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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实习生 倪慧颖
通讯员 邓跃 周彩丽

“关于青年学生思想工作，我奉行三句
话：为学生考虑；用心做事；因材施教……”
今年80岁的曾子其，曾是湘潭大学的一名老
师，退休已经19年。

19年， 曾子其先后志愿辅导了12个班
级、21个学生党支部， 资助贫困学生352人，
给学生们上了1000堂党课， 与176名大学生
入党积极分子一对一谈心。

在曾子其的办公室里，34个笔记本，分
成三类：班级、党建、社团；960个学生的电话
号码， 记在泛黄的小本子上；30余万字的学
生工作文章，厚厚一摞叠在书柜里……

这些，见证了一位有57年党龄的老党员
在青年学生中“播种信仰” 的坚持与执着。

耐心细致把思想工作
做到学生心坎上

2014年春节，曾子其按惯例逐一给留校
学生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困难。贺富川是其
中一个。

贺富川的母亲2013年过世，家庭极其贫
困。他靠助学贷款生活，一学期挂科三门，晚
上睡觉白天打游戏，很少跟同学交流。

曾子其心中焦急， 给贺富川发信息、打
电话、约他出来聊天。3个月后，贺富川主动
给他发信息：“苦寒之人承蒙您的关照，万分
感激。”

在曾子其建议下，学校给贺富川发放了
临时补助金。贺富川状态好转。他高兴地告
诉曾子其，自己找了送外卖的兼职，班级一
等助学金的名额给了他，没及格的三科已通
过两科。

贺富川只是曾子其帮助的无数学生中
的一个。19年，曾子其共争取助学金75万元，
先后资助352名贫困大学生。 曾子其给自己
布置任务：每周至少与学生谈话4次，给10个
学生打电话……据不完全统计， 退休以来，
曾子其找学生谈心3900多次，给学生打电话
9900余人次。

学生愿意接受曾子其的教育，在于他以
心换心， 耐心细致把工作做到学生心坎上

去。学生吴文博随口说了个回家时间，曾子
其记下了， 到那天给他打电话询问安全；他
记下挂科学生的补考时间，提醒他们抓紧时
间备考；学生感冒了，他发短信，提醒他们吃
药，多喝水。

2004级编辑出版学班学生是湘潭大学
开设该专业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曾子其与
班主任一起辅导他们。把学生叫到家里吃饭
聊天，节假日给学生发祝福短信，请英语专
业研究生给学生辅导英语四级考试，给学生
讲职业规划……

这是曾子其的“全程育人”计划———作
为志愿指导老师，全程参与大学生四年的学
习生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做人、做事。以
这种形式，曾子其共辅导了12个班级。

“讲100句，学生能听进去10句，
我就开心了”

毕业多年的莫志晖，一直都和曾子其保
持着联系，有什么烦心事，他都会回到学校
勤人坡走一走，和曾子其老师聊一聊。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觉得现在的
岗位好像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2002年刚
毕业的莫志晖在机务办工作，成天和笨重的
机器设备打交道，到学校找曾子其倾诉。

曾子其微笑地看看莫志晖，讲起自己的
故事：“1962年，我调到衡阳地委工作。地委
干部需要下基层，而且必须去最偏僻最穷的
农村。干农活没有牛，靠人拉犁。地委干部去
拉犁，你说委屈吗？条件艰苦的地方，就是锻
炼你才干的地方。”

莫志晖听了曾子其的话， 受益匪浅。通
过实干，如今的他已经成为广铁集团的一名
中层领导干部。

讲故事， 是曾子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
育、信仰传播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2011年12月9日， 曾子其在与17名发展
对象进行入党前的谈话以后，特地给每人送
了一本党章， 并嘱咐他们写学习党章的心
得。

公共管理学院一名学生写道：“作为一
名预备党员， 在此之前我从未认真读过党
章，对此我感到羞愧。”

竟然还有学生党员没读过党章？曾子其
又找来十个学生党员聊天。

“我给你们一人送半本党章。”“半本党

章？”学生面面相觑。
“党章2.5元一本，10本是25元， 一半是

12.5元。”说着，曾子其掏出12.5元钱放在桌
上。

学生不解其意。曾子其说：“10本党章我
不是送不起， 一本党章你们也不是买不起。
你们是党员！不读党章不懂党章算合格的党
员吗？送半本是要你们认识你们的责任与义
务！”

