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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邓崛峰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他从事辅导员工作11年，服务的
毕业生累计2万多名； 他情牵校企联
合培养人才，走访、调研、接待用人单
位4000余次， 收集了3000多张企业
名片， 推动建立就业实习基地57家；
他为了让学生的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在工作中求新、求变，把全部精力投
入到学生工作中……

他就是长沙理工大学辅导员蔡
湘粤。

“深入到学生中去，用
实际行动去关心他们”

蔡湘粤自进入长沙理工大学城
南学院工作开始，在带班辅导的同时
兼任学院的就业干事，11年没有离开
过这个岗位。 每年要服务2000余名
毕业生，还要负责所带班级的思想教
育、日常管理、职业规划。 在爱人眼
中，蔡湘粤就像一只一年到头转个不
停的陀螺。

“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工作方式。
做好一名让学生认可、愿意交心的辅
导员， 最重要的是深入到学生中去，
用实际行动去关心他们。 学生认可
你，你才能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为
了更好地了解学生、陪伴学生、引导
学生，蔡湘粤经常晚上在学生宿舍和
办公室住，多的时候一天到学生宿舍

三四次， 与缺乏学习兴趣的同学谈
心，和对未来迷茫的同学聊天，帮助
学生一起整理内务卫生，陪着学生一
起上课一起实践一起找工作，一起探
讨个人的理想、行业的需求、祖国的
期待。

蔡湘粤接手学院建筑系08级学
生时，发现很多学生觉得大学即将过
去，学习开始懒散，于是大力开展学
风建设活动。 他深入宿舍，帮助学生
制定相应的学习方案，取长补短实行
一帮一， 很快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
围。 在2012年的考研录取结果出来
后，蔡湘粤惊喜地发现，一个寝室4个
男生均考上了研究生。那年他所带的
建筑专业两个班67人，有66人找到了
满意的工作或者是考上了研究生。

有一年，桥梁专业学生魏胜在找
工作时面试了20多场都连续碰壁，自
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脾气变得越
来越焦躁， 连找工作的意愿也没有
了。 蔡湘粤知道后，立即赶到魏胜的
宿舍，了解到其实他成绩不错，只是
急着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心情迫切，每
次到面试时就紧张得说不出话，导致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蔡湘粤从心理疏
导到面试模拟迅速制定出了一整套
帮扶方案。 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后，
又陪他去参加企业面试，现场给企业
代表介绍他的特点与优势，最终顺利
签约。

如今，蔡湘粤带的第一批毕业生

很多到现在还习惯找他聊天，谈工作
和生活中的事情。蔡湘粤说：“这种信
任感成就感，在我看来，比什么都有
意义。 ”

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
都是“天大的事”

蔡湘粤的办公桌上摆着两本沉
甸甸的大文件夹，里面全是用塑纸卡
好的企业名片，3000多张，还有厚厚
一沓没有来得及收纳的名片整齐地
堆着。

这是这些年他为了进一步推进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密切与用人单位交
流，沟通感情，传递信息的见证。

每年寒暑假， 蔡湘粤利用这些时
间来加强和企业的沟通与联系甚至直
接前往企业拜访。 2011年，蔡湘粤在一
次调研中，与时任浙江交工集团一公司
人资部经理周建林进行沟通，获悉企业
因为业务扩展和转型要求， 对学生英
语、计算机水平、专业基础知识、实践动
手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等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并且表示企业需要一些实习
生。

蔡湘粤马上给校院领导进行汇
报。不久，学校开展深入调研，结合企
业和社会发展对应用型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的新要求， 加大实践教学力
度，甚至直接把实践教学课堂设到了
企业，大大缩短了学生毕业后岗位适
应的时间。

此后，蔡湘粤每年都会带上学院
学生的实习日志等相关资料，有针对
性地走访5到6个重点区域、选择50到
60家重点企业。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
所在学院的实践基地从10多家扩充
到57家，遍布全国各地。

每年9月到次年6月，是校园招聘
时间，也是蔡湘粤最忙的时候。“没有
固定休息时间，随时待命。 ”在他看
来，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都是“天大
的事”。一次恰逢春节，一名学生的报
到证急需改派，需要新的协议，他连
夜从老家衡阳赶回学校，帮其把所有
资料办齐全。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
业”， 是蔡湘粤开展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和就业创业指导的根本遵循。

