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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动中积聚正能量
—访
——
编者按：去年岁末，学校授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孙端君、公共管理学院张涌
凯、海洋学院“蓝色梦想”海洋科考团队、化学化工学院谢加坚、计算机与电子信息
学院陈肇炫、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纳赛科技团队、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蔡尚斌、数学
与信息科学学院冉启斌、校团委“瑶篮”团队、林学院梁国聪等 10 人（团队）2016 年
度“感动西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誉称号。砥砺奋进，青年担纲，他们在细碎的时光中
守护责任使命，以果敢的意志征战梦想旅程，用稳打实干书写青春无悔。为传递身边
的感动，弘扬榜样的力量，本报将分两期对这 10 人（团队）进行采访报道。

年感动西大学生年度人物（一）

学院与相关协会，志愿项目与队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我们（联合会）不仅自己做，还要给他人提供项目和平台做，让爱心效益达到
最大化，避免‘有志愿没得做’的情况出现。”张涌凯说。他还借参加中越大联欢、两
岸四地研究生论坛等活动的机会，与各地学生交流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情况，学习借
鉴经验并运用到本校志愿服务工作中去。
张涌凯初次组织公益活动是在 2012 年 3 月，当时媒体对四川大凉山扶贫的报
道正盛，他与几个同学商量，依托学院学生会，在学院发起了“为大凉山孩子送去一
份爱”募捐活动。“我现在还记得，感谢信上画了花花绿绿的小花小草，铅笔字歪歪
扭扭的……孩子们说不出富有文采的语句，
‘感谢哥哥姐姐们的关爱，我们一定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但每一句都那么的朴实、真诚，令我感动。”这让他坚信，他做的事
情是充满正能量的，是有意义的！
不忘初心，志愿服务永远在路上
“做志愿服务，别停下来。”这是张涌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做志愿
服务也是在做社会实践，对于提高自己的能力与社会经验同样有好处。而积累的经
验又有助于把志愿服务活动做得更好更全面。
从 2012 年开始，他连续四年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不同岗位担任志愿者，被授
予“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称号。他曾在大三升大四的整个暑假都没回家，带领艺术学
院学生团队在高新区工业园区开展志愿服务入社区系列活动。读研期间，他结合专
业，带领 20 余名研究生对崇左市精准扶贫进行调研，获得大量一手资料，为当地扶
贫工作提出许多合理建议。
如今，将近毕业的他已经选好了未来的方向：自治区定向选调生，志愿做一名投
身于扶贫事业的公务员。“选调生都要下基层去工作的，国家要在 2020 年实现全面
脱贫，这两年是扶贫的关键。我算是响应了国家的号召，也是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
说到此处，张涌凯的眼里透着诚恳与坚定。

谢加坚：
像“阿甘”一样勇敢奔跑

每天下午，西校园田径场上，人们挥动着
双臂，一圈又一圈地奔跑，留下一个个矫健的
身影。化学化工学院谢加坚同学也在其中，他
用力蹬左腿，拖着稍显无力的右腿，奋力使身
体向前，并努力维持肢体的平衡协调。每跑一
孙端君：
低头推车，抬头看路
段路，他都得用手擦去脸上淋漓的汗水，每次
跑完，他都急促气喘得许久说不上话。尽管如
穿着一身休闲服，留着干净的齐刘海，背
此，为了拥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和体魄迎接学习
包里永远放着计划看的书，孙端君给人的印
和生活，在医生的嘱咐下，他坚持每天跑步锻
象是阳光、谦逊和踏实。“低头推车，抬头看
炼身体，从最开始只能跑 200 米，到如今每天
路”，这是父亲给予他的教诲，他一直铭记在
都可以至少坚持跑 2 公里。
心。在漫长而艰辛的前行路上，坚持不懈、脚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踏实地“低头推车”固然重要，但认清形势、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找准目标“抬头看路”也很关键，决定着能否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的人生必然面
