切地称为
“泥腿子教授县长”。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张才
喜提出种植车厘子的构想。

“洱源昼夜温差大， 樱桃甜度就高； 日照充
足， 紫外线强， 这样果皮颜色丰富。” 张才喜说，
与南半球车厘子3月下市、 国内大多车厘子6月
上市不同， 洱源的车厘子4月开始成熟， 错季生
产特别有利于果子卖个好价钱。

应建华告诉记者， 按照张才喜提供的技术，
车厘子不是直接栽到地里， 而是栽到种植袋内，
不仅可以控根， 促使早结果， 而且便于植株长大
后的移动。 （下转第二版）

推行常委民主生活会常态化，出台领导班子“约法十则”——

西安交大“磨”出治理新常态
■本报记者 蔡继乐 冯丽

8个多月前， 张迈曾、 王树国同一
天接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校长；
两个多月前， 学校6位副校长同日履
新， 新一届学校领导班子正式组建。 为
加强新班子的作风建设， 学校党委常委
会决定推行民主生活会常态化， 此举一
度引起师生和媒体的关注。

更加吸引媒体关注的是， 就在宣布
任命6位副校长的当天， 学校党委正式
向社会公布了“约法十则”， 新一届领
导班子相约严格遵守。 此后， 学校密集
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这一切都指向
一个目标： 实现内部治理的新常态。

推行民主生活会常态化———

让党委和行政拧成“一股绳”

为何要推行民主生活会常态化？ 在

张迈曾的办公室， 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
后， 他并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向记者讲
起学校新班子成立后召开的第二次常委
会。

2014年11月18日上午， 6位副校长
任职满一个月， 学校召开常委会， 听取
各位副职工作一个月的体会， 并由校长
逐一点评。 原计划完成这个议题不超过
半个小时。

没想到， 会议召开后就“失控”
了。 当第一位副校长发完言， 校长王树
国点评后， 其他班子成员纷纷发言提建
议。 就这样， 会议时间一再延长， 以至
于后来张迈曾只得让大家提书面建议。
直到12点45分， 这个议题才告结束。

虽然会议“失控” 了， 但张迈曾和
王树国却非常兴奋。 王树国说： “我当
校长12年了， 这样党政关系融洽和谐
的常委会， 还是第一次见到。” 张迈曾
深有同感地说： “我们要珍惜这样一个

畅所欲言、 放手鼓劲的良好氛围。”
学校常委会商定， 近期这样的民主生

活会每月开一次， 今后每季度开一次。 在
张迈曾看来， 这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新
方式， 是让党委和行政拧成“一股绳” 的
有效途径， 是民主生活会常态化的新探
索。

常委民主生活会常态化给全校上下带
来了一股讲团结、 识大局的良好风气。 对
此， 张迈曾看在眼里， 喜在心上。 一天晚
上， 他在兴奋之余给王树国发了一条短
信： “为了学校的发展， 我们两人一定要
搞好团结。”

王树国立即回短信： “只有傻子才不
搞好团结， 不仅我们两人要搞好团结， 我
们整个班子都要搞好团结， 全校上下都要
搞好团结。”

班子各位副职落实各自任务， 大家互
相支持， 及时补位， 学校发展呈现出良好
的政治生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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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补考，人性还是任性？ 给“半粒种子”一块沃土动漫教育： 如何追赶产业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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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5
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国家贫困地
区 儿 童 发 展 规 划
（2014—2020年）》， 部
署进一步促进贫困地区
儿童发展工作， 切实保
障贫困地区儿童生存和
发展权益， 实现政府、
家庭和社会对贫困地区
儿童健康成长的全程关
怀和全面保障。

《规划》 指出， 我
国儿童事业发展还不平
衡， 特别是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的4000万
儿童， 在健康和教育等
方面的发展水平明显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进一
步采取措施， 促进贫困
地区儿童发展对于切断
贫困代际传递、 提升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 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 强调， 对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农村儿童的健康和教
育， 要从出生开始到义
务教育阶段结束， 实施
全过程的保障和干预，
编就一张保障贫困地区
儿童成长的安全网， 实
现到2020年贫困地区
儿童发展整体水平基本
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
平的目标。

