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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
大学生年度人物特刊

武汉大学 徐冶琼———

用职业能力为爱添翼

人物看点：
2013年，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辅

导员徐冶琼在辅导员职业能力的赛
场上一路凯歌———获得武汉大学、
湖北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一
等奖并在第二届全国高校辅导员职
业能力大赛中一举夺魁； 2篇博文
同时获评“2013年度全国高校优秀
辅导员博客评选优秀博文”， 诠释
了一名优秀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和综
合素养。

怀揣对学生最真挚的关爱、 对学
生工作最赤诚的热爱， 徐冶琼积极锻
炼沟通能力、 培养创新能力、 增强网

络素养、 提升文化素养， 并把这些能力
最无私地转化为学生工作的感染力和实
效性。 她建好、 用活博文、 微博、 微
信， 拉近了和学生的心理距离； 她面对
面、 点对点指导学生之外， 还积极为学
生提供“私人定制” 的个性化指导； 她
精心打造了“历史文化节”、 “学长
制”、 “新生训练营” 等学生工作项目，
让学生有了文化认同、 心灵归属。

在徐冶琼的积极参与下， 她所在的
集体也屡获佳绩， 先后获得“湖北省思
想政治教育先进基层单位”、 “武汉大
学学生工作先进集体”、 “武汉大学烛
光导航工程先进集体”、 “武汉大学先
进班集体标兵” 等荣誉称号。

徐冶琼， 用职业能力为爱添翼！

个人感言：
全国有数万在育人岗位上兢兢业业

奋斗的辅导员， 作为这支队伍中年轻的
一员， 能获得这项荣誉对我而言是莫大
的鼓舞与鞭策。 我庆幸自己能遇上这样
一个时代， 一个全员育人的时代、 一个
使辅导员有梦想有平台的时代。

感恩我的母校武汉大学， 就是在这
里， 我爱上了学生工作， 并深刻地知道
这是我想要全力为之奋斗的事业； 还有

我可爱的学生们， 相伴成长中给了我太
多的感动和支持。

学生的需要是我最强的动力， 学生
的认可是我最深的幸福， 学生的成长是
我最大的成就。 我愿携手更多学子点燃
梦想、 践行梦想！

学生印象：
徐老师是一个我们由衷佩服的“大

学霸” 和“学生工作达人”， 学生时代
的她做过学生会主席， 主修文学还通过
了英语专业八级， 曾在世界知名外企实
习； 工作后的她仍常泡图书馆、 撰写论
文、 和我们共同讨论， 力求找到更科学
有效的工作方法。

徐老师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
狂”。 她爱生如己、 兢兢业业、 尽职尽
责， 对学生亲切随和、 循循善诱， 对自
己却要求十分严格， 不放过工作中的每
一个细节。

私下里我们更喜欢叫她“徐姐”，
因为她更像一个姐姐、 一个朋友， 和我
们一起畅谈理想、 一起社会实践； 又总
在关键时刻为我们指点迷津， 是我们成
长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10级世
界历史试验班董晓婉

第六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特别报道———

学子青春记忆里最难忘的人

南京大学 李兴华———

让学生飞得更高更远

人物看点：
博士毕业后， 李兴华没有出国继

续做研究，也没有选择高薪工作，而是
决定留在她深爱着的大学校园， 当起
了几百名学弟学妹的辅导员。 6年的
辅导员之路， 李兴华凭借着自己对学
生工作的满腔热情，以谆谆叮咛言传，
以亲身经历身教， 积极开拓工作新模
式，全心全意地诠释着“良师益友”这
一职业使命。

6年来，李兴华以爱心之力，完善
“三困学生”帮扶机制。“不让一个学生
掉队”，是她的工作信念，她常说：“对
我，每个学生看起来都是几百分之一，
但对于他们每个人及其家庭而言，都