到达成功彼岸。只寻求远方的梦想而不付出
临很多坎坷，所以我一直在努力。”这是谢加坚
当下的努力，那是迷梦；只知道埋头苦干而不
写下的一段话。
认清方向，那是徒劳。所以“低头推车”与“抬
由于先天缺陷，他在表达能力、理解能力、
头看路”同样重要。
反应能力以及记忆能力上受到影响，机体活动
孙端君是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
也不协调。因为这个缘故，他“从小就被欺负，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短短四年
要么被打要么被骂”，甚至有同学残忍地说他
间，他一直把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到最好：国
“弱智”，
他为此也曾一度抱怨，
“抱怨上天，抱
家奖学金、宝钢奖学金一等奖等多项奖学金
怨父母，怎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后来，挫折打击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
年幼的他有
“蓝色梦想”海洋科考团队：
探索南海珊瑚礁的奥秘
及诸多校级荣誉；主持一项自治区级创新实
一个单纯的想法：如果这些歧视他的同学在考试中考不过他，那他们岂不是更弱智？
验项目结题优秀；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和核
于是，他咬紧牙关埋头读书，勤奋刻苦不懈怠，曾连续 6 次考取班级数学成绩第
心期刊论文；完成两项实用新型专利；获 2016
一，此后更是一路考进全市重点中学就读。他用汗水和事实证明了自己和普通人一
年国际（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等各类
样，自己也能行。
学科竞赛诸多奖项。
进入大学后，谢加坚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并全力完成，学习成绩保持在班级中上，
要摘就摘最好的苹果
同时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和社团活动，还通过推优参加党课学习，争取早日加入
在大学四年里能完美兼顾学习、科研和学生工作是人人称羡的。孙端君认为世
中国共产党。
上没有无法完成的爱好。
“这就好比摘自己很想要而又能摘到的苹果，我是那种不摘
面对歧视，成长了的谢加坚已经学会淡然。“即使我输在起跑线，也可以通过加
到决不罢休的人，并且要摘就摘最好的。”目标明确的他把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充
速度跑上来。先天的命运是老天安排的，主要还得靠后天努力。”他微微张开双唇，
认
实。
真地把这句话一字一字清楚说出来。
四年来，他始终坚持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最忙的时候可以忙到凌晨。“学习是我
像“阿甘”一样勇敢奔跑
的重心，科研是我的爱好，学生工作是我的职责。三样我都不想落下。”孙端君认为他
在谢加坚的同学中，有人用电影《阿甘正传》主人公的名字“阿甘”来称呼他。
一直在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全力以赴是理所当然的。
电影中的“阿甘”认真、勇敢、执着、坚韧而重视感情，豁达、坦荡地面对生活。他坚持
热爱科研对孙端君而言并非偶然。深受博士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自小看着
不懈地在路上奔跑，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炮火纷飞
父亲搞科研，因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大学期间坚持主持和参与多项科研
的越战泥潭、跑过了乒乓外交的战场、跑遍了全美国，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成为了
项目奠定了基础。“硕博连读期间我也会一直坚持搞科研。这就是我的爱好。”孙端
一名成功的企业家。“阿甘”传达了一种理念，即成功就是将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极
君认真地说。
限。同学们正是善意地把谢加坚视为现实版的“阿甘”。
各有取舍均衡发展
对此，谢加坚腼腆地回应道：我与阿甘的经历只是前半部分像，他后面的人生比
尽管忙于学习科研，他也不忘学生工作。四年来，他曾担任学院学生会学习部部
较辉煌，我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
