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与学生共成长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辅导员柏晓辉事迹材料

一、个人简历

柏晓辉，男，汉族，1984 年 10 月出生，

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自 2014 年 12 月进

入黄山学院以来，一直担任生命与环境科学

学院生物技术教研室专任教师，从事《微生

物学》、《微生物学实验》、《生物安全与法规》、《生物学专业

英语》和《蛋白质工程和 PCR》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自 2015

年 9 月份以来，一直担任 15 生物技术班的兼职辅导员工作。

本人一直勤恳工作，无论是在学习、生活、思想还是平时的

琐碎事务上，都积极热情、全心全力地为广大同学服务，加

强对班级的管理工作，班级工作受到同学和老师的一致好

评。

二、工作情况

（一）创新管理方法，建立学生学习行为的长效机制

2015 年 9 月，本着对学生工作的热爱，柏晓辉选择担

任兼职辅导员工作。学生工作无小事，事事关系到学生的学

习、生活、成长成才。三年多的一线辅导员工作，本人始终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坚持以学生为本，凡事想着学生，



一切为了学生，他经常深入班级、深入寝室、深入课堂，了

解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情况，有针对性的为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尽职尽责，真心付出，用爱心、细心、责任心关爱着

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成才，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

长的知心朋友。

为加强班级的学风建设，本人创新班级管理办法，成立

以学习委员为中心所有班干部组成的课堂纪律督察组，对班

级同学的上课出勤、课堂纪律等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查

出问题学生，引导鼓励其努力学习。同时为加强班级学风建

设，对学生的管理实行“先严后松”循序引导培养法，努力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鼓励全班同学全面发展自己

的各方面能力；鼓励全班同学在大二学年继续坚持上晚自

习，对晚自习实习弹性管理，每周平均有四天晚自习。在该

措施的引导下，15 生物技术班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受到任

课老师和生环学院领导的一致赞扬，全班同学挂科率极低，

仅个别同学有个别课程挂科，且全班没有一位同学因挂科学

分太多而受到警告、试读或劝退处分。在 2016-2017 学年全

班学习成绩最低分为 73.90 分，最高分为 91.84 分；80 分以

上有 36 名同学，占全班总人数的 60%；90 分以上 3 名同学，

占全班总人数的 5.0%。在 2017-2018 学年全班学习成绩最低

分为 71.26 分，最高分为 92.57 分；80 分以上有 48 名同学，

占全班总人数的 80%；90 分以上 3 名同学，占全班总人数的



5.0%。因班级学风良好，连续两年被评为黄山学院文明班级。

（二）完善措施，切实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

落实“奖贷助勤”规章制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坚持让全班家庭贫困的同学都能享受到学校的各种

资助。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工作原则，将教育和

管理工作作为事关学院和学校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

本人常常深入学生中调查、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并为其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还在情感上给予贫困生更多的关

心，鼓励他们自信自强。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做好了各项奖助学金的评比申报工作，对学生的爱国

