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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工打造“家园式”服务平台
———访杭师大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黎青平

高校工会最大的作用应该是什么？
“目前很多人认为高校工会的工

作，更多地在自娱自乐、吹拉弹唱的
层面。 ” 黎青平说。

他认为，工会的作用应该被提到
更高层面上。 说到底，就是学校的主
人是所有教职工，要让更多的教职员
工像关心自己家一样关心学校，积极
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中来。

但是，如何让更多教职工关心学
校的发展和建设， 在现有机制下，怎
么入手是个难题。

黎青平认为， 要提高大家的兴
趣，首先要让他们知情，真正体现参
与而非走形式。

改变从制度入手。
2010年暑假，杭师大召开“双代

会”，重新修订了《杭州师范大学校务
公开实施办法》， 对原有的办法作了
修改，不但增加了公开的内容，也让
公开的方式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去年下半年，杭师大二级党组织

党务公开目录、杭师大信息公开目录
陆续在学校纪检网站公布。

“很多人开始去关注各类网上信
息，无形中提高了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 ”黎青平说。

民主建设重在“倾听”。
黎青平说，校领导和职工之间开

展有效的对话交流，听取大家的心声
很重要。 今年的“双代会”，学校特别
安排了三个半天，校党政班子专门听
取代表意见，研究意见、反馈意见。校
党委书记陈新华在“双代会”总结时
说，本次“双代会”是学校“双代会”有
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内容最丰富
的一次、建议意见最多的一次，也是
学校最重视的一次。

校长杜卫自立规矩，每学期定期
听取“双代会”代表意见，向代表通报
学校重点工作情况；学校还设立了每
月两次校领导接待日，教职工有任何
意见都可以直接到接待现场向校领
导面对面反映。

实践证明，制度是有效的。 2013

年， 学校主体搬迁至文一西路的仓
前新校区，许多教师由于路远，反映
如果晚上有课第二天一早上课有困
难。 学校马上要求后勤部门开辟教
工临时住房， 供需要过夜的教工廉
价使用，租金一晚35元，极大方便了
教师。

细微之处见真情。学校工会还建
立了二级工会舆情上报制度，开通工
会舆情信箱，每月搜集整理教职工对
学校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
向学校反映，三年来向学校反映教工
有效舆情信息近300条。

民主管理离不开“知情”、“倾听”

参与校务很关键的一环， 就是要提
高教职工参与学校建设和管理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工会自身建设显得颇
为重要。

2011年， 杭师大创新成立了专门的
工会工作研究会，每年组织专家精选、凝
练课题研究指南， 研究会理事会成员和
校工会部分会员积极申报、 承担了相关
课题的研究工作。 三年来， 形成相关论
文与调研报告40余篇， 公开发表其中三

位会员的研究成果，还编撰了两本论文集。
这些论文与调研报告涉及高校管理、

师德建设、教工工作生活、教工权益、教工
身心健康等方面的问题。“通过研究会的调
研和报告， 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到我们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也促使工会更好地
开展工作。 ”黎青平说。

目前， 理事会部分成员已经申报了第
三届工会工作研究课题， 研究工作正在进
行中，拟定于2014年11月上旬收稿。

“吹拉弹唱”是工会工作最基本的组
成部分之一，多以职工自娱自乐为主，但
在杭师大工会， 他们的业余俱乐部却以

“专业”著称。
2000年， 杭师大成立学校教工俱乐

部，时至今日已有合唱团、形舞、摄影、乒
乓球、羽毛球、游泳、足球、桥牌、钓鱼等
各类教工俱乐部25个， 近千名教职工活
跃在各个俱乐部。

全省高校“祖国万岁”合唱比赛获特
等奖；杭州市第七届“发歌天堂”声乐大赛
获金奖； 省教育系统排舞比赛获一等奖；
桥牌队在省高校甲级队多次位列三甲；杭
州市教职工羽毛球比赛获第一名……

现在， 杭师大有三分之二教工俱乐部
经常参加校外演出、 上级工会组织的比赛
和校际间的竞赛交流等活动。在省、市教育
工会举办的合唱、排舞、桥牌、羽毛球等各
类文体比赛中，杭师大工会成绩显著。

当然，对于工会俱乐部来说，参与显得
更为重要。“质量高很好，但我们也要保证
参与的数量，不能曲高和寡，无形中拉高了
门槛就失去了意义。 ”黎青平表示。

去年一年，依靠工会俱乐部的力量，学
校先后组织开展了40多项全校性系列活
动，如乒乓球、羽毛球、划船比赛、新校区全
民健身走、集体劳动等，共有 1万多人次参
与了各项竞赛与活动。

上班时，学校也是一个大家庭。
黎青平认为， 杭师大工会最重要的

作用之一，就是在教职工成长、发展过程
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09年初， 学校成立了女教授联谊
会，其中，“青蓝计划”是联谊会最具特色
的“传·帮·带”结对活动，根据双向选择、
自愿结对的方式， 结对女教授从师德养

成、教学完善、科研促进等方面为青年教
师“量身定制”了个性化培养计划。

至今，“青蓝计划”已开展了5批，女教
授结对的青年教师共有52名，颇显成果。

教授白莉结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青
年教师王晓燕，一起带领杭师大的学生在
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全国大运会等赛事中
取得冠军；教授马雪芹和青年女教师刘婷
婷结对，帮助其取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的青年项目，并顺利结题。

除了个人发展，职工在生活中遇到困
难，工会也会在第一时间嘘寒问暖。

学校采购中心一名患精神疾病的周
老师，25年来住院于市第七人民医院上城
区康复分院。 由于身边长期没有家人照
料， 学校工会一直关心着他的身体情况，
一旦有什么问题， 医院都会直接联系学
校，学校成了他可靠的后方。

“工会研究会”促自身建设

人人参与体验“家之乐”

真情贴心感受“家之暖”

记者 郑超
通讯员 高海伟

24个二级工
会，2400多名在编工
会会员，1000多名非
编入会人员……杭州师
范大学工会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大家庭。

为职工打造“家园式”
服务平台， 是杭师大工会
最温暖的目标。 多年来，围
绕中心工作， 学校工会在
民主参与、权益维护、自身
建设、职工教育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和创新尝
试。

近日， 记者专门
访问了该校党委副
书记、 工会主席
黎青平教授。

合唱杭州师范大学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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