是百分之百的希望。”为了这百分之百的
期待，她真情关爱每一位学生成长成才，
帮助沉迷网络的学生重拾信心顺利就
业， 细心呵护患有心理疾病的学生走出
阴霾等等。6年来，李兴华以创新之举，帮
助学生高层次高质量就业。 为了帮助同
学就业，并提升就业层次和满意度，李兴
华探索出了一条就业指导专业路径，以
职业规划师的眼光， 对迷茫的学生开展
职业咨询； 同时设计个性化就业辅助档
案，对求职、出国、读研的同学进行分类
指导，学生初次就业率达到100%，有的
前往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著名高校深
造，有的拿到世界500强公司录用函。 6
年来，李兴华以责任之心，在学校和家长
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利用现代化通
信手段，建立网上家委会QQ群，每周固
定用两个半天与家长在线沟通， 定期召
开网络家长会， 甚至吸引了其他院系和
高校的学生家长慕名参与；她在人人网、
南京大学小百合BBS的工作博客发布日
志近2000篇，点击量超过47万次。

由于工作成效突出， 她荣获了江苏
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南京大学优秀
辅导员、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共青团优秀
工作者、优秀心理健康工作联络员、优秀
党支部书记、 最佳博客奖等多项荣誉和
表彰。

个人感言：
曾经有人问我，作为一名博士，是否

后悔当时放弃继续深造而选择了做辅导
员， 我的回答一如我选择这份工作的初
衷：“与自己在科研上的成就相比， 我更
欣慰我能为我的学生们插上理想的翅
膀，让他们飞得更高、更远！”作为本专业
的博士，我庆幸自己除了能在日常生活、
校园活动以外，还能在学术科研、专业技
能甚至生涯规划方面为学生给予更多针
对性的指导。 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和
选择，帮助他们发掘自身潜力，找到最适
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学生印象：
“李老师”，“兴华姐”，原来真的有人

可以将“良师益友”这个称呼演绎得如此
淋漓尽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辅导
员这份工作的热爱和付出， 很多人觉得
大学辅导员很轻松， 但如果你见过兴华
姐工作的样子，你就会知道，所有的认可
和荣誉都是实至名归， 只有真正热爱这
份工作，真正关心每一位学生，才能成为
这样一名辅导员， 成为所有她带过的学
生心目中最美的“兴华姐”！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2011
级硕士生张晓霞

（下转第十版）

哈尔滨师范大学 王敬国———

爱学生倾其所有

人物看点：
王敬国， 十年如一日， 奋战在学

生工作的第一线， 他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 他热爱学生， 全心全意。 他深受
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在同学们眼中他是成长道路上的
守护者。 他爱心呵护身患重度精神分
裂的女孩， 悉心照顾， 使她最终考取
研究生。 他不辞辛劳， 经历艰险， 不
远千里找回了辍学在外打工却误入传
销的学生， 用真诚的爱， 感化学生，
最终造就了哈工大的博士生。 他细致
入微， 及时发现学生反常， 风雪之夜
经历千辛找到服药昏迷的学生， 及时
送医不眠不休地守护了两天两夜， 用

爱挽回了年轻的生命。
他爱一切学生。 学生们都知道他的

手机永远都开着， 他的办公室灯总是亮
着， 那灯光记录的不只是一份坚守， 更
是对学生的爱！

在学生眼中他是激励学生， 攻坚克
难的勇士！他坚持十年开展励志教育，他
深知励志来源于对胜利的渴望， 他连续
七年组织编排大型团体操， 七个团体操
表演一等奖，5000名学生的励志记忆，
七年间他放弃了无数个与家人团聚的日
子， 为的是给挚爱的学生插上腾飞的翅
膀。七年间他挥汗如雨，呕心沥血，但当
他看到学生们获得了克服困难的自信和
战胜自我的勇气， 把优秀变成了一种习
惯，那种成就感使他告慰一生。

他坚持将自己钟爱的事业专业化，
2012年考取了教育部辅导员基地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 并于 《中国教
育报》 发表论文一篇。

他爱自己的学生倾其所有， 他爱他
的事业如痴如醉！ 这就是哈尔滨师范大
学辅导员王敬国。

个人感言：
辅导员是一名老师， 更应该成为学

生们的朋友。我非常热爱我的学生，愿意
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健康成长，顺利成才。

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虽然看起来这份
工作没有华丽的外表、炫目的形象，但是
它是丰富多彩的、充满挑战的，值得我为
之付出我全部的青春年华。

