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魏小青 姚建新 ）
记者11月1日从邵东市纪委监委获
悉，10月29日， 邵东市纪委监委追
逃专案组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将
潜逃21年、辗转藏匿28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王
海兵抓捕归案。

“东躲西藏这么多年，终究还是
回来了。在戴上手铐那一刻，心里的石
头终于落地，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王海兵在接受公安机关审讯时说。

王海兵，1965年出生，案发时
系邵东市团山镇信用社黄土铺分
社出纳，于1998年12月22日携带
团山镇信用社公款 37万余元潜
逃。

自案发以来，邵东市公安局追

逃一直在进行中。今年，市公安局
成立追逃追赃工作小组，协同邵东
市纪委监委追逃专案组开展追逃
工作。 追逃专案组侦查发现王海
兵近期可能从南京前往长沙，推
测其会前往长沙的女儿家中。在
长沙市公安机关帮助下， 王海兵
顺利归案。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之中。

邵东一外逃21年职务犯罪嫌疑人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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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郑旋）
11月3日，第二届FUE时尚文化节开幕
式暨2019女性创新创业（长沙）发展论
坛在橘子洲景区青年毛泽东雕像广场
举行。 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王曼
郦与来自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地区的杰
出女性代表等240余人，围绕女性创新
创业的问题、特点、趋势展开互动交流。

FUE（Future� Urban� Era———未
来都市时代） 时尚文化节主题活动由
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发起。 今年活动
不仅上演一场别具韵味的视觉盛
宴———“时尚的前世今生” 主题时尚文
化秀， 还发布了FUE时尚文化发展计
划，将启动FUE时尚文化节项目、FUE
产业创新行动和FUE女性中尚学院。

近年来， 长沙在全国经济版图中
的位置越来越突出， 营商环境进入全

国十佳，涌现出不少新时代创新创业女
性代表。 王曼郦表示，FUE时尚文化节
这一品牌活动选择长沙，希望带来更多
时尚表达，展示独特女性风采。

在此次论坛上，民进中央妇女儿
童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青爱工程办公
室主任张银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组
织教育委员会常委、深圳市政府决策
委员会专家杨思卓先后发表题为《她
视角、她力量、她未来》《她时代创业
女性的爱商领导力》主旨演讲，现场
互动讨论气氛热烈。

出席论坛的长沙市委常委、 统战部
长谭小平表示：“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地位非常重要， 也是长沙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希望全市广
大妇女积极投身创新创业的时代大潮，
为长沙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科教前沿 他的课为什么这么“火”
———案例教学：让大学“低头族”抬头当主角

凝聚女性力量 引领时代风尚
第二届FUE时尚文化节主题活动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陈卓韬

一个单位的公示栏竟然完全照搬
照抄别的单位公示栏的内容， 近日，道
县纪委监委通报了县文化旅游广电体
育局一起形式主义典型案例。

事情要从年初的廉洁机关建设检查
说起。“我们在检查各单位落实情况时，
发现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只提供了会
议记录， 没看到廉洁机关建设的安排部
署。于是，检查组带着疑问，决定对该局
进行现场检查。”办案人员回忆道。

“廉洁机关公示栏做好了没有？”
“做好了，在院子里呢。”
“局里的公务经费、公务用车、公权

决策等内容，都及时公布没有？”
“都公示了的。”
检查组工作人员一边询问一边来到

该单位的公示墙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该单位公示的“班子成员”一栏里，赫然
写着“道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

再仔细一看，“公权监督”需要公示
内容中的重大部署、纪律建设、审查调
查、责任追究、三会一课、其他、公务经
费、公务用车、公务用房、公权决策、公共
资源、公共工程、公开事务、公开通报、风
险防控等15项内容， 完全复制了县纪委
监委公示栏的内容， 甚至将该局没有的

“审查调查”职能，也写入其中。
如此照搬照抄让检查人员感到惊

讶。检查组迅速固定证据，并形成文字
和图像材料，“工作应付交差，公示栏建
设走形不走心， 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
一定要深挖细查。”

经查， 此公示栏本该由县文化旅游
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唐书全权
负责，但其为了省事，直接把内容设计工
作全部交由广告公司“代劳”。广告公司
由于不了解该局具体工作情况， 机械地
照搬照抄了廉洁机关公示栏模版。

“唐书虽然进行了多次审核把关，但
都只停留在表面，在最终设计稿出来时，仅
匆匆瞄了几眼，便草率认定符合要求，于是
‘孪生’公示栏出炉了。”办案人员表示。

针对该局在落实县委重大决策部
署、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打折扣搞变通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道县纪委监委
对处理结果进行了通报。 对临时主持工
作的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胡盛辉进行
提醒谈话，对唐书予以诫勉谈话，责令两
人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要求制定整改措
施，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

“以前很少有人仔细看单位的公示栏，
都以为只要有就行，不会看内容是什么。这
次教训非常深刻， 给大家带来很大的触
动。”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一位干部说。

荒唐的“孪生”公示栏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在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
场营销系副教授、案例开发中心主
任朱国玮的课成为学生心目中的
“爆款”。今年4月，他和人合作撰写
的教学案例“滴滴出行：改变中国
公共交通”被哈佛商学院和加拿大
毅伟商学院收入案例库，现被更多
世界知名商学院应用于课堂。

