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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 袁 做 最 好 的 自 己 浴
室里此起彼伏的叫喊尧 湘天桥录像厅里那一双双瞪
圆的眼晴噎噎
很幸运袁四年的化校时光袁我一直野好好学习袁天
天向上冶遥 在班上袁我是班长袁也是学霸袁年年第一袁
期期野三好冶曰在学校袁我分别担任过学生会的学习部
长尧纪检部长和学生会主席袁每次都是野学生会优秀
干部冶曰在社团活动中袁我表达能力还不错袁经常代表
学校参加各种演讲尧辩论比赛袁收获不少荣誉曰毕业
前袁我光荣地入了党袁评上了全省的优秀毕业生遥 这
样的我袁大好的前程似乎正在招手遥
遗憾的是袁这样的我袁在爱情方面袁化校四年居
然一无所获遥

渊二冤亚大一年院当头棒喝浴
校友简介院郭文刚袁1996 年毕业于我校化学工艺
9202 班袁先后在 UV 涂料尧人寿保险尧家用电器尧房地
产等多个领域打拼袁 并于 2014 年 6 月创办江达科技
和江恒地产袁致力于房地产项目的营销尧招商和运营遥
现任湖南江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尧长沙江恒地产顾
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遥 自创业以来袁一直秉承野简单做
人袁认真做事冶的宗旨袁公司规模不断扩大遥 现有员工
500 余名袁合作单位 600 多家袁2017 年销售额突破 40
亿元袁排名全省同行业第一遥

渊一冤化校四年院好好学习袁天天向上浴
92 年 9 月袁15 岁的我袁怀揣着无限憧憬袁穿着一
身绿军装袁有些懵懂袁有些兴奋袁还有很多的好奇袁左
看看袁右瞧瞧袁踏进了化校的大门遥 很幸运袁四年的
化校时光袁我遇到了最好的班主任龙朝老师袁他像兄
长一样关注我们的学习袁也关心我们的生活袁并且特
别信任我们袁让我们在班级尧在学校充分地发挥尧展
现曰我也遇到了最好的任课老师袁从幽默风趣的汪耀
武老师袁 严谨认真的易卫国老师到漂亮可爱的隆平
老师.......能够感受到袁他渊她冤们对学生都是倾注 心
血尧高度负责曰我还遇到了最好的学校领导袁从杨斗
文校长尧肖骥书书记尧王绍良主任到学生科的孙端旭
科长尧刘毅书记尧团委的陈昆书记等等袁都曾经给过
我非常多的关心和帮助遥当然袁年少轻狂却又奋发进
取的同学们永远是记忆深处最难抹去的记忆遥教室尧
操场尧宿舍尧食堂尧礼堂都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袁还有
株冶澡堂里永远嘹亮的歌声尧 澡堂边小饭店不吃光
不罢休的劲头尧围墙边铁轨上勾肩搭背的身影尧电游

96 年 毕业 袁我来到 亚大 高分 子化工 袁被安 排 到
生产部上班袁每天野三班倒冶遥 这样的一份工作袁有欢
笑袁更有泪水袁对于当时自我感觉良好的我来说袁却
是当头棒喝浴 所谓欢笑袁是因为亚大的校友特别多袁
应该占到一半以上袁我们那届就去了十个袁所以氛围
特别好遥一方面经常有同学来亚大玩袁另一方面下班
后大家还和在学校一样袁一个个铆足了劲袁不是在读
书袁就是在学英语遥 所谓泪水袁就是突然之间袁我发
现自己变成了最差的那一个遥力气不大袁动手能力也
弱袁倒个料尧打个包总落在后边袁还经常出点小状况袁
譬如眼睛时不时被一些危险的原料溅到遥我迷茫了袁
甚至开始自卑遥 幸运的是袁当时的班长戴林成尧副班
长李新雄还有同届的李贵阳都对我特别的照顾袁重
活尧累活尧危险活都被他们揽下了袁还变着法地鼓励
我遥 渊备注院戴林成 93 届袁李 新雄 95 届袁李 贵阳 96
届袁均为化校学生遥其中李贵阳成为了我这辈子最好
的兄弟冤遥