退休19年，曾子其指导了21个学生党支
部，写了26篇党建文章、10万字的党课讲稿，
给学生上了1000堂党课， 与176名学生党员
发展对象进行入党前谈话……

“退休了最富裕的就是时间，牺牲一点
钓鱼、旅游的时间，找学生谈谈心聊聊天，讲
100句，学生能听进去10句，我就开心了。”曾
子其说。

“需要自己的地方
就是体现价值的地方”

一名退休教师来做这些工作到底图什
么？

在曾子其看来，大学期间理想信仰很关
键，学校有学生党员近7000人，学生党支部
150余个，学生有困惑、有迷惘，自己有责任、
有义务去做一些事情。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退不退休都一样，正如火车需要螺栓，需要
自己的地方，就是体现价值的地方。

1996年曾子其刚退休之初，恰逢高校毕
业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 很多东西有待建
立。学校的学工部门想到了基层经验丰富的
曾子其。作为一名退休教师，曾子其毫不犹
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联系招聘单位、组织开展就业指导和讲
座，很快，曾子其对如何更广泛地获取就业
信息，帮助学生顺利就业，摸索出了自己的
一套方法，一手创办了《就业指导通讯》并主
笔编撰了279期， 为学校开展就业工作提供
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2004年， 曾子其找到湘大退休教师欧阳
仁寰、尹子立、曾强，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全
程育人”计划。在曾子其的带动下，现在全校共
有老同志的学生联系点39个， 其中学生班级
20个，学生社团5个，学生党支部14个。

曾子其说，他想活到100岁、为党工作到
100岁！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王曦） 8月
24日晚10时50分，公安民警在龙山县洗车河
镇老洞村一村民家中，将龙山“8·22”恶性杀
人案犯罪嫌疑人汪文生抓获归案。

湘西龙山“8·22”恶性杀人案发生后，引
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副省长、公安
厅厅长黄关春指示在全力救助伤者的同时，
要求调配充足警力缉拿凶手，并派出分管刑
侦工作的副厅长李介德迅速带领刑侦、法医
专家连夜赶赴现场和先期到达的自治州委
书记叶红专等指挥侦破、救治和善后工作。

警方第一时间调集公安民警、武警官兵
近1000人，分成卡点、现勘、安保、警犬、媒体
接待等8个组， 迅速设卡堵截， 开展相关工
作。共设置28个卡点，在周边34个村部署警
力，通夜开展围捕，对犯罪嫌疑人汪文生社
会关系人进行排查。 省公安厅连夜调集常

德、张家界、怀化及全州11只工作犬分6个小
组参加追踪搜捕。 公安机关悬赏10万元，发
动村民提供线索，并广泛张贴通缉令，公安
机关已布下天罗地网。

8月24日凌晨4时50分许，离案发地点约
5公里处的一村民遇到一名40多岁的男子跑
到村医务室门前，要水喝、要东西吃，还要上
药。村民给了他一点东西后，马上打电话报
警。指挥部立即调集警力，向5公里外的地点
迅速集结，缩小口袋，全力开展搜捕工作。

8月24日晚10时50分， 参战民警在龙山
县洗车河镇老洞村一村民家中将犯罪嫌疑
人汪文生抓获归案。

目前，该案三名重伤者由于得到及时救
治，均已脱离生命危险。死者家属均得到政
府及时妥善安抚安置。当地社会治安已恢复
平稳。

“活到100岁、为党工作到100岁”
———湘潭大学退休教师曾子其坚持19年在青年学生中“播种信仰”

龙山恶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8月25日，长沙市芙蓉区都正街，市民走在麻石路上感受历史文化气息。当天，全长314
米的都正街历史文化街完成外观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于振宇 曹
辉）今天上午10时24分，湘潭市消防支队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易家湾镇政府对面一建
筑物顶棚发生火灾。 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
先后调集昭山、岳塘、特勤中队3个中队，6台
消防车，共39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 经参战
官兵的全力处置，火势得以及时扑灭。

10时30分左右，昭山中队消防官兵到达

现场，经现场勘察询问得知，起火建筑为中
建会展中心，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起火
部位为建筑顶部隔热层纤维材料起火，内部
阴燃，无明火，现场烟雾较大。 经过消防官兵
3个小时的扑救，13时30分，建筑顶棚内部阴
燃基本被扑灭，现场浓烟全部消散。

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起火
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湘潭中建会展中心发生火灾
无人员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