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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等
6个学科入选湖南省“双一流”应用
特色学科，学校跻身湖南省“高水平
应用特色学院”行列；建筑学、工程
管理等13个本科专业入选2019年湖
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入选专业
数量居湖南省同类学院第一；近三
年，新增省级以上教学科研平台数
量、专利、纵横向科研经费总额、毕
业生毕业五年薪酬居湖南省同类学院
前列；上海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从
2018 年的 521 名提升为 2019 年的
331名，进位速度全国高校第一……

区位优势不明显、办学经费不充
裕，湖南城市学院何以在短短几年内
快速发展，整体实力跻身湖南省同类
学院第一方阵？正是以建设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为目标，全面架构顶层设
计，大刀阔斧推行“六破六立”综合
改革，聚焦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
以大改革推动了学校快发展。

“改革就是要较真
碰硬”

校园内的路灯较暗，师生多次建
议改装，但改装方案在党委会上却没
有通过。有人说，可以借学校周边市
政道路上的灯光照亮校园嘛，语气幽
默却透出无奈。难言之隐其实是学校
缺钱。

但另一方面，“图书馆人多活
少，还拿缺编费”“一个学校有商学
院、城市管理学院两个管理学院”

“办学特色凝练过于笼统，在实际工
作中，重点与非重点、特色与非特色
协调发展还处理得不够理想，资源少
且分散的碎片治理影响了学校核心竞
争力的提升”……

有限的资源没有用在刀刃上，这
是2016年4月，罗成翼刚被任命为
湖南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时对学校的初
步印象。

罗成翼在调研中发现，思想观
念跟不上发展形势，加快发展的意
识、改革的动力不足；学科分散，
师资不平衡，机构臃肿，编制不合
理，人岗适配度不高；人才培养模式
封闭僵化，开放度不够；财务管理粗
放，资源使用浪费，核心指标建设投
入不足……这些问题是制约学校进一
步发展的瓶颈。

在全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和“双
一流”建设大潮中，作为一所地方二
本院校，怎样才能抓住机遇、奋起直
追？罗成翼有着深刻的危机感。他意
识到，改革是寻求突破、实现快速发
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通过改革，破旧
立新，变轨超车。

可是如何改，改成什么样？为
此，从2016年5月开始，学校围绕

“建什么样的湖南城市学院，如何发
展湖南城市学院”的主题，开展了

“转型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
大讨论活动。

从6月22日开始，党委班子成
员逐一走上讲台进行专题辅导，谈政
策，讲思路，找差距，明举措。通过
两个多月的深入讨论和研究，明确了
发展差距，形成了改革共识。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只是第一
步。接下来，便是调研摸校情、务虚
集智慧。党委班子先后10次召开务
虚会和座谈会，充分听取教职工代表
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形成了《湖南城
市学院“十三五”事业改革和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并获得党
代会通过。

《规划》提出了“建设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这一总体目
标，制定了“一二三五”发展战略，
明确要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面向新型城市化建设主战场，分类发
展，做强城市建设类、做大信息制造
类、提质管理服务类、夯实基础类，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作为学校未
来五年发展的行动纲领，《规划》11
个核心突破指标直指“双一流”要求
的学科、专业、平台项目、师资与成
果，紧密对接国家、湖南高等教育形
势与政策。

对此，大多数教职工直呼“振奋
人心”，但也有少数人心存疑虑：“站
位如此高，一个地方二本高校能做到
吗？”

改到什么程度，是大改还是小
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是“不到黄河
心不死”还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包括党委班子成员在内的不少领导干
部对新书记的改革诉求还持观望态
度，这从《综合改革方案》的初稿可
见一斑。

《综合改革方案》 是对接 《规
划》的施工路线图，初稿交到罗成翼

手中时，他发现很多地方只是微调。
比如，学科整合方面，仅将经济统计
学专业由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调整至
商学院，治标不治本。

对此，罗成翼毫不留情地批评：
“回避问题、一团和气叫什么改革？
这是典型的小脚女人！步子不迈大一
点儿，怎么加速赶超？”

“不破不立！改革就是要较真碰
硬，破除阻碍学校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障碍，破解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
罗成翼说。

2016年10月，经过充分征求广
大师生意见，《综合改革方案》正式出
台。《方案》充分体现了“破与立”的特
点，要求打响一场“六破六立”的综合
改革攻坚战。破分而散，立精而集、专
而能的机构调整与编制改革；破身份
限制，立业绩导向、核心指标导向的绩
效分配与目标管理考核改革；破守摊
平庸，立能上能下、分类分层的干部任
用考核制度改革；破封闭僵化，立校企
（地）合作、产教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破粗而松，立细而实、紧
而准的财务管理与资源整合优化改
革；破传统滞后，立应用型、现代性的
制度体系改革……