我在辅导员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
十余个春秋，自踏上工作岗位的那天起，
我心中始终牢记一个信念： 用真心去关
爱学生，用真爱去温暖学生，用真诚去感
动学生。 作为辅导员，必须以学生为本，
饱含高度的热情和责任心， 为学生的发
展竭尽所能。 辅导员工作肩负着立德树
人的神圣使命，她是我钟爱的事业，选择
了就没有后悔过。 我认为成为一名辅导
员就是成为了最幸福的人。

学生印象：
生活中， 他是我们的大哥哥。 他曾

经在风雪之夜找回服药昏迷的学生； 他
对年级里的少数民族学生照顾有加， 使
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学习中，他是我们的指路人。作为辅
导员老师，他经常深入课堂，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活动中， 他是大家公认的智多星。连
续七年七个团体操一等奖，5000名学生的
励志记忆，背后凝结的是艰辛和汗水。

———哈尔滨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1级本科生朱文建

清华大学 赵力蓥———

带着学生一起泡图书馆

人物看点：
他是对学生关怀备至的“赵妈”，

也是引导学生学习发展的“赵哥”，更
是以身作则、 引领学生思想的“赵老
师”———他就是赵力蓥，清华大学学生
政治辅导员中的一员。

他坚持关心“每个人”的成长，不让
任何一个人掉队。 从大一开始，他坚持
每学期与每个同学至少进行一次深入
交流，了解大家的近况、发展规划、思想
困惑，进而开展针对性的深度辅导。 他
用自己的奖学金给他的每个学生买一
本书籍，并在他们过生日时赠送。 想创
业的，他送《乔布斯传》；想出国留学的，

他送《中国国情备忘录》。从青春励志到性
格修养，从名人传记到职业规划，每一本
书都是根据获赠同学的不同特点或面临
的困惑而选，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解决同
学的困惑，辅导同学的成长。

他始终坚持以自己勤奋、 严谨的作
风影响学生。作为一名博士生，他常常带
着学生一起泡图书馆、上自习，为同学们
答疑解惑、营造良好的学风。“大鱼前导、
小鱼从游”， 在促使学生成绩进步的同
时，他也时刻保持着专业精进、在专业方
面成绩突出。

他注重思想引导， 助力学生成长成
才。他时刻关心同学们的思想动态，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当代青年的责
任感、使命感，并将这种思想引导融入对
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辅导当中。 他主动
联系校友资源举办模拟面试， 有针对性
地解决学生职业规划中的困难与困惑；
他以形象而具体的清华人、 清华事向学
生们传递“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清华
精神，鼓励学生将自己的“人生梦”与民
族的“中国梦”交织共铸。

个人感言：
在思想、学习、生活、科研等各个方面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引，是辅导

员工作的职责所在。这要求我们对深入了
解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点、 发展规划、成
长困惑。 和学生们朝夕相处，不仅让我对
大家有深入的了解， 更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爱与责任促使我必须做好任何一点一
滴的工作，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同时，
一肩挑科研学习， 一肩挑辅导员工作的
“双肩挑”身份，更激励我在这两方面都努
力做到最好，实现“双肩挑、两促进”，为学
生们树立榜样、发挥示范作用。

学生印象：
从大一入学直至我们毕业， 赵老师

始终和我们吃住在一起， 把我们全班八
十多个同学每个人的生活和成长都装在
心里，无怨无悔地付出他的时间、精力和
心血，只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明天，他是
我在大学中最敬重的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3级硕士袁
晓航

从赵老师的身上我时常能够感受到
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来自于他坚定的信
念、深沉的责任感以及严格的自我要求。
在他的影响下， 我也选择了成为“双肩
挑”辅导员。

———清华大学法学院2013级硕士
孙劼

高校辅导员誓词

我志愿成为一名高校
辅导员，

拥护党的领导， 献身
教育事业，

恪守职业规范， 提升
专业素养，

情系学生成长， 做好
良师益友。

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而努
力奋斗！

编者按： 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指导， 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研
究会和中国教育报主办， 新华网和中国大学生在线提供网络支持的

“第六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日前揭晓， 其中包括10名
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和40名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 此

次评选出的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是全国高校辅导员的优秀代表， 他们工
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线， 具有较高的职业能力和专业水平，
在为人师表、 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等方面具有突出表现， 广受师生好
评。 本报今天推出辅导员年度人物特别报道， 展示他们的魅力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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