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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王田锐）记者今日获悉，第六届红
枫大学生记者节已于日前完成颁奖环节，
宣告落幕。

本届红枫大学生记者节，由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指导，湖南省新闻工作者
协会、湖南大学、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
广播电视台、湖南红网联合主办，湖南大
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承办，以“全
媒体时代的使命与担当”为主题。除了设
立图文类、音视频类、新媒体类六大新闻
作品奖项外，还设有十佳校园记者、十佳
校园媒体、校园媒体先锋奖，并特别增设

“校园优秀新闻报道扶持计划”。 自今年9
月启动以来， 活动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美国马里兰大学等178
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积极参与，共征集参
赛新闻作品985份、 参评优秀校园媒体
和优秀校园媒体人资料128份。最终，六
类38件参赛作品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中国传媒大学校报
等校媒获“十佳校园媒体”称号；来自清
华大学的丁欣然、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晨
曦等获“十佳校园记者”称号；“校园媒
体先锋奖”则颁发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校
报记者团。

178所高校985份作品参赛

第六届红枫大学生记者节落幕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纯意 杨晓行

“杨老师，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您帮
我还的银行贷款， 我一定会还给您的。”11月19
日，远在浙江务工的沅陵县筲箕湾镇用坪村村民
尹克宏，含泪给恩师杨太富打来电话。

这通电话后面，有一个暖心的故事。
杨太富是沅陵二中语文教师， 今年53岁，

因患尿毒症，现处于病休期。
11月8日， 在家养病的杨太富家里来了几

位“不速之客”，客人是省信用联社怀化办事处
巡回清收贷款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告诉杨老
师，他2016年为尹克宏担保的一笔贷款逾期未
还，作为贷款担保人，需履行相应义务。

尹克宏曾是杨太富的学生， 因种种原因辍
学，后在杨老师鼓励下走上创业之路，并小有成
就。但被朋友恶意欺骗，遭受牵连背负债务。

2016年6月，尹克宏回到沅陵老家筲箕湾镇，
决定投资养竹鼠。由于缺资金，尹克宏找到杨太
富，希望他帮忙担保，到沅陵农商银行贷款。杨老
师在2015年下半年已患尿毒症， 家里经济困难，
但仍毫不犹豫答应了，这令尹克宏十分感动。

有了杨老师担保，尹克宏很快拿到5万元贷
款，开始养竹鼠。由于经验不够，尹克宏养殖失
败，导致亏本背负债务，只好选择前往浙江务工。
祸不单行，尹克宏打工期间又患了脑膜炎。为了
活下去，他四处借钱治病。病情好些后，他想尽最
大努力还清债务，不连累恩师。

尹克宏一边抵抗疾病， 一边努力打工，每

月省下钱来用于还债，但还欠本金4.1万元。贷
款已到期，尹克宏收入微薄，无力还清。

杨太富与清贷工作人员一番交流得知，如
果贷款未还清， 尹克宏将留下不良诚信记录，
对其未来会产生很大影响。

“学生有难处，他欠的贷款我来还。”杨太
富沉默良久， 用哆嗦的手拨通了哥哥的电话，
“哥，真不好意思开口，不用你给10万元，你就
给我4万元，算我借的，我一定会还你的。”

原来，杨太富患尿毒症花光积蓄后，他哥
哥决定给他10万元治病换肾， 说治病重要，这
钱也不用还。 但不想拖累亲人的杨太富婉拒
了，但在这一刻，为了自己的学生，他毅然决定
向哥哥开口借钱。

接到弟弟“求救”电话，哥哥没有想到，身患
尿毒症的弟弟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还在想着学
生。拿到哥哥送来的4万元，加上自筹的1000元，
杨太富替尹克宏还清了4.1万元贷款本金。

“当初农商行贷款给尹克宏，是对我的信
任。人要讲诚信，我不会辜负这份信任。”杨太
富笑着对清贷工作人员说。

� � � � 3年前，他为学生担保5万元贷款创业，后来学生身患重症无力偿还。
现在，他自己因尿毒症举步维艰，仍向亲人借款为学生还清余款———

“学生有难处，他欠的贷款我来还”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小个头，身材瘦削，头发花白，戴一副
黑框眼镜，正埋头整理党建学习资料……
11月18日上午， 湘潭大学84岁的“组织
员”曾子其又在办公室里忙活起来。