渊三冤保险五年院而今迈步从头越浴
离开亚大袁 我进入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营业
部袁 成为了一名没有底薪的普通业务员遥 全新的行
业袁一切从零开始袁二十岁的我袁在长沙袁没有背景袁
没有人脉袁仅有的一帮同学袁那时都穷得叮当响袁怎
么办钥 我每天六点起床袁坐二路车袁从起点站坐到终
点站袁报到上班后袁提着公文包袁一个一个小区去拜
访袁一家一家去敲门袁一间一间办公室去沟通袁甚至
到菜市场一个一个摊位去介绍遥功夫不负有心人袁我
的业绩突飞猛进袁 在 1000 多名业务员中连续 12 个
月进入前十袁成为了大家口中野菜市场走出来的原一
平冶袁21 岁被破格提拔为二分部的经理袁也是中国人
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营业部经理遥

渊四冤家电八年院痛并快乐着浴
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袁我有些飘飘然袁觉得自己还
蛮厉害的袁迫不急待地想转型做野老板冶遥当实力雄厚
的财团找到我袁 希望由我操盘袁 打造家电业另一个
野国美冶时袁我眼睛都没眨就答应了遥
我从国美尧苏宁引进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袁以野农
村包围城市冶的战略袁迅速抢占县城市场遥 短短半年
内袁汩罗尧湘乡尧新化等地相继开店袁还计划一年内袁
再开出 100 多家店遥 理想很丰满袁现实很残酷袁我们
的店开一家亏一家遥 刚开始袁我不服输袁自己下到门
店袁和大家同吃同住袁一起奋斗遥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
下袁各个门店的经营状况逐渐改善袁但和预期目标却
相距甚远遥
家电八年袁殊为不易袁每家店 365 天 袁天天要 开
门袁当大家都在休息放假的时候袁一定是我们最为紧
张忙碌的时候遥 打开门做生意袁不仅要考虑采购尧销
售尧售 后尧客服 等袁还要 处理 好工 商尧税 务尧城 管 尧商
务尧消防尧财政等各个部门的关系袁千头万绪袁着实有
些痛苦遥
要说快乐袁就是 8 年来袁大股东一直充分信任尧
支持袁员工们不离不弃遥 大家物质上回报很少袁但每
每回想起来袁都会笑的特别灿烂遥

渊五冤地产七年院涅磐重生浴
所有给我算过命的先生都说袁 我适合从事与地相
关的行业遥 现在看来袁他们确实慧眼独具遥 我的第一桶
金是在海南做地产赚的袁离开家电再次回到地产袁也格
外地顺利遥 从五江碧桂园城市广场到中国渊中部冤岳塘
国际商贸城再到中茂城尧万达广场渊湘潭冤噎噎袁我带领
团队在商业大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袁 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奇迹袁一跃成为全省同行业第一遥
细细回想袁能有这样的成绩袁我们主要得益于营
销模式的创新曰 团队积级性的充分激发和对细节的
无限追求遥写到这里袁心情愈发愉悦遥过几日袁我们有
86 位伙伴就将开始 6 天 4 晚的迪拜豪华游袁这是对
他们辛苦 1 年的奖赏浴 在公司袁我们一直倡导野开心
生活袁快乐工作冶袁我们也一直要求全体伙伴院坚持袁
做最好的自己浴
此时此刻袁我特别的感恩遥 奋斗多年袁起起伏伏袁
有过失落袁有过彷徨袁幸运的是袁我一直在坚持袁坚持
做最好的自己浴 这样的信念袁其实在学生时代已经悄
悄种在心田曰这样的习惯袁在学生时代也已经渐渐养
成遥 所以袁感恩化校袁感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浴
未来袁我和大家一起袁坚持袁做最好的自己浴

野 就业帮帮团 冶 助推更高品质就业

音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袁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

海遥

胡彩玲老师袁您好浴 我们听说了您班上的两位就业困难生已经成功被企业签约了袁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整个事件具体的过程吗钥

音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袁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遥

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袁可是袁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袁我要把有限的生命袁投入到无限

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遥

音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袁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袁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

风扫落叶一样袁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遥

音青春啊袁永远是美好的袁可是真正的青春袁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袁永远忘我劳动的人袁永
音力量从团结来袁智慧从劳动来袁行动从思想来袁荣誉从集体来遥

音在工作上袁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袁在生活上袁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遥

胡老师袁您认为在帮助这些学生时袁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钥

胡彩玲院我认为对就业有困难的同学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有两大困难院一是要解决学生自身的自卑心理遥 曹
传戎和黄远志在招聘会之前袁他们已向很多来校的企业投递过简历袁但多以没有合适岗位或回去再考虑考虑为由而
被委婉拒绝遥 几次之后袁他们内心非常痛苦袁不想再去递交简历参与招聘会袁遭受企业的白眼遥 因此袁作为老师袁我们要
唤起他们的自信袁觉得自己仍是有用之才遥 二是要解决企业的就业歧视遥 企业大多想寻找身体健康袁能直接上岗的人袁
要说服企业接受耶不完美爷的毕业生袁更是困难重重遥