长、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书记、先行连副指导员等职务。虽然他打趣地说学习、科
如今的谢加坚正在准备考研，这也是加速度的一种体现。谢加坚说，
他现在过的
研和学生工作一度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但依旧强调，
“虽然累了点，但做学生工作
是“四点一线”的生活，基本往返于宿舍、食堂、教室和运动场。他每天坚持背几十个
让我感到快乐，里面有我的朋友们。”重情重义是孙端君的又一标签。
英语单词，每天晚上练习英语口语，想要在研究生英语面试时表现得更好一些。
阳光开朗的孙端君人缘颇好，这与他坚持从事学生工作不无关系。大二时，尽管
他始终坚信天道酬勤，坚信自己可以战胜先天的不足，看起来文弱的少年正在
海洋学院自 2014 年建院起就备受学校师生瞩目。在这里，有一支由学院首批博 日益变得强大。
他终日忙于学习和科研，但始终放不下学生工作，也曾深深纠结于是否大三期间继
续留任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我知道有得必有失，可实在太忙了不得不做出取舍。” 士、硕士研究生组成的“蓝色梦想”海洋科学考察研究团队。他们冲在科研一线，肩
负起海洋学院开拓科考研究的重任，投身于中国珊瑚礁研究与保护事业，足迹遍布
孙端君的表情划过一丝失落。
陈肇炫：唯有努力是通往成功的捷径
—联合国确立为全球十大珊瑚礁保护区之一的海域。
不仅学生会里有他的好朋友，科研项目里也有他的“好兄弟”。“Y2O3 弥散轻 中国南海——
他们，既是离家千里的探险者，也是坚韧不拔的“科学家”。抗击风浪，潜水作
质 Ni-Cr-Al 高温合金的制备及高温抗氧化和常温力学性能研究”是孙端君带领四
“他很随和，学习超好，和女朋友一起保
业，
海底采样，
实验分析，他们的每一项出海任务，都是一次身心的磨练与考验。
人团队在大一时开启的第一个科研项目。“他们四个人是‘老伙计’了，我们的项目
研了。”这是学弟对陈肇炫的印象。当记者说
一直进行到大四，大家感情非常好，里面有我的好兄弟也有我的女友。”谈到团队成 战胜艰辛，拥抱惊涛骇浪
起此事，陈肇炫腼腆地笑了。计算机与电子
“蓝色梦想”团队基于不同的科研目的，出海团队成员构成不断变动。研三学生
员，孙端君害羞地放轻了声音。现在女友保研了浙江大学，他保研了上海交通大学，
信息学院网络工程 131 班陈肇炫，2016 年
又一对“学霸情侣”用行动和成绩证明了“相爱可以通过共同努力互相成就更好的 潘子良几乎参与了团队的每一次科考任务，他和一起出海的小伙伴王文欢等人向记 10 月作为推荐免试研究生获保送华中科技
者详细讲述了出海的故事。
自己”。
大学，本科期间多次获“三好学生”“优秀学
每次出海，队员们首先要克服的是晕船的艰辛。近岸调查租用的渔船抗风浪能
兴趣爱好是缓解压力的方式
生干部”等荣誉，斩获无数奖项和各类奖学
尽管身为学霸，但孙端君不会让自己只“沉迷于学习”。乒乓球、足球、台球、羽 力差，很容易造成晕船。长时间海上航行，晕船药无法起作用，队员们只能尝试姜片、 金。
毛球、篮球、游泳……他擅长于多项体育运动，还曾在学院乒乓球赛中拿过冠军。
“我 伤湿止痛膏等各种小偏方。离家千里之外，在租来的渔船上，队员们最直接的感受是 始于机会，忠于梦想
潮湿闷热的空气和炙烤的阳光带来的窒息感。在漫长的晃荡旅途中，呕吐和脱水是
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这些也是我缓解压力的方式。”
谈及在大学时期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有一位师姐在船上工作两天后上了岸，一看到船还在晃，
在孙端君看来，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因此他不忘奉献，乐于帮助他 家常便饭。王文欢同学说，
陈肇炫说是一个人和一个团队。
人。大二时，他加入了广西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到残疾家庭中为学生进行课业辅 就继续吐”。
一个人是指他的班助。在懵懂迷茫的大
海洋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凶险的气候在所难免。潘子良同学绘声绘色地描
导，到培智学校关爱儿童；大三时，作为爱心家教受聘于万力社区，为高中生辅导学
一时期，班助给了他很多帮助与建议，也是
述起 2015 年遭遇第 8 号“鲸鱼”台风时的场景，
“西南方六十海里有台风！风雨交
业。
在班助影响下，他加入了学院学生会学科
加，
立马回船，
掉艇，
起锚就走！大家都急呼呼地跑！”
这就是孙端君，勤恳踏实、重情重义而又常怀感恩；低头推车默默努力，也会抬
部。在学科部每天整理各类奖助学金申请材
除了气候与晕船，饮食也让队员们难以忘怀，隔夜的蒸米饭、咸鱼、南瓜……加
头看路，明晰目标。
