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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芳姐有个约会
———西京学院“校长接待日”侧记

任 芳
博士， 副教授， 现任

西京学院院长， 全国青联
十一届常委会常委、 中国
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作
为西部仅有的一所具有研
究生教育资格的民办普通
高校， 任芳自担任学校领
导以来， 始终坚持以创办
“有使命、 有远见、 有智慧
的大学” 为己任， 开拓进
取， 勤勉敬业， 团结和带
领广大教职员工为民办教
育事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做贡献。

这是一个暮春雨霁后的下午， 沐
浴着唯美而又柔和的阳光， 小草吐出
了嫩芽， 看着分外舒适。 美丽的西京
园里层楼叠榭， 山青水绿， 整个校园
明净清澈如水般的意蕴飘逸， 构成一
幅美妙和谐的画卷。 此时， 学校的茂
林 轩 餐 厅 正 在 如 约 等 候 一 位 老 朋
友———校长任芳 。 不论再忙 ， 每个月
任芳都会抽出半天时间与学子们亲密
接触， 当天下午， 适逢第十三个校长
接待日。

一个春风沉醉的下午： 我
和你们拉拉心里话儿

“‘芳姐’ 来了！” 几个眼尖的同学兴
奋地说道。 刚刚从一个重要的会议现场离
开， 步履匆匆的任芳快步走进茂林轩， 面
对同学们的热情欢迎， 她没有过多的解释，
向同学们表达歉意： “不好意思， 有个会
议耽误了， 有点来晚了。” 说罢便招呼同学
们入座。 而桌子上早已摆满了水果、 干果、
茶点。

“这些干果、 水果都是为你们准备的，
来……大家快吃，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
说， 对学校的教学、 管理、 生活方方面面
都可以说， 大家畅所欲言， 不要拘束。” 任
芳把干果、 水果推到同学们面前， 热情而

亲切地招呼着 。 此时的任芳 ， 既是校长 ，
又是情报收集员， 更是学生的贴心人。

宿舍没有热水， 校长急学生
之所急

“芳姐， 虽然我是大一的学生， 但是
我知道这个校长接待日， 大家都叫您 ‘芳
姐’， 也知道您会为我们解决遇到的问题。”
来自南洋社区的一名女孩显然对这些并不
陌生。 迎着任芳亲切柔和、 含着鼓励的目
光， 她接着说： “我想反映的问题是我们
17号、 18号宿舍楼最近常打不到热水， 以
前是每层楼都有热水的， 但这学期就只有
一、 三、 五楼有，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都
希望能像之前那样每层楼都可以打热水。”

“我们设计的公寓就是每层都可以打
到热水的 ， 我现在就问问相关部门 。” 说
完， 任芳拿起电话： “17、 18号公寓楼供
水出问题了吗？ 为什么每层都应该有热水
现在却只有一半？” 问清楚原因后， 任芳责

令相关部门两天之内拿出
解决方案 ， 要求一周之内
恢复供热水。

要开哪些讲座，
快让学生知道
反映了生活上遇到的小麻

烦后， 接下来的几个问题则展
示出西京学子好学的一面 ， 大

家接连提了几条与学习相关的问
题。

来自茂林社区的杨同学说： “芳姐
您好！ 我想说的问题是学校能不能多开展
一些专题知识讲座， 尤其是考各类技能证
书或者比赛之类的讲座。”

个性爽利的任芳立即询问在座的教务
处副处长王登武： “每学期我们不是都请
很多教学名师到学校开展各类讲座吗？ 学
生为什么不知道？”

“我们每学期有各类名师讲座不下一
百场， 学工部门收集整理后按照时间顺序
制作喷绘张贴在10号公寓楼前的宣传栏里，
并通过官方网站、 微信、 微博、 QQ群等多
种方式向全校师生公布讲座开办时间、 地
点、 主讲人及讲座主题等， 方便全校师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及兴趣爱好有选择的
聆听讲座。” 王登武回应道。

“同学们没有养成浏览学校官网的习
惯， 微信也不是每个人都在用， 我觉得应
该在学校图书馆的电子屏幕上打出公告 ，
简要介绍主讲老师和讲座内容， 这样大家
就更愿意去听了。” 杨同学吐露道。

任芳随后责成大学生发展与服务中心
拿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 要求在最短时
间内予以解决。

搞不懂教学楼， 我们来场设
计比赛怎么样？

茶香袅袅， 水果飘香， 温馨的氛围使
大家很放松， 问题也一个接一个， 这些问
题都是新问题， 因为以往学生们反映的问
题都已经迅速被任芳校长直接或间接地解
决了。

“我想谈谈我对三号教学楼的感受”，
一名女生吐槽道： “三号教学楼有很多入
口 ， 进去之后前后左右几乎都一模一样 ，
像是个迷宫， 我在里边上了一学期课都没

有完全认识路， 往往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
位置， 有时候想找某一个教室或者是老师
办公室都要转好大的圈子才能找到， 所以
我想能不能采取一些措施， 能够让大家在
里边容易找到目的地”。 在座的几名同学也
纷纷表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任芳详细地用笔记下， 并就这个问题
与大家探讨起来。 有的同学说可以设计一
款手机软件， 做出三号教学楼的三维立体
图形， 这样大家就可以很方便地知道自己
所在的位置和想要去的地方； 有的同学则
说不用那么麻烦， 在各个入口和走廊多设
置一些指向标识， 标清楚就可以了。

讨论结束后， 任芳面带笑容说： “你
们的想法都很好， 都能解决问题， 我也想
了一下， 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项目向
全校学生广泛征集， 进行一项小比赛， 可
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请
同学们进行投票， 谁的方案最能得到大家
认可， 就采用谁的方法， 学校也会拿出相
应的奖励作为激励。 这样不仅解决了问题，
也能让大家把所学的东西转化为实际应用，
调 动 大 家 的 积 极 性 ， 你 们 觉 得 如 何 ？ ”
“好！” 同学们立刻对这一智慧的提议报以
热烈的掌声。