问

胡老师袁您好浴 听说曹传戎尧黄远志两位学生能找到工作袁您是功不可没的袁能和我们简单说一下您
是怎么办到的吗钥

音我觉得人生在世袁 只有勤劳袁 发奋图强袁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袁 为人类的解放事

业要要
要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袁这才是最幸福的遥

学校举办旧物设计大赛
4 月 3 日中午袁 由我校社团联合会
主办尧纵梦协会承办的旧物设计大赛在
新校区一食堂门口圆满结束遥 此次活动
以野价值袁因创意而延续冶为主题袁利用
身边的废旧物品进行改造袁制作成具有
创意构思或有实用价值的环保作品遥
活动期间袁 同学们积极主动参赛遥
在收集作品时可以看到不少同学的作
品让人耳目一新袁一些同学用废弃的纸
盒经过裁剪装饰后改造成实用且精致
的笔筒尧书立,还有同学利用喝完水的饮

胡彩玲院你好浴 很高兴我能够帮助到这些学生袁但功不可没实在是夸大其词了遥 耶就业帮帮团爷是按照学院领导制
定的毕业生就业方案的要求袁学院全体教职工共同参与的帮扶组织袁所有人员各司其职袁积极主动地为毕业生推荐满
意的就业岗位袁而我只是恰好负责的板块有适合黄同学工作的岗位而已遥

问

音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袁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袁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

远谦虚的人遥

胡彩玲院可以遥 为解决好班上有困难同学的就业问题袁我努力上好尧组织好每一次就业课袁通过让曹传戎尧黄远志
等同学参加由市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袁开展同学之间模拟招聘并讲评袁向广大同事推荐他们就业等方式推动他们就
业遥 但在他们去招聘会面试时袁因为野他们身体的不完美冶引起的问题还是发生了袁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这些学生袁我
们成立了耶就业帮帮团爷要要
要 首先我们先了解学生的就业意向袁看他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袁想到什么地方工作遥 之后袁
筛选出符合他们条件又待遇较好的企业遥 然后带他们和企业进行沟通袁向企业推荐他们遥 通过团队合力袁最终我们成
功解决了因个人身体原因而带来就业苦恼同学的就业问题遥

问

让
冬
天
不
再
寒
冷

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遥

为贯彻落实毕业生就业野一把手冶工程袁抓好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袁帮助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袁促进毕业
生正确择业袁充分就业遥 在招生就业处的指导下袁化学工程学院研究决定成立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袁制定了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方案遥 小组一经成立袁就成功的解决了曹传戎尧黄远志两位典型的就业困难生的就业难题袁在经过
坚持不懈的工作后袁又帮助多名学生完成就业目标袁被广大师生亲切地称作野就业帮帮团冶遥 那么袁到底是在什么样的
背景下成立野就业帮帮团冶的呢钥 它又是怎样来帮助这些学生的呢钥 野就业帮帮团冶只是为了帮助个别学生存在的短暂
策略袁还是将作为一个组织长期存在下去呢钥 带着这些疑问化工学院记者部特别采访到了部分野就业帮帮团冶的领导
老师们遥