料的过程中，他大长见识，也使他下定决心，
点“老干妈”辣椒酱已是享受，花生米成为最抢手的食物。无数个任务结束后的夜
将来自己也要成为拿奖学金的人。他说，
“唯
晚，船尾一整天没有停歇过的柴油发动机轰轰作响，油料燃烧排出浓烈的废气味，夹
张涌凯：
唱好志愿服务大戏
有努力是通往成功的捷径。”
杂着船头渔民养的鸡鸭腥臭味，躺在海浪中摇摆的船舱，入眠对于科考队员们来说
一个团队是指数据与无线网络实验室。
只能是一种奢望。
张涌凯，现任广西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公
大二分专业后，他跟着班主任参加了一次比
回顾起出海科考经历，队员们脸上都挂着淡淡的笑容，看似是细细忆起难忘的
共管理学院学生党支部副书记。本科期间加
赛，赛后就进入了这个实验室团队。平常团
时光，但其中艰辛，又岂是一言两语可以表达。
权平均分和综合测评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
队成员之间的交流使他受益良多，获得很多经验、资源，并促使他在此基础上认真钻
永不退缩，深潜蓝色海洋
名，被保送为我校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
研，
“实验室是我的第二个宿舍，很长一段时间吃住都在那里”，他笑了笑继续说，
潘子良同学说，2014 年夏天，7 月刚学会潜水的他，8 月就前往三亚参加第一次
业研究生。读研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近
“科研过程最痛苦的就是推翻现有成果重新开始，经历无数次失败、崩溃，但还是不
科考。初来乍到的他万万没想到，有时科考海域处于旅游景点周边，海面船只很多，
10 篇，参与课题 5 项，屡获国家级、自治区级
甘心放弃。”在实验室导师的指导和个人努力下，他完成了一篇英文论文的撰写，并
水下还可能残留着许多废弃渔网，很多外在因素使科考任务困难重重。
荣誉。
参与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中，还获得两项作为第一作者的软件著作权。
潜水作业是珊瑚礁调查的主要形式，长时间在 10 多米的水下作业，巨大的海水
采访前，记者在脑海中构建了一个“一
始于这样的机会，他通过不懈努力获得了创新创业大赛区赛银奖、全国大学生
压力使科考队员每次潜水作业，都消耗巨大能量，身体极度的疲惫。“第一次下水有
本正经、不苟言笑、睿智而严谨”的学生会主
数模竞赛区赛一等奖以及国家奖学金等诸多奖学金和荣誉，也算圆了最初在学科部
哪个不受伤的？”潘子良同学这样形容起潜水作业的困难与危险。比如拍摄记录的同
席形象，但采访当天，在研究生会办公室前见
时“成为拿奖学金的人”的梦想。
学，眼睛必须一直盯着摄像机，很容易撞上礁石而受伤；废弃的渔网、有毒的海胆刺
到的却是一个穿着皮衣黑裤、剑眉星目的健
公益先锋，持续发力
和水母、偶然出现的大鱼，都有可能成为危险来源。尽管如此，队员们还是以坚韧不
谈少年。“是采访的同学吗？请进来吧。”他
2008 年汶川地震，陈肇炫首次作为一个募捐活动的发起者，在老师的帮助下呼
拔的意志全身心投入工作。
用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招呼着记者，娴熟
吁全班同学献出自己的爱心，并用行动影响家人朋友加入到募捐活动中。在他看来，
在 2015 年 5 月的南海中、西沙群岛科考任务中，他们航行了 3 天 2 夜才到达远
地用钥匙打开门、开灯，坐下前细心地把桌上
“爱心不论大小，能多唤起一个人的爱心就够了。”
海珊瑚礁生态调查第一站——
—黄岩岛，正在进行潜水作业时，他们遭遇外国渔民在
—公益
的红布扯平整，棱角分明的国字脸上写满开
到了大学，他依旧不改初心，在大一时创立了学院第一个公益类社团——
潜水区域肆无忌惮地撒网捕鱼，外国渔船螺旋桨产生的漩涡很可能把潜水人吸上
先锋社。在 2016 年的一次活动中，陈肇炫组织公益先锋社志愿者为我校一名患白血
朗与热情。
去，卷进螺旋桨里，给队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巨大隐患。所幸，在中国海警船的巡逻护
病的同学进行募捐，活动得到学院师生广泛关注，最终募捐到 5500 元善款，为患者
志愿服务，源自于最初的感动
卫和船上同学的警示观望下，潜水队员紧锣密鼓地执行任务，最终顺利平安地完成
送去了温暖与爱心。
张涌凯来自山东，本科就读于我校艺术
了科考工作。
公益先锋社创社时只有 4 名成员，人手短缺，很多时候成员们必须身兼数职，想
学院环境设计专业，屡获各类奖学金。为减轻
海上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队员们也各有分工。既有钻探珊瑚岩心、拍照取样、做
要完成一个活动必须靠学生会和学长学姐们帮忙。
“当时也没想太多，就觉得我们学
家里的负担，他还勤工俭学，学费、生活费基
研究分析的，也有做水质调查、需要实验规程持续记录一整天数据的。队员们每天