学校支持学生社团开展有
意义的社团文化

“校长， 您好。 我在去年成立了汉服
社， 想通过一些活动来使其壮大， 希望校
长能支持并给一些建议。” 来自护理系的王
同学说。

校长说， 学校支持学生社团开展有意
义的社团文化活动， 支持和引导大学生社
团自主开展活动， 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校
园文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同时， 她表
示， 汉服是东方服饰文化的典型代表， 展
示了中华民族含蓄、 内敛、 儒雅、 秀美的
气质 ，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
中华文化重新又得到世界的关注与重视 。
希望同学们在发展传统文化中， 能将本土
的优秀文化品质、 价值观念、 人文关怀等
融入其中 ， 培养自己的科学和人文素养 ，
从而实现从有知识和技术的人向有文化的
社会人的深刻转变。 她希望同学们能组织
形式多样的汉服及传统文化活动， 引导周
围学生思辨仁义礼智， 提升文化内涵和道
德素质， 彰显个性， 增加大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关注和热爱， 使传统文化成为展示自
我， 启发心智， 洗涤心灵， 建立友情的平
台， 为大学时代留下美好的记忆。

这样的校长姐姐“棒棒哒”

学生说得仔细， 校长听得认真。 针对
学生建议学校关心安保、 宿管、 清洁工等
后勤人员的想法， 校长当即要求主管学生
的副校长和团委负责人， 下学期在学校尝
试开展 “我和后勤换天班” 主题活动， 并
力争使这项活动成为一种惯例， 形成一种
他人为我服务、 我感恩他人的局面， 拓宽
“感恩父母、 感谢老师” 的范围， 将其升华
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块文化品牌， 从精神、
行为层面上对广大师生产生积极的作用和
影响， 促进学生成为道德高尚、 追求真理、
不断创新、 全面发展的公民。

随后 ， 大家还就公选课增加小语种 、
学业导师、 公选课时间安排、 实习就业等
问题与任芳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18:30， 任芳校长安排餐厅人员送来晚
餐。 她与大家一起边吃边聊， 其间充满欢声
笑语， 其乐融融， 就像一家人。 快离开时，
任芳与大家合影留念并向同学们赠送了纪念
品。 带着满满的收获与 “芳姐” 分别， 同学
们仍感到意犹未尽。

走出门的那一瞬间， 来自新闻传媒系的
展同学欣慰地说， 这是他第一次与校领导面
对面地交谈， 校长亲切的答复让他感到内心
很踏实， 而且温暖， 这种感觉比平时开班会
都轻松。 校长的亲切随和， 使大家在沟通中
不觉得拘谨， 那种敞开心扉的感觉， 突然让
你有一种与学校更近了， 更爱学校了， 内心
也更踏实了的感觉。

校长接待日也令魏同学感受深刻： “没
想到无论什么问题任芳校长都能接受， 并立
刻着手解决。 真的是每个问题都力争搞定，
这种干脆利落、 凡事替我们学生考虑的作风
令人折服， 我们为拥有这样一位非常务实的
好校长而自豪。”

就是要把“三个一切” 坚持
到底

这只是最近的一次校长接待日的真实记
录， 尽管自2013年9月起西京学院实行新的
“校长接待日” 以来， 每次学生反映的问题都
大同小异， 但这样的校长接待日任芳从未间
断。 13次的校长接待日， 每一次都是汇集了
各个部门人员的高效率的碰头会， 13次的校
长接待日， 解决的不仅仅是160个学生日常生
活中的小问题， 也承载了西京学院领导班子
肩负育人大任的桩桩承诺、 耿耿誓言。 13次
的校长接待日雷打不动在西京学院已成新常
态， 13次的校长接待日又以各自不同的特色
内涵， 共同开启着以人为本的新的育人之路。
有多少人会将这样的事情做得如此实在， 如
此细腻， 如此透彻， 如此坚持。

任芳坦言 ， 每次与学生们零距离沟通
后， 她都感到自己的肩上沉甸甸的， 她说，
学生利益无小事， 心无学生莫为师。 经常与
同学们在一起， 不仅能了解到一线的最新情
况， 自己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获得灵
感， 心态也变得年轻起来……我们设立接待
日， 并通过电脑随机抽取， 就是想听听学生
对学校的意见和建议， 解决同学们心中存在
的困惑， 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学校发展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 以便完善体制， 更好地为学
生服务。

做好事难， 长期把一件好事坚持下去更
难。 在西京， 只要是学生的事， 就是大事，
因为 “三个一切” ———“一切为了学生， 为
了一切学生， 为了学生一切” 早已成为每个
西京人的使命。 从一丝不苟、 步履生风、 果
敢决断的校长， 到与学生亲切话家常、 将温
暖和力量传递给学生的温情 “芳姐”， 任芳
的角色转换总是那么自然。 或许在她心里，
这两者本就没有区别， 早就合二为一了。 她
知道， 没有长久的与学生无障碍的沟通， 雷
厉风行地解决各种问题， 就不会赢得学生的
信赖与爱戴， 就不会有这么多学生亲切地唤
她为 “芳姐”， 学校也就不会得到如此长足
迅猛的发展。

在任芳看来， 打造一个美丽的西京园容
易， 但能够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 并成为三
万名西京学子值得信赖的贴心人、 掌门人，
却不容易， 只有实实在在地 “做”， 把目光
放长远， 西京学院这艘超级旗舰才能驶向更
远的地方。

（尚 磊 耿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