在他身后， 立着一排书柜。 柜子里，
40多个笔记本分成班级、党建、社团三类，
上面记着1000多个学生的电话号码，以及
每日交流谈心计划等。 还有30余万字的学
生工作文章、100余篇党建文章、10万余字
党课讲稿，一摞摞叠得整整齐齐。

“曾老当了20多年义务‘组织员’，这些
都是他的宝贝。”湘潭大学兴湘学院党务干
部邓洁琼说， 曾子其坚持每年与超过100
名学生和学生党员交流谈心， 还指导大家
做支部工作计划、开展党建特色活动等。

今年3月，曾子其向94名学生党员写
了一封近2000字的“与你谈心交心”信。
10天内，94封回信放在了他的案头。

曾子其认为，大学生党员是党的事业
接班人。但他们年纪轻、经历有限，对党的
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因此，加强党性养成
教育，至关重要。

抱着这样的初心， 自1996年从湘潭
大学纪委书记岗位上退休后，曾子其作为
“志愿者”，主动“找”到班级、学生党支部
以及社团协会，义务当起了他们的“组织
员”和指导老师。通过交朋友、讲故事、聊
生活，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教育中，
把思想工作做到学生心坎里。

2016级政治学与行政学班学生许
栩，今年新担任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第三
党支部副书记。“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道
从哪里着手。”曾子其了解情况后，从抓
核心成员、抓分类管理等方面罗列近10
条党务工作方式方法， 帮助许栩有效开
展工作。

“曾爷爷年纪大了，写字时右手一直

在抖，但每一笔每一划都写得非常认真。”
许栩说，“如今，我们支部成了同学们学习
的好阵地，党员成了同学们的主心骨。”

兴湘学院党委书记颜文革曾多次收
到曾子其写给他的关于推进学生党建工
作的调研报告与建议。“坚定、坚信、坚守、
坚持，忠于党、为了党、服务党，这是指引
曾老前行的灯塔。”颜文革说。

“我入党已60年，虽然年纪大了，但
仍要履行党员义务、践行入党誓言。”曾子
其说。

从学生党建“四联系”工作法，到“全程
育人”计划，再到“‘三困’帮扶”模式……23
年来，曾子其边摸索边实践，先后指导110
个学生党支部、18个班级、8个学生社团的
党建工作，一步步教育引导学生学会学习、
做人、做事，爱党、爱国、爱人民。

近4年来，曾子其在“两学一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学生入党教
育等活动中， 先后给7000余名党员讲党
课，24份手写的党课讲稿改了一遍又一
遍。他讲的“坚定跟党走，做新时代党的可
靠接班人”“在党爱党为党永远在路上”等
党课，深受好评。

“他忙起来时，常常忘了回家吃饭。”
曾子其的老伴黄淑媛略带“责怪”的语气
说，“有时在子女家住了两三天，他就吵嚷
着要回来，说学校里还有学生等着他。”

言传身教，不令而行。这些年，受曾子
其影响，学校“组织员”队伍不断壮大。一
批“五老”骨干建立了20多个联系点，指
导学生开展主题教育；一批从事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的青年教师组建“宣讲团”，深入
学生寝室、班级、社团，讲述祖国“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故事；学生党员杨焱
钧、王雨婧主动组织同学，开展社会调查、
义务照顾孤寡老人……

“青春学识全奉献，甘为人梯白发增。
昼和青年话使命，夜梦学子勇直前。”这是
8年前，曾子其写的一首诗。他说：“为党培
育接班人，让他们真正有理想、有信念、有
担当，这是我的初心，是一辈子要努力完
成的使命。”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曾炜君 朱奕霖）11月18日，2019年
全省行政执法案卷集中评查工作在长沙启
动。省司法厅将组织对省直行政执法机关和
各市州政府按一般程序办结的行政处罚、行
政许可、行政确认案卷集中评查。

执法案卷评查是行政机关开展自我
监督的重要方式，也是规范行政执法的重
要抓手。 今年全省评查共分为两个步骤，
10月底前，省直行政执法机关、各市州政府
所属行政执法机关对本单位行政执法案卷

进行自查， 将自查报告和案卷目录报省司
法厅执法监督处。11月初，省司法厅根据报
送的行政执法案卷目录， 对每个被评查单
位随机抽取案卷进行评查。

此次评查实行百分制计分方式确定
成绩，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个等
次， 对评查中发现案卷存在重大瑕疵的，
将通过行政执法建议函的形式通知有关
行政执法机关及时整改。评查结果将纳入
2019年省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并在全省
予以通报。

