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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用心浇灌学生成长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辅导员吴锦菲事迹材料

一、个人简历

吴锦菲，女，汉族，中共党员，1991 年 8

月出生，2014 年 7 月毕业留校担任专职辅导

员，硕士在读。曾担任 12 食品科学与工程、

14 园林、15 林学、15 环境科学、16 环境科学

班级的辅导员、园林支部党支部书记、园林林学党支部书记。

二、工作情况

2014 年 7 月，吴锦菲同志怀着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热

爱与憧憬，留校担任专职辅导员。四年来，她工作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时刻以“身正为范，德高为师”提醒自己，被学

生亲切地称为“菲姐”；在日常工作中一贯坚持“亲力亲为”，

一把尺子量到底，广受师生好评。从学生到辅导员的角色的

快速转变，得益于本科毕业便留校担任专职辅导员，所以她

特别能理解在校大学生对辅导员的期盼，深感责任重大，很

珍惜这份工作。

（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新生还未入学，她就认真翻看学生档案了解学生的家

庭情况及个人特长，以便给予学生针对性的帮扶。2015 年 9

月，通过查阅新生档案，了解 15 环境科学夏玉倩同学为孤

儿，主动告知其针对孤儿的政策，帮助其申请减免学费；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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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了解到 16 环境科学一位男生父亲被确定为癌症晚

期，但该生开学初并未申请贫困生认定，特帮其申请学校临

时困难补助，获得 1000 元资助。她努力确保每位学生都能

安心在校学习，在学生迷茫时给予指导，使他们找到努力的

方向；在学生受挫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他们心灵的

安慰。

因为专职辅导员所带学生多，日常事务繁杂，学生的情

况无法完全牢记于心，她特整理学生信息档案表格作为“内

部控制”，随时更新完善学生信息、表现，确保无论何时何

地，都能迅速查到学生的信息及成长过程。

除了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及困难，还

利用大一学生上晚自习的机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一

起学习，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为了更好的了解学生的专业

及课堂表现，也经常到教室旁听，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学习状

况。

吴锦菲始终坚持以德育人、立德树人，始终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把德育、感恩教育贯彻到各项工

作的始终，以实际行动引导学生的言行，做学生的好“德育

导师”。2018 年 5 月被学校推荐申报 2017 年度安徽省“百

名优秀学生资助工作者”。

在其他人的眼里，也许她只是一位普通的辅导员老师，

一位常年加班加点的不肯离校的辅导员老师，但是对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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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尤其是那些身处困境的学生，她给予了他们家人般的

温暖。她信任每位学生，看好每位学生，关爱每一个学生，

真心付出，不求回报，只要学生愿意，无论是本班的还是其

他班级的在学习、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都能在她那里得到支

持和帮助。

（二）因为理解，所以爱；因为爱，所以严。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虽然与学生打

成一片火热，但她对于学生的品质、学业成绩及能力却有着

较高的要求。她一直跟学生强调“学生的第一要义是学习”，

支持参加活动、比赛，也赞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兼职，但一切都是在不耽误学习的成绩下。她会“狠心”

将挂科的班委开除，因为班委任职前她就提了两点要求，一

是要服务同学，二是要起带头作用。

日常工作中，严格班级管理，倡导互帮互学；深入学生

之中，防微杜渐，无一人因严重违纪而受到学校处分，育人

成效初显。其中，14 园林毕业生 147 人，该班共有 62 人参

加硕士研究生考试，最终 34 名同学成功被录取，考研录取

率达 54.84%，其中被录取的党员有 9 人，占班级党员人数的

50%，最为可喜的是 17#201 宿舍四位男生均被录取。班级一

次就业率达 97.96%，2 人分别创办了南京秀匠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和黄山市锦洋园艺景观有限公司。班长孙伟获得国家奖

学金，并代表中国队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园艺项目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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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勇夺铜牌。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世赛园艺项目角逐，为祖

国争得了荣誉，为学校赢得了荣耀。

除了平时向授课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还积极有兴

趣的学生推荐到专业教师的科研团队，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学

习专业知识，为今后考研、工作做好积累。同时因为她本来

就是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学生，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

变，使她能更清楚的看到老师们的不易。她向学生指出老师

们年复一年顶着烈日炎炎陪学生度过绝大多数周末，从而使

学生从之前抱怨周末都是实验课程，到珍惜上课的时间，实

验实践课也是积极带头，形成了奋进的学习氛围，培养了吃

苦耐劳的精神。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的学生在新的高校获得

导师的认可，工作的学生获得单位领导的肯定。

（三）学生的成长是老师最大的骄傲。

社会实践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是凝

炼大学精神、传承校园文化的重要平台，是提升学生实践能

力、组织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的重要措施。

她支持、指导学生组织、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如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雷锋月活动、关爱老人志愿服务等，其中