《规划》 明确， 要
重点围绕健康和教育两
个儿童发展的核心领
域， 兼顾儿童福利和安全， 实施好五方面任务。
一是新生儿出生健康方面， 聚焦出生缺陷综合防
治、 孕产妇营养补充、 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管理
等重点工作。 二是儿童营养改善方面， 推进0—6
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 扩大婴幼儿营养改善试点
范围、 完善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补助政策等营养干
预措施。 三是儿童卫生医疗保健方面， 实施儿童
健康检查、 疾病预防控制、 医疗保障、 卫生服
务、 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发展任务。 四是儿童教育
保障方面， 明确开展婴幼儿早期保教、 加快发展
学前教育、 办好农村义务教育、 推进农村学校信
息化建设、 保障学生安全成长等政策措施， 主要
解决特殊困难地区的教育薄弱环节。 五是特殊困
难儿童教育和关爱方面， 加强留守儿童、 孤残儿
童、 流浪儿童等特殊困难儿童的福利保障、 特殊
教育、 救助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规划》 要求， 要落实相关保障措施， 加强
整体规划和资源整合， 落实经费投入和管理， 创
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
各地区、 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 采取有力措
施， 加快形成对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全过程关
注、 全领域参与和全方面服务的政策体系。

大学排行
榜不能不信，
也不能全信，
作 为 一 种 参
考，通过“货比
三家” 或许可
以对高校有一
个较为准确的
判断。

大学排行榜的公信力不能靠“吹”

■曹灿辉

时下， 国产大学排行榜层出不穷：
有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版、 中国
校友会网版、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
究中心版， 等等。 在不同的大学排行榜
上， 同一所大学排名不尽一致， 有的甚
至相差很大。 但各家在发布榜单时， 都
自称很权威。

从我国首次出现大学排行榜到现

在， 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近年来， 国
内有近20个机构和学者， 发表了超过50
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排名， 但质量参差不
齐。 目前， 对于大学排行， 并没有国家
有关部门的权威榜单， 教育主管部门多
次表态， 不建议搞综合排名， 学科专业
排名相对更客观、 公平。

当前社会上搞的一些大学排行榜之
所以屡遭诟病， 原因就在于各版本的排
名缺乏公信力。 一是评价标准不同、 引
用参数各异。 譬如有些排行榜看重学校
规模， 一些规模较大、 学科齐全的大学
便会占较大优势， 而一些精度较高或是
专业性较强、 学科比较单一的大学便会

吃亏。 二是感情亲疏影响认知。 国内一
些大学排行榜的研究机构大多挂靠于某
所大学， 或主要由某所大学的校友构成，
往往会将自己所在大学排到靠前的位置。
三是排名机构涉嫌“钱名交易” 的“潜
规则” 左右了排名。

缺少公信力的大学排行榜， 势必导
致各版本互相“掐架” 的现象。 如果高
考考生在报考时以此为参考， 就会产生
误导。 在评价大学办学成绩时， 其采取
的一些功利性指标， 如学生规模数、 论
文数、 院士数等， 也会误导教育主管部
门和一些大学在办学时追求“大而全”，
不利于大学潜心提高办学质量。 一些高

校负责人把本校在大学排行榜中的位置看
得很重， 甚至不惜动用学校办学经费进行
公关， 以求得到个好的名次， 这反过来又
会进一步拉低大学排行榜的权威性。

然而，目前的现状是，大学排行榜还是
惹人关注的， 主要原因还在于有市场需求。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多数中国家长和学
生仍然怀有深重的名校情结。每年高考人数
达上千万，考生和家长需要细致、全面地了
解大学，以准确填报高考志愿，大学排行榜
可以为家长和考生提供认识导向，而排名成
为他们择校的重要标准，这就是近年来大学
排行榜流行不衰的根源。

（下转第二版）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新浪微博

最长寒假迎来
学生客流高峰

1月15日， 一名学生旅客在南
昌火车站查看购买的车票。 1月13
日至15日， 江西省各大高校陆续放
假， 由于“闰九月” 使得今年农历
新年比往年晚许多， 许多高校寒假
长达一个半月， 也被称为“史上最
长寒假”。 在南昌火车站， 学生客
流高峰带来的人流堪比春运， 据铁
路部门预计， 将有28万名学生旅客
经由南昌火车站乘车。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