问

有这样
一 个人 袁他 在
得知自己有
可能拯救一位三
岁小女孩的生命
的第一时间袁毫
不 犹 豫 地 同 意捐 献
自己的造血干细胞袁
李超同学与北京一
带着勇敢和毅力遥 他
位患白血病的小女
就是湖南化工职院机电
孩骨髓配型成功袁他当即同
工程学院的李超同学遥
意捐赠自己的造血干细胞遥 在 2018 年
2017 年 12 月 7 日袁
1 月 23 日中午袁李超同学成功完成了骨髓移植手术遥
现在袁他回到了学校袁投入到学习中遥 大学生记者团的记者到李超
同学的教室袁向他表达了关心遥李超同学说自己捐赠骨髓后身体恢复的
很快袁在捐献当天下午他就出院了遥 而且袁到校之后老师们都特别关心
他的身体袁经常询问他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遥同学们也找李超同学了解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流程袁并称赞他这一举动遥 他感到非常开心遥
采访中袁当我们谈及这一义举遥 李超同学这样说:野当得知有个小女
孩需要我捐赠骨髓时袁 脑海中的第一想法就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
帮助她袁让她早日康复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遥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
气遥
当记者问到李超同学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的时候袁 李超同学这样回答院野也有考虑过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因为捐赠
骨髓而受到影响遥 为此袁他去查看了以往的捐赠事例袁对捐献造血干细
胞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袁所以对于伤害身体这一方面也没有很大的担心遥
即使捐赠骨髓对身体有什么伤害袁我也是义无反顾袁只要可以帮助到那
个小女孩遥 冶
李超同学说院野自己在做了这一件事情之后更能体会志愿者的心
情袁他希望同学们能积极加入到志愿者队伍里来袁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
感遥 冶同时袁他也表示自己不是因为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才毅然选择去
帮助这个小女孩袁只是单纯地想去帮助她袁想拯救这个生命袁想让她开
心的生活袁不受病痛的折磨遥
据悉袁李超同学品学兼优袁在校学生会担任副主席一职袁一直非常
热心公益遥他呼吁大学生们应该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回馈社会袁要时
时刻刻记住要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袁我们应该向
他学习袁学习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遥
渊大学生记者团 周婷 姚陈丽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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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瓶制作成漂亮的花瓶以及可爱的玩
具袁 更有一些同学奇思妙想利用酸奶盒
和牛奶瓶制作出了精巧的台灯与充电
宝袁 参赛者们都毫不吝啬的展现了他们
的创造天赋遥
在看完所有作品后袁同学们纷纷为
自己喜欢的作品投上一票袁经过老师和
同学们的投票评选袁 电商 1711 班吴鑫
悦的作品叶陌上花开曳获一等奖袁机器人
1612 班邓巍的作品叶台灯曳尧食品 1711
班邹妍的作品 叶手工相册曳尧 营销 1712

班王倩的作品叶手工花瓶曳获二等奖袁药
品 1713 班车慧颖的作品叶青蛙印章曳尧机
电 1713 班刘科的作品 叶充电宝曳尧 营销
1712 班王倩的作品叶手工花曳尧营销 1712
班谭聪的作品叶笔筒曳与叶纸盒架曳尧化妆
品 1715 班王小玲的作品叶手提包曳获三
等奖遥
本次活动袁 充分展现了我校学子的
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袁 进一步增强
了同学们的环保意识尧节约意识遥
渊团委 徐佳冤

彭书记袁您好浴 听说前段时间有很多因野就业帮帮团冶受益的学生跑到您的办公室去感谢您袁请问成
立野就业帮帮团冶的背景是什么钥 野帮帮团冶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钥

彭志宏院你好浴 当看到这些个朝气蓬勃的学生们来我的办公室时袁作为师长袁我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高兴遥 野就业帮
帮团冶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因为残疾尧家庭等原因导致就业困难的学生完成就业而诞生的袁它是一个以叶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曳为基本政策依据袁以市场为导向袁以学校招生就业处提供的相关信息为主袁我院开发的就
业单位为补充袁努力完善管理尧教育尧指导尧服务为一体的毕业生就业服务组织遥

问

那野就业帮帮团冶到底是如何运作呢钥 它是为了帮助个别学生存在的短暂策略袁还是将作为一个组
织长期存在下去钥 冶

彭志宏院野就业帮帮团冶是由学院全体教职工共同组成袁兰立新院长担任组长袁我渊彭志宏书记冤尧唐淑贞副院长尧温
拥军副书记担任副组长袁在统计了毕业生情况及专业分布后袁我们又根据专业成立任务小组渊各专业负责人为就业指
导总负责人袁各班班主任为小组长袁组员由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担任冤遥 通过就业指导课袁邀请企业界和校友成才典型
来校开展就业指导尧创业辅导袁加强毕业生自主择业尧自主创业指导袁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择业等方式多渠道尧多形
式开展学生就业创业指导遥 组织班主任全面了解和掌握就业困难学生情况袁再根据具体情况为学生推荐就业袁从而更
好地提升我院学子的就业率遥 野就业帮帮团冶也将会作为我们学院就业工作的一大特色持续进行下去并向纵深发展袁
帮助每一个有帮扶需求的毕业生袁努力实现我院学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遥
渊化工学院 曾国钦冤

本报地址院株洲市职教大学城智慧大道

电 话 号 码 院 园苑猿1 原 22537680

邮 政 编 码 院 源员圆园园4

耘 原 皂葬蚤造 押 hgzybjb岳163 援 糟燥皂

印刷院株洲科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