14 园林二班获得全国 2016 年度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

识传播活动优秀团队。自 2016 年开始，所带学生作为主力

军参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用自己的专业科

技支农，加强大家的环保意识，其中“情系林农，爱在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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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获 2016 年全国暑期“三下乡”优秀团队。在参与基层

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使学生深入了解国情区情，经受磨练，

不仅激发了学生的爱心，还增长他们的才干。

如果说一个班集体的优秀是偶然，所带的班集体都优

秀，那么辅导员的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心血。吴锦菲前后共带

过 6 个班级，4 个班级均获得校文明班级、优良学风班级、

优秀团支部，15 林学班获得校文明班级 2 次、优秀团支部，

14 园林一班获校十佳团支部、优良学风班级、优秀团支部。

因为大学生活的特点，学生之间除了上课、实验，相互接触

的机会少，所以她注重运用团日活动和体育竞赛增强班级凝

聚力。她每学年初会给大一、大二的班级修改团日活动策划

书，跟学生一起讨论团日活动的形式及内容，在团日活动评

比、优秀团支部评比、十佳团支部评选过程会把关申报材料、

PPT、演讲稿，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学生，引导学生如何通

过比赛、观看比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她陪学生一起训

练，自己获校第 36 届田径运动会 35 岁以下组女子 60m 三等

奖、100m 二等奖，校第 37 届田径运动会 35 岁以下组女子

60m 第二名、跳远第二名。所带班级两年获得院排球赛冠军、

篮球赛冠军，部分学生连续四年参加校运动会，班级学生身

体素质好。

四年来，2 位学生获得第 44 届世界技大赛（园艺项目）

铜牌、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国家奖学金、黄山市五四青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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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校长特别奖学金，1 位学生获得第 44 届世界技大赛（园

艺项目）全国选拔赛冠军，1 位学生获大学生全国管理决策

模拟大赛国赛二等奖、省赛二等奖，1 位学生获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省一等奖，3 位学生获“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省银奖，1 位学生获“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省铜奖，1 位学生获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一等奖，5

位学生获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一等奖，获省“我为世

赛添光彩”景观设计竞赛金奖和铜奖，6 位学生主持国家级

或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多位学生参与国家级、省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四）不忘初心，继续努力。

除了班级日常管理、做好贫困生认定及奖助学金的评

定，连续三年负责学院的各类评奖、评优、资助材料审核、

汇总、系统填报、上报等工作。

在制定学院有关资助的量化评分表时，根据实际中产生

的问题提出建议，从《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量化评分表》（2014 年版）到《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国家助学金评定量化评分表》（2015 年版）、《生命与环境

科学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量化评分表》（2015 年版），最后

确定了《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量化评

分表》（2016 年版），使得学院资助工作体系不断完善。

担任园林党支部书记、园林林学党支部书记共 2 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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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党员 50 余人，组织学生党员赴黄山区谭家桥镇“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开展红色主题党日活动，召开志愿

服务分享会暨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学习会，与休宁县临溪中

学开展基层党建交流活动等。2017 年支部完成标准化建设，

述职评议考核获“好”等次。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在帮助、辅导学生的同时，她不

断加强自身学习，努力提成工作的本领，获得了心理咨询师

二级、三级，考取了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硕士研究生，

2015 年年度考核优秀，2016、2017 年民主评议党员均优秀，

校第九届辅导员论坛论文评选获三等奖，指导学生参加 2016

年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获二等奖，指导学生参加

2017 年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荣获一等奖，个人荣

获优秀指导老师称号，指导学生参加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获省银奖，

在《成才之路》发表论文《高校地方大学生保密教育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

三、所获校级及以上奖励

1. 发表论文《高校地方大学生保密教育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

2. 2015 年年度考核优秀；

3. 校第 36 届田径运动会 35 岁以下组女子 60m 三等奖、

100m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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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 年民主评议党员优秀；

5. 指导学生参加 2016 年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

赛获二等奖；

6. 校第 37 届田径运动会 35 岁以下组女子 60m 第二名、

跳远第二名；

7. 2017 年民主评议党员优秀；

8. 2017 年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获“好”

等次；

9. 校第九届辅导员论坛论文评选获三等奖；

10. 指导学生参加 2017 年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

大赛荣获一等奖，个人荣获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11. 指导学生参加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获省二等奖；

12. 作为第一指导老师指导学生申报 2017 年度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一项，2018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一项；

13. 参与 2017 年校级科研项目《高校辅导员情绪复杂

性的现状、机制及培养策略研究》；

14. 参与发表二类论文《肺炎链球菌耐药相关基因的表

达及其蛋白的纯化和功能分析》；

15.参与发表三类论文《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精

神信仰调查研究——以安徽某高校为例》。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2&recid=&FileName=HSXB201804020&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pr=&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2&recid=&FileName=HSXB201804020&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pr=&URL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