他的课为什么这么火？
10月31日， 记者走近朱国玮，

走进他的课堂，发现案例教学远比
你想象的更精彩。

1. 看着电影上了一堂
营销课

10月31日18∶45，湖南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教室，朱国玮在提前调
试设备。一名女生早就来了，这堂
市场营销的选修课，是她在课程平
台上“抢”来的。

教室呈U形， 六块黑板加三
块屏幕， 五排座位层层递高，每
个座位上有话筒。 朱国玮说这是
特意仿照哈佛商学院设计的教
室， 案例教学必须保证老师能和
每个学生双向交流。

19∶00，灯暗下来了，屏幕上开
始放电影《利欲两心》，讲述的是一
名美国橄榄球明星受伤告别球场、
靠预测球赛胜负闯荡纽约的故事。
朱国玮每放一个片断， 便请多名学
生复述。他抛出思考题，自然引出营
销学的知识点， 让学生们分享感同
身受的故事，总结应用建议，并附赠
面试注意细节。时长135分钟，老师
风趣幽默，学生踊跃发言，书本上的

知识和电影里的故事、 生活中的经
历、将来的职业有机结合，一环套一
环，令人紧张兴奋。

下课后，记者才发现，这堂课还
吸引了经济与贸易学院大一的邹昱
宁、文学院大二的陈语婕、新闻传播
学院大三的智巧怡。“朱老师的课有
魔力， 让人沉浸其中”“涉及生活的
方方面面”“对自己语言表达、 思考
问题和人际交往的能力都有提升”。

当天上午，朱国玮还给大四的
学生上了一堂《营销策划与案例分
析》课。这堂课，学生们玩得更嗨，
他们在分组拼出更高更稳定更美
观的乐高比赛中，竟然学到了研发
设计、市场调研、降低成本等营销
知识。

2. 从自发摸索到成立
案例工作室

上世纪80年代，案例教学传入
我国。2010年， 朱国玮才第一次接
触案例教学。

2005年，朱国玮从上海交通大
学管理学博士毕业回到湖南大学
任教。课堂上，他会和学生分享一
些他密切关注和研究的本土企业
的鲜活案例。2010年， 在全国的一
次管理案例大赛中，朱国玮编写的
快乐购的案例获奖，加拿大毅伟商
学院的教授前来讲课，朱国玮才第
一次系统了解案例教学，并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2012年他去美国做访
问学者时，自费到案例教学的发源
地哈佛商学院短期学习，回校就成
立了案例工作室。2013年， 他又到
案例教学成熟的加拿大毅伟商学
院学习。自此，朱国玮正式从以前

的案例片断教学跨越到课堂全案
例教学。

案例教学可并不简单。看电影
玩游戏只是形式，内核是案例与教
学完美结合。老师需花比传统教学
多3-5倍的时间选取案例， 并提前
发放给学生，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
了解、分析、调研、提出解决方案。
课堂上， 要掌控集体讨论的方向，
以免离题万里。 老师也需时刻跟
进案例。比如海底捞，2009年还没
进入长沙， 能给学生讲的是一些
营销的创新，2015年长沙有了第
一家后， 朱国玮会让学生先去尝
试，情景式教学，告诉学生观察企
业的方法。2019年，海底捞在北京
开了一家智慧餐厅， 朱国玮又从
AI如何改变餐饮企业来切入，引
导学生一次次拓展思维的密度和
深度。

与此同时，从2013年起，朱国
玮追踪“滴滴”5年，终于编写完成
了“滴滴出行：改变中国公共交通”
的案例，先后被加拿大毅伟商学院
和哈佛商学院收入案例库，全球发
行。这在湖南省商学教育中，尚属
首次。

现在， 朱国玮又在引导学生追
踪抖音、拼多多、名创优品等企业运
营。

3. 案例教学泽惠师生
和企业

朱国玮的案例工作室有一排
奖杯、奖牌，他最看重的是三块“毕
业生最喜爱的老师”牌匾。他全心
投入的案例教学，初心就是让“低
头族”抬起头来。

传统的教学，老师讲学生听，
教的是知识。一堂课，很难让学生
保持专注。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中
心， 学生从独立思考和集体讨论
中寻找答案， 课堂上的发言和小
组贡献都会计入学分， 提高的是
能力。

很快，朱国玮发现，案例教学
也让老师受益匪浅。 一次次重复
教学， 再敬业的老师也会有职业
倦怠。但采用案例教学不一样了，
老师就像一个充电桩， 你得不断
地充电，才能有料给学生。老师又
像课堂导演， 何时舒缓， 何时高
潮，每个片断都要设计好，逼迫老
师创新。

为让更多老师享受案例教学
的乐趣，从2014年起，朱国玮在全
校青年教师中推广。至今，他已培
训了100多名老师。现在，仅湖南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就有10多名
老师在实践案例教学。 他的案例
工作室也变成了一个智慧共享平
台，从本学院扩展到经济、金融、
贸易学院， 从岳麓山大学城扩展
到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大家在这
里充电、 共享， 又走出去传播推
广。 他希望把案例教学推广到湖
南所有商学课堂。

企业也是受益者。 在过去，老
师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互相争
夺时间，而朱国玮在教学中做了科
研，又服务了大批企业。他工作室
悬挂的媒体零售研究中心、中国时
尚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长沙市
电商协会的牌匾就是证明。

明年，朱国玮计划成立一个湘
商湘企研究中心，让案例教学泽惠
更多师生和企业。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