至此，一套以《规划》为统领、
以“双一流”核心指标为指向、以综
合改革为动力的顶层设计全面成形。

“既然看准了，就要
坚定不移”

“方案非常好,但是能否实施？”
时任人事处处长袁志成回忆，在校外
专家论证会上，专家们对学院整合方
案能否实施普遍表示疑虑。

为解决二级学院学科分布过多、
缺乏竞争力强的品牌学科的问题，党
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决定进行机构
调整，对现有学科进行集成、归类。

将音乐学院和美术与艺术设计学
院合并是机构调整的内容之一。但方
案一出，就遭到激烈反对。有人告诉
罗成翼，1976 年、1997 年、2002
年，学校三度尝试将“音”“美”类
专业合并办学，三度均以失败告终。

很快，党委班子就意识到，阻力
的确比想象中大得多。“两院教职工
形成共识：两学院不适宜合并”——
时任音乐学院院长周勇、美术与艺术
设计学院院长龙湘平代表两学院部分
教职工向党委递交了一份“万言
书”，从两学院发展历史、学科专业
发展内质等六方面提出反对意见。

机构调整的反对者，还有时任信
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
李梦醒，机构调整方案拟将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合
并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这让李梦
醒担心自己学院的一些干部将失去工
作舞台，学科发展受到影响，多次找
党委提反对意见。

方案酝酿期间，有不少教职工实
名或匿名向校领导提出反对意见，有
人建议步伐小一点儿，有人建议慢一
点儿，有人担心改革会带来不稳定，
有人提醒可能会有人向省里“告状”。

“建庙容易，拆庙难。”罗成翼感
慨道。机构调整，学院整合，将16
个学院整合成12个学院，这意味着
其中8个院长、书记变成4个院长、
书记，领导位子减少，好比从调整的
干部手臂上割肉，是切切实实的利益
触动，干部们何去何从？

学科专业优化集成是学校发展的
关键，机构调整是学校综合改革链条
的首要环节，这个环节如果无法推
进，那么其他一系列改革也就免谈。

“既然看准了，就要坚定不移，
不拖不等，一经确定，就要落地见
效。”面对阻力，湖南人霸得蛮的劲
在罗成翼身上充分展现出来。而面对
反对意见，他没有恼火，而是十分重
视，用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一化解。

时任党政办公室主任李斌回忆，
为了化解机构调整阻力，校领导分头
与中层干部进行谈话，特别对持反对
意见者，罗成翼多则谈过5次，少则
谈过3次，有时候从早上谈到晚上，
中间就吃一个盒饭，嗓子都谈哑了。

“位子是组织考虑的，不是我们
考虑的。我们只管好好干事就行。”
几次谈话过后，周勇、李梦醒等人终
于转变了想法。

2016年12月27日，全校处级干
部和博士、教授代表会议召开，对机
构调整方案进行无记名测评。最后测
评结果显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率达
93%。改革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
同。罗成翼认为，这不仅是对方案本
身投票，也是大家对未来投票。

民意的认同和支持坚定了党委班

子将改革进行下去的决心，但是党委
并没有马上作出决定。“再缓缓，再
多听听老师们的想法……”校领导再
一次分头下到所联系学院进行宣讲，
了解教职工的意见。

2017年2月，《关于机构调整的
通知》正式下发，从2月21日晚党
委会通过机构调整方案到23日下午
干部全部到位，这场涉及全校所有内
设机构、近百名干部的调整工作，只
用了短短48个小时。

不可思议的速度背后，是党委班
子近百日披星戴月、不遗余力的努
力。充分调研、科学规划、深入论
证、集体决策、谨慎推行——既要霸
得蛮更要耐得烦，这些开门改革的经
验在机构调整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现在，周勇担任艺术学院院长，致
力于大艺术学科带头人和大艺术学院
先进管理模式的探索，干得浑身是劲，

“音”“美”类学科集成的优势也逐步显
现出来。李梦醒先后担任应用与创新
创业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和湖南新型
智慧城市研究院的负责人,成为了学
校双创教育、工程实训、产教融合方面
的排头兵；合并后的信息与电子工程
学院也实力大增，短时间内便获批省
级一流专业两个、省“双一流”应用特
色学科一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一个。

看到机构调整的成效，教职工们
不再观望了，意识到这一次的改革是
来真的了。以机构调整为突破口，包
括编制调整、绩效改革、干部任用改
革、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等六大类、
22项改革全面有力有序推进。建立
了能上能下的干部机制，实现了干部
队伍的逐步优化，一批“75后”“80
后”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逐步建立
完善了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改革不仅
触动了利益，也触动了灵魂，激发了
教职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