2015年，学生曹书豪来到蔡湘粤
办公室咨询就业问题。 蔡湘粤告诉
他，人生往往有很多的选择，有些人
选择了大城市的繁华，有些人选择了
小城市的安逸，有些人到了最艰苦的
地方去拼搏， 最主要的是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现在，曹书豪已经成为新
疆阿克苏依希来木其乡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

“我们本来就是人梯。为国家培
养和输送更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 让每一位学生的
梦想飞得更高， 走得更远。 这就是
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 ”蔡湘粤
说。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姚婉

一头是筹建中国生态中华鳖
第一园，一头是打造中华鳖种苗繁
育基地，同时，原来的两个基地也
正在扩大养殖规模……这段时间，
“河洲甲鱼”品牌缔造者、有着“甲
鱼王”之誉的王国顺真是累坏了。

“没办法，停不了呀。 我得对企
业和品牌负责，为1373户合作农户
谋划更长远的路。 ”4月13日下午，
记者采访他时，46岁的王国顺满脸
憔悴，他刚从医院做完腰间盘突出
理疗，回到办公室埋头修改文案。

31年来， 王国顺靠着诚信，从
一名乡村鱼贩成长为知名企业家。
自从获评“诚实守信·湖南好人”
后，他已习惯接受媒体的采访。 但
这一次，王国顺并未常规式地讲述
一路创业的艰辛和收获，而是指着
办公桌前的一幅《悟》字的形意书
画，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人活于世，就是一场修行，很
多事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感悟。 ”王
国顺说，“诚信” 一词与商人挂钩，
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理解为
单指经营方面。

的确，在商界，王国顺是“诚信
换金”的典型。 15岁辍学后，他借来
30元钱做本金，当起了鱼贩子。 一
路靠着诚信经营，王国顺的生意做
得风生水起，1993年， 他将经营重
点转向甲鱼。 当时，很多人为牟取
暴利，动起了歪脑筋，养温室甲鱼、
吃催生饲料， 甲鱼品质急剧下降，
消费者越来越不放心。

为了舌尖上的安全，王国顺斥
资80多万元，在家乡建起了优质的
中华鳖种鳖养殖场，并探索出“六
优”生态养殖标准，让洞庭湖滨的
甲鱼走上了品牌发展之路。

“不仅为甲鱼正了名，更体现
了企业家对这一产业的反思和救
赎。 ”湖南文理学院一位农学教授
如是评价他。

2012年8月， 一名养殖大户找
到王国顺， 想要一次性购买3万只
纯种中华鳖种苗，这可是一笔不菲
的收入。 但王国顺毫不迟疑地道出
实情： 基地里没有足够数量的幼
鳖。 要知道，如果以次充好，他完全
可以在几小时内凑足货源。 这些
年， 王国顺从未拖欠过一分钱货
款，也没给合作商提供过一次劣质
产品。

对于“诚信”，王国顺有自己的理
解，即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王国顺坦
言，自己能坚守如初，只因源于一个
根，就是父母身体力行的谆谆教诲。

忍着腰间的疼痛，他跟记者讲

述了一件童年往事。
1982年的一个雪夜，9岁的王

国顺被敲门声惊醒，他看到两名乞
丐被父母迎进了门。 当晚，将床铺
让给“客人”后，父母在柴火堆上蜷
缩入睡。 王国顺怎么也想不通，次
日天未亮， 他将两名乞丐赶了出
去。 母亲得知此事后，罚他面壁下
跪。

“儿呀，他们是可怜的人，我们
把床铺腾给人家，也只是做了一时
的好事。 但行善积德，却是一辈子
的事呀。 ”母亲的一番话，令王国顺
醍醐灌顶，他渐渐明白了父母的良
苦用心。

“他们的大爱，就是我一生追
求的境界。 ”说这话时，王国顺眼眶
湿润，父母离去20多年了，那一幕
却恍如昨日。 无论工作多忙，身在
何处，每年春节、清明，他都会回到
老家， 在父母的坟头祭奠、 静思。
“要是对父母的养育之恩都打折扣
的话，诚信从何谈起！ ”