院也应该有这么一个性质的社团。”他笑着说道。现在公益先锋社有志愿者一百多
本“自给自足”。
“早七晚六”执行科考任务下来都头晕目眩，十分困顿，然而晚上回到母船上时，依
名，会不定期开展家电义务维修、爱心宿舍以及邕江行环保等活动。说到这儿，陈肇
“个人的成长进步离不开西大领导和老师的辛勤培养。”张涌凯如是说。抱着
旧迅速整理样品、进行实验操作，直至深夜。
炫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能成为首任社长，还蛮骄傲的。”
“不忘西大培育恩”这个朴素而真诚的想法，他在本科与研究生期间组织参与团学
胆大心细，收获累累硕果
越努力越幸运
活动 40 余次、大型志愿服务活动 30 余次，荣获自治区“优秀志愿者年度人物”“志
截至 2016 年 12 月，
“蓝色梦想”团队相继考察了南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
很多人都会问他，要处理社团的事又要上课、完成各项作业，还要精心准备比
愿服务优秀个人”等荣誉称号。
岛、海南岛、雷州半岛、涠洲岛、防城港的珊瑚礁以及大亚湾的珊瑚群落，累计 73 人
赛，是如何平衡时间的。“与其说平衡，不如说提高效率。”他这样说道，
在陈肇炫眼
还记得 2012 年，他与学院学生会的伙伴一起，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参与锦塘小学
次在南海珊瑚礁区考察 254 天，出海里程约 1500 海里（2700 公里）。采集了大量南
里，并不是时间不够才不能完成规定工作，而是做事不讲方法没有效率。只要把效率
农民工子女的支教活动，活动持续了一年多。下课前，孩子们总是亲热地拉着他，问
海珊瑚礁的地质、地貌、生态与环境等方面的关键数据和样本，为评估南海珊瑚礁的
提高了，就可以按时高质完成工作任务。“今日之事今日毕”是他奉行的准则之一。
他下次还会不会再来。他感觉到，支教活动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也给自
生态现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为南海珊瑚礁资源的保护、科学利用和岛礁开发积累
在陈肇炫的保研路上有一段“很冒险”的经历。他说，当时先去华南理工大学面
己带来了感动与愉悦。
了关键的数据，也为高质量完成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胜过该校的面试要求，经过比较斟酌，他认为自己应该“再冲
他把这份最初的感动铭记于心，成为日后从事志愿活动的活力源泉。在志愿服
满载而归的团队带着采集到的各类样品和数据，在实验室里披星戴月地进行实
一下好一点的学校。”于是，他想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在投档案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
务的路上，他坚持走了整整七年。
验分析，每天工作时间最高达到 14 小时。最终换来的，是丰厚卓越的学术成果。如
那边的导师聊到凌晨两点多，
“当时导师给的意见是慎重考虑，觉得希望不大”。经
爱心搭台，唱好志愿服务大戏
2015-2016 年，团队共发表 SCI 英文论文 6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8 篇。团队更是参
过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他最终决定还是投华中科技大学。当记者问及投完档案的
张涌凯身上那股热心上进的劲儿总能感染到周围的人，学弟学妹们都亲切地称
加了区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各类学术交流研讨会议，增进同行交流的同时扩大了学
感受时，他说，
“脑子是懵的”，
“如果去不了，就毕业找工作”。所幸，华中科技大学
他为“凯哥”。在本科与研究生期间，他分别担任院、校两级的主要学生干部职务。大
院、学校影响力。
很快给了回复：通过了。他现在会积极和那边的导师联系，完成导师布置的一些工
三时，对管理有浓厚兴趣的他开始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学习。
谈到“海洋人”应具备的素质，潘子良同学认为是“胆大心细”。
“突然下到水下
作。
确定保研后，他承担起筹备成立广西大学大学生志愿者联合会的任务，这为广
二十米，视线模糊，不知道茫茫大海里会出现什么东西，因此要壮起胆子；而工作上
—各志愿项目得以被合理分配到各二级
西大学的志愿服务工作翻开了崭新一页——
（朱怡蓉 韦晓宁 肖子东 全凌辉 张玉香）
无论是实验操作还是潜水设备的安全管理，都要求做到认真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