情、遵纪守法的行为、诚实守信，道德品质的优良、学习成

绩等各方面进行考核。做好院级校级奖助学金的评比申报工

作，实现零投诉，所负责班级没有一名同学因为经济原因而

影响学习和生活。

（三）竭力指导学生考研初试和复试，多名同学考入 985

和 211 高校深造

在担任兼职辅导员的同时，也注重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

和教学效果，入职将近 4 年以来已经连续 3 年教学考核获得

“优秀”；指导多名考研同学考入 985 和 211 高校学习深造，

名单如下：

年级 姓名 考取学校 是否为 985 或

211



2016 届 李仲康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985

2016 届 王仟伍 上海大学 211

2016 届 陈念慈 中国海洋大学 985

2016 届 胡鹏飞 江南大学 211

2016 届 童金柱 合肥工业大学 211

2016 届 卞立晴 浙江工商大学

2016 届 吴云波 浙江工商大学

2017 届 陈桂龙 上海大学 211

2017 届 吴海燕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985

2017 届 许丽萍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985

2017 届 王恒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985

2017 届 刘超 安徽农业大学

2017 届 曹思原 南京师范大学

2018 届 刘珊 上海大学 211

2018 届 汤敏 上海大学 211

2018 届 马文武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985

2018 届 徐芬芬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985

2018 届 韩丹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985



2018 届 朱悦悦 宁波大学

2018 届 刘晓梅 武汉大学 985

2018 届 陆翠翠 上海大学 211

2018 届 戴京京 江南大学 211

2018 届 曹芳 江南大学 211

2018 届 吕奎 江南大学 211

2018 届 段瑞 南京师范大学

（四）鼓励学生全面发展，提升综合素质

在加强班级同学学习管理的同时，也鼓励学生通过参加

各种活动、比赛或竞赛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15 生物技术

班级在 2016~2017 和 2017~2018 学年参加各类比赛获得校级

以上奖励如下：

知识竞赛获奖：

1.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校级二等奖——方茹月

2.高博杯英语单词拼写大赛一等奖——柯旺

3.校级百科知识竞赛优秀奖——黄兰兰

4.校级百科知识竞赛优秀奖——柯旺

5.校级数学建模比赛三等奖——何玲玲

6.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一阶段二等奖——何玲玲

7.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二阶段优秀奖——何玲玲

8.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一阶段二等奖——陈传玉



9.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二阶段优秀奖——陈传玉

10.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一阶段优秀奖——黄兰兰

11.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二阶段三等奖——黄兰兰

12.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一阶段优秀奖——徐学伟

13.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二阶段三等奖——徐学伟

14.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安徽赛区三一等奖——何

玲玲

15.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安徽赛区三一等奖——陈

传玉

16.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安徽赛区三等奖——黄兰

兰

17.校级安全知识竞赛三等奖——刘梦如

18.校级环保知识竞赛校级优秀奖——徐学伟

19.三维能力拓展大赛团队优秀奖——张梦雅

20.第十届“认证杯”数学中国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一

阶段二等奖——陈传玉，何玲玲

21.第十届“认证杯”数学中国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第二

阶段优秀奖——陈传玉，何玲玲

22.黄山学院数学建模比赛三等奖——陈传玉，何玲玲

23.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省级一等奖——陈传玉，何玲玲

能力实践类：

1.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一等奖——高腾



2.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一等奖——方茹月

3.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一等奖——花季

4.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二等奖——章萍秋

5.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三等奖——张丽

6.“阳光寝室”心理剧校级三等奖——王慢莉，高腾，

李德宝，徐学伟，刘玉清，孙春巧，濮梦圆

7.“学习杨业功精神，做德才兼备，勇于创新的大学生”

主题实践活动二等奖——王慢莉

8. 农行杯大合唱优秀奖——王慢莉，黄兰兰

9. 红旗颂大合唱三等奖——王慢莉，黄兰兰

10．摄影协会“此刻，听我说”演讲比赛二等奖——陈

凯凯

11.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三等奖 ——方茹

月

12.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三等奖 ——刘孝

莲

13.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三等奖 ——孙春

巧

14. 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三等奖 ——黄兰

兰

15.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安徽省赛区三等奖 ——黄兰

兰



16. 安徽省“维普杯——建策兴皖”二等奖 ——刘孝莲

体育竞赛类：

1. 黄山学院“青春动能，悦无止境”第六名——黄兰兰

2. 大一行知杯篮球赛第四名——柯旺

3. 大二行知杯篮球赛第二名——柯旺

4. 大一行知杯篮球赛第三名——罗晓伟

5. 大二行知杯篮球赛第六名——罗晓伟

三、个人主要荣誉及成果

（一）个人荣誉

1. 2016 年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优秀指导老

师”，安徽省教育厅；

2. 2016 年度“双能型”教师，黄山学院；

3. 2015~2016 年度黄山学院教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出

站考核优秀，黄山学院；

4. 2016 年度校地合作优秀个人，黄山学院。

5. 教研项目“立足地方彰显特色，生物技术专业走应用

型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实践”获安徽省二等奖，安徽省教育厅；

6. 指导学生在 2016 年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

中获得一等奖，安徽省教育厅；

7. 第一指导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七叶树中产

蓝色素菌株筛选工艺优化及其色素制备研究”，教育部；



8. 第一指导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天然红色素

的大量制备及其应用研究”，教育部；

9. 第一指导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工业用蛋白

酶的大量制备及其应用研究”，教育部；

10. 第一指导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天然紫色

素的大量制备及其应用研究”，教育部；

11. 指导学生在 2017 年安徽省大学生生物标本制作大赛

中获得三等奖，安徽省教育厅；

（二）教研项目

1. 排名第 2 参加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黄山学院—多维生

物集团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安徽省教育厅；

2. 主持校本教材《啤酒发酵工艺实训操作》编写工作，

黄山学院，主持，在编。

（三）科研项目

1. 主持林业科技创新项目“山核桃“根腐病”病原菌

分析及其防治技术研究”，安徽省林业厅，到账经费 10 万元；

2. 主持校级博士启动课题“中药植物内共生菌的分离

鉴定及代谢产物的生物活性研究”，黄山学院；

3. 排名第 3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肺炎链

球菌细胞分裂调控蛋白 PcsB 的结构酶学研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

4. 排名第 3 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肺炎链



球菌胆碱合成代谢通路的结构和酶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5. 排名第 2 参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2018

项目，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四）发表论文

1.Structural Comparison and Simulation of

Pneumococcal Peptidoglycan Hydrolase LytB. 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 2016, 1440: 271-283. （一类）

2. 一株黄精内生菌的分离鉴定及抑菌活性研究. 天然

产物研究与开发, 2018, 30(5): 777-782. （二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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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 2018, 26(8): 1296-1304.

（二类）

4. 木瓜果醋产品中木瓜蛋白酶活性维持研究. 黄山学院

学报, 2018, 20(3): 56-59. （三类）

5. 应用型本科建设背景下《微生物学》课程教学改革探

索. 黄山学院学报, 2017, 19 (3): 135-137. （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