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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春华秋实，又到了毕业的季节，去年编写了一本毕业生获奖成果

集锦册，今年打算把这个习惯传承下去。今年编写的是 2014 届毕业

生纪念册，把每个同学在大学四年的感悟也放到了册子里。从他们的

感悟中，你们可以看到成功并不是偶然，生活的氛围，学习的氛围，

都可以为自身带来很大的裨益。四年的时间弹指一挥，一千四百多个

日日夜夜我们携手走过，留下的点滴记忆都想珍藏。 

此书内容比较丰富，记录的是大禹学院 2014 届毕业生在学院和

学校生活的点滴，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大禹学院这个集体充满着温暖

人心的力量， 五个班级各有特色，人才辈出。曾今的四年，大家相

聚在河海大学大禹学院这样一个团体里，以后的每一年，大家都会记

得这样一个团体在漫漫人生中的地位。 

我亲爱的孩子们，今天你们毕业了，希望你们在多年以后回到母

校，回到母院，翻开这本纪念册，还能有回忆涌上心头的感动。这就

是我们编写这本纪念册的意义。 

孩子们，恭喜你们顺利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业，不论以后身在何处，

大禹学院永远是你们心灵的驿站，记得常回家看看！  



 

 
 

前 言 

在本纪念册的编纂过程中，感谢各位同学给予我们工作的配

合与帮助，在紧张的毕设之余抽出时间为我们提供各项材料，让

我们的资料收集工作能顺利完成，你们的配合就是对我们最大的

支持，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感谢学院领导和老师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你们的意见和建

议是我们顺利完成编写工作的动力。 

同时，各班班长及代表们在纪念册的编纂过程中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感谢你们的付出。 

希望多年以后各位同学翻看完此纪念册时，仍能回忆起当年

的点点滴滴，当点滴回忆涌上心头，仍能忆起我们一同携手走过

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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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学院 2014届毕业生花名册（161 人） 

水      

文           

专       

业 

李佳珍 陈  霞 卞晶晶 吕唯雅 石晓丹 姜艳阳