“应用型人才培养，既
要接地气，又要接天线”

“本科教育教学是基本口粮，人
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生命”，学校逸夫
图书馆外墙上挂着的这条醒目横幅，
昭示了改革的初心。人才培养是学校
的首要功能，推进“六破六立”综合
改革，最终是要服务于人才培养大
局，回归大学的本质职能。

湖南城市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李建奇表示，学校明确“建设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总体目
标，就是表明不做研究型高校，而是
集中精力和资源，全方位围绕城市化
主题，培养行业特色鲜明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这是学校办学方向上最
清晰的定位，也是最深刻的减法”。

李建奇介绍，2017年，学校全
面修订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本科专
业综合评价工作 方案 ，构建了

“1234”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即以
学生能力培养为主线，将思想政治教
育、创新创业教育两种教育贯穿人才

培养全过程，构建基础能力课程、专
业能力课程、发展能力课程三大课程
模块，突出实基础、重应用、有特
色、高素质四项培养特质。

“聚焦城市建设行业特色，对接
新型城镇化建设主战场。”学校在学
院整合的基础上，先后撤销、停招了
园林、生物工程等11个专业，集中
力量建设城乡规划、土木工程等国家
级、省级特色专业，实现了学科专业
更加优化、师资队伍更加合理、资源
投入更加集成的目标。

减法背后，是一连串加法。加大
财政投入，仅2018年，学校就安排
预算经费 1.58 亿元用于教学、科
研、基础条件建设；主动适应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新一轮
技术革命需求，在做强城市建设类学
科专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大信息制
造类学科专业，新增10个专业，其
中智能制造工程等信息制造类专业达
5个……

为强化理工科专业的工程实践与
创新能力培养，学校通过机构整合
腾出一个一万多平方米的工程训练
中心，投入 1600 多万元对智能制
造、云计算和大数据、电工电子、
金工等实训室进行建设。工程训练
中心主任蒋冬初对记者说：“工程训
练中心的成立使学校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现代工程训练体系，尤其是金
工实训和电工电子实训普及全校所
有理工科专业，既为学生工程能力
训练提供条件保障，又用于教师与
学生的科技创新，还可面向社会提
供生产和技术服务。”

针对人才培养模式封闭僵化、开
放度不够的问题，学校主动对接行
业、企业，主动融入地方和区域经
济，全面推进校企（地）合作，深化
产教融合。依托300多家合作企业、
5家校办企业、24个省级人才培养基
地、52项教育部产学研合作育人项
目，学校形成了校企协作、产教融合
的多方协同育人局面。举办产教融合
论坛，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设

“智慧社会技术与实践”课程，与远
大住工集团合作举办“远大住工学
院”，与南县合作举办省内首个“乡
村振兴规划学院”……

依托校办企业群深化产教融合是
一大特色，学校现拥有规划建筑设计
研究院、湖南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等
5家校办企业。近三年，教师在校办
企业参与实际工程项目300余项，学
生参与人数达2000余人。规划建筑
设计研究院拥有城乡规划、建筑工程
等6项甲级资质，在全国高校排名前
列，是学校的一张“王牌”。该院常
务副院长李志学表示，研究院主动对
接学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不仅成为学校创新的平台、服务的窗
口、增收的渠道，更是育人的阵地。

目前，副校长郑卫民正在主持修
订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目标是对接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打造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2.0版。他告诉记者，“应用型人才培

养，既要接地气，又要接天线，对准
高精尖，对接行业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业、新业态，及时将企（行）业
新要求、新工艺、新标准和新成果引
入课程教学内容。”

狠抓学风、教风，则成为推进四
个回归，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另
一个重要抓手。

针对图书馆上座率不高，课堂上
玩手机、打瞌睡，宿舍里晚自习时间
玩网络游戏等学风问题，学校提出了
课堂上吸引学生主动“坐到前排来、
把头抬起来、提出问题来”，晚自习
时间“让图书馆、教室满起来，学生
宿舍静下来”的要求，推出了理论课
堂不带手机或手机入袋，周日到周四
晚自习时间，严禁在学生宿舍玩游
戏、打牌等系列举措。

针对教师队伍中存在个别准备不
充分、教学质量不高、管控课堂不
严、上课唱“独角戏”、实践课“放
羊”、热衷兼职等教风问题，学校出
台提升教师教学及管理水平的条条严
令和帮扶举措。将教风与教师职称评
定等挂钩，实行一票否决，划定教风