事业有成后， 王国顺不忘乡
情，回报桑梓。 2011年，他成立了鼎
城区河洲龟鳖专业合作社，对入社
成员实行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和产
品回收，如今合作社产值近8亿元，
全省有5000多名养殖户在他的带
动下致富。

近年来，王国顺还发起成立了
十美堂镇爱心基金会，赡养近20位
贫困的孤寡老人，资助寒门学子30
多名，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
温暖。 在他的感召下，家乡名流纷
纷加入爱心大军，目前共捐献善款
上百万元。

就是这样一个感性、简单的鱼
贩，凭着内心的执拗，坚守初心，在
诚信的路上踏实前行，为生态甲鱼
产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片赤诚。

■记者点评

从一名乡野鱼贩，成为中国生
态甲鱼行业的佼佼者，王国顺一路
走来 ，吃的苦头 ，是常人难以想象
的。 但难能可贵的是，31年商海浮
沉，他坚守初心、矢志不渝，仍是乡
亲们心里那个脚踏实地的 “顺伢
子”。

“和秤杆子打交道 ，定以诚信
为本。 ”15岁从商时，他就作出了这
一承诺，并千金不换。 如今，拥有上
亿元的财富和蒸蒸日上的产业，王
国顺仍穿着朴素 、平易近人 ，总拿
父辈们的艰苦生活对照自己。 正是
这份纯朴 ，让他活出了真我 ，收获
了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快乐，反哺
家乡百姓的欣慰, 用诚信书写了自
己光彩的人生。�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通讯员 喻玲 记者

左丹）试穿民族服饰，品尝民族美食，参观民俗
建筑，触碰各种乐器带来的不同手感，体验民
族礼仪习俗……4月16日， 长沙理工大学第四
届民族文化节在该校汀香园广场举行，该校汉
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等11个民族的学生在广
场上，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村”，展示了独
特的民族风情。

“民族文化节”是长沙理工大学少数民族
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一项品牌活动，也是最
受学校师生欢迎的校园文化活动。本届民族文
化节以“民族一家亲，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借
鉴我国“大群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搭
建了“民族村”，同时还增加了民俗建筑、民族
乐器和民族手工艺品体验区，师生们通过品民
族美食、听民族文化故事、弹民族乐器、试穿民
族服饰的方式体验和了解民族文化和民俗礼

仪。
该校负责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工作的木拉

迪老师介绍，这些活动都是少数民族同学在学
校支持下自己组织筹办的，“民族特色的食品
像塔米尔、撒子，还有服装、挂毯、手工艺品以
及藏族学生的碉房，都是各民族同学从家乡采
购或者自己动手制作的，他们想要更多地还原
真正的民族风貌。 ”

在民族文化节上各民族学生还进行了民
族舞、民族乐器的现场表演。 近年来，长沙理工
大学通过宣传展示民族文化，增强了各民族学
生的文化自信， 学生们通过文化互相了解，互
相帮扶，营造了浓厚的民族交流氛围，培养了
以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切糕王子”阿迪力、湖
南省励志成才学生典型努尔飞叶、学校自强之
星木拉迪、祖丽胡玛尔等为代表的优秀少数民
族学生。

让学生梦想飞得更高
———记长沙理工大学辅导员蔡湘粤二三事

小小“航天罐”
专门“喝”污水
4月17日，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星沙工业园区，技术人员
在装配“航天罐”污水处理产品。该产品
为最新研发的农村户用型污水处理一
体化设备，占地面积小，可利用太阳能
供能供电，污水经设备处理后出水水质
可达到Ⅰ类标准。 目前，首批300台即
将投入试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素琴 摄影报道

试穿民族服饰 品尝民族美食
长沙理工大学举办民族文化节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王国顺：
在诚信的路上踏实前行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于
振宇 ）日前，长沙市天心区委原副
书记、 区长谢进涉嫌受贿一案，经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邵
阳市人民检察院向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谢进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
护人的意见。 邵阳市人民检察院起
诉书指控：2005年至2018年， 被告

人谢进利用担任长沙市望城县财政
局局长，望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长
沙市望城区委常委、 副书记、 副区
长，长沙市天心区委副书记、区长等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
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 通过其
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
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并为黑恶势
力充当“保护伞”，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湖南检察机关依法对谢进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