全省行政执法案卷集中评查启动

11月19日，长沙市岳麓山
景区爱晚亭景点，红枫、银杏
勾画出麓山秋色美景。每年11
月份，在气温的“调色”下，岳
麓山进入层林尽染的最佳观
赏期，吸引各地的游客纷至沓
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麓山秋色美

爱国情 奋斗者

“组织员”今年八十四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人性化、科学化、合
理化的制度，刚性执行。”11月15日，作为党委
书记，苏玲第二次组织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的党
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你
也许想不到，两年多前，这所民办本科高校里，
党建基础十分薄弱， 已有五年没有党委书记。
现在，党建之花在这里灿烂绽放。

苏玲记得，2017年7月5日， 她被省委组织
部、省委教育工委选派，怀着“加强党对民办高
校的领导和管理”的使命感来到湖南交通工程
学院。“单枪匹马”从南华大学前来的她，通过
走、访、看、问、谈，发现了不少问题：体育馆女
厕所里窗玻璃透明， 却装着一台没用的空调；
开会通知8点半到，9点半人还没来齐； 教基础
课的老师工资比工科老师低一大截；领导层认
为工科建设和招生发展更重要，部分员工信奉
“谁发工资听谁的话”“为董事长打工”。

直面问题，整风肃纪。苏玲第一件事就是
抓会风。破除错误思想，强调“不管是公办，还
是民办，都是国办；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
外，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能例外；不管是营利
性，还是非营利性，必须始终坚持教育的公益
性。” 开党员大会，要求党员佩戴党徽，接受监
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整章建制，《党政联系
会议》《顶层设计研讨会》有规范，讲程序，不能

一人说了算。
建队伍、夯基础。苏玲大会小会讲党建工

作的重要性， 把思政课从基础课部里独立出
来，自己参与听课、督课、导课、评课，一步一步
艰难地为党务工作者、思政课老师、学生辅导
员争取权利。党务工作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和
党委宣传部、新一届关工委、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先后成立。思政课开起来了，首次对二级
学院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进行轮岗交流或公
开竞聘。对辅导员，不仅校内专题培训，还选派
参加省级培训，职称评定给予政策支持。

有了队伍，但在民办高校，董事长“一支
笔”。苏玲争取建立了党费专户，按时按新标准
缴纳党费，以用好每一笔钱、自己不领一分钱
的原则， 逐步争取了党建活动经费的审批权
限，2019年董事长还拨付党建经费150万元。

党的建设要融入群众中。苏玲开办“书记
接待日”， 开通“书记邮箱”， 走进每一个院
（系）、每一栋宿舍、每一间教室、每一个食堂，
与师生员工面对面交流。有一次，她走进一间
教室，却发现好些学生没来上课，原来是到学
校开办的驾校学车去了，她当即要求驾校不得
占用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她发现有少数老师
因收入低，以结婚、搬家、住院、代写论文为名
向学生“挖钱”，学生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要交
费，还存在奖助学金评定走关系等乱象。于是
推动学校出台《湖南交通工程学院规范对学生

收费行为的管理规定》《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奖
助学金评定细则》，对违反者，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已有三名老师被处分。

苏玲为师生不断争取权益。2018年学校第一
次举办了田径运动会。2018年底，学校召开了第一
次团代会、学代会；今年暑假，首次组织学生“三下
乡”， 学生称收获颇大。2019年春节学校第一次为
教职员工发放了过年物资（每人10斤鱼）和年终奖
（每人1000元）。 党建工作凝心聚力， 一学生病危
时，学校一天时间筹集到师生善款14万余元。

阵地管控好， 才能风清气正。 对课堂、论
坛、讲座、报告会、研讨会、网站、广播、橱窗、校
报等阵地，决不能给错误思想言论提供传播空
间和渠道。苏玲加强“红色网军”建设，24小时
进行网络舆情监测；加强学生信息员队伍建设，
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在QQ群里，苏玲发现一辅
导员发布耸人听闻的不实信息， 立即要求其撤
销并予以处分。歪风邪气打击了，正能量得到弘
扬。2018年，实现了学校大思政省级竞赛零的突
破，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民办高校。

这两年多太辛苦、太艰难，但她从没打过
退堂鼓，党性、良心和师生的期待鼓舞她前行。
看到学校老师爱岗敬业、风气好转、师生获得
感上升，董事长对她由不重视到肯定到大力支
持，并说“感谢组织给学校派来了一个好书记”
“书记是我最敬佩的女性”。她觉得一切的苦和
累都值得。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让党建之花绽放民办高校
———记南华大学党委委员、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督导专员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