“红线”，要求教师增加教学精力投
入，淘汰“水课”，打造“金课”，调
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课
堂获得感。

狠抓学风初期也引发了学生的反
弹和不适应。有学生在网上发帖“吐
槽”学校管理太严，也有人向校领导
反映，抓学风像是小学校长做的事。

“本科教育是地方本科院校的立校之
基，是师生口粮。学校不抓教风学风
是误人子弟，是书记、校长的失职、渎
职，也是教师职业缺位。”罗成翼说。

“在这里读大学，爸妈很放心。”
人文学院大一学生邹盼告诉记者，学
校狠抓学风并不是提倡读死书，相反
十分注重素质教育，第二课堂相当丰
富多彩。周末时宿舍区的龙城大道便
成为社团文化一条街，数十家学生社
团争奇斗艳。而她自己也是大学生通
讯社的一名学生记者，大一期间便在
老师指导下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了十多
篇作品。

狠抓学风、教风的效果是明显
的。教务处处长胡拥军介绍：“现在
的学风发生了明显变化，图书馆上
座率达90%以上；学生英语四、六
级考试通过率创历史新高；毕业生
考研录取率逐年递增，2019年考研
录取率比2016年增加一倍多；近三
年学生获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数
量等核心指标提前完成学校“十三
五”规划目标；2018年“挑战杯”
竞赛总成绩居省内同类学院第一；
学生获得全国软件创业团队赛全国
唯一特等奖……

招生就业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学校稳定的毕业生就业基
地有300多家，今年来校举办专场
招聘会的企业翻了一倍。“不少用人
单位连续几年因‘下手晚了’没招
到足够毕业生，这不，刚一开学，
中铁六局等央 企便预约要来 校

‘抢’人了。”

以大改革推动快发展
——湖南城市学院的破立之路

本报记者 杨三喜 通讯员 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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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从地理区位、办学历史，还
是从综合实力来看，湖南城市学院原本
都没有傲人资本，在文教发达的湖南，
算不得出类拔萃。要想发展突破，只有
大力改革，勇破善立，集中优势力量突
破发展瓶颈，建立新的体制机制，在高
等教育竞争大潮中实现变轨超车。

改革是高等教育时代发展的主题
词，也是高校师生员工的殷切期盼。但
改革也是利益的调整，这就必然会遇到
冲突与阻力。改革的阻力来自于部分
人担心利益受损，而突破阻力的关键也
就在于让大多数人看到，改革不仅有利
于集体利益的提升，也有利于个人发
展。湖南城市学院之所以能够顺利推
进“六破六立”综合改革，实现学校快速
发展，正是因为处理好了学校改革与个
人发展的关系。

采访过程中，记者印象最深的是，
湖南城市学院党委书记罗成翼回忆学
校处级干部和博士、教授代表对综合改
革方案进行测评时的情景。罗成翼说，
当时有人提出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投票，
但他坚持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作为
改革的主导者，罗成翼深知改革决策过
程充分吸纳了民意，不惧怕让方案以最
透明的方式接受民意检验。这种改革
者的自信姿态令人叹服。

罗成翼在投票前的发言也让人动
容，“这不仅仅是为某个方案投票，更是为
学校和每个人的未来发展投票”。投票结
果无疑是令人欣慰的，满意和比较满意率
达93%，充分说明方案本身以及决策过程
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更印证了大家
求新求变的强烈愿望，这也是后续改革能
有力有序推进的重要基础。

改革激发了学校活力，带来了可喜
变化。短短三年间，学校由基础相对薄
弱、发展相对缓慢，快速发展到综合实力
跃居湖南省同类学院第一方阵。6个学
科入选湖南省“双一流”应用特色学科，
学校跻身湖南省“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
行列；13个本科专业入选2019年湖南
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入选专业数量
居湖南省同类学院第一；近三年新增省
级以上教学科研平台数量、专利、纵横向
科研经费总额、毕业生毕业五年薪酬等
核心指标显著进步，居全省同类学院前
列……校园环境全面提质，政治生态风
清气正，教风学风显著好转，教职工待遇
稳步提升，一个干事创业、生机勃勃的美
好城院全面呈现。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最深的，还有
教职员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改革
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与挑战，但是大家都
毫无怨言，充满干劲，信心满满。这既
是因为干部人事制度等系列改革激发
了教职工干事创业的活力，让“有为”与

“有位”得到了有机统一，使每一个人品
尝到了改革的硕果，也源于综合改革触
及灵魂的力量。

改革激发学校活力
杨三喜

■记者手记

立 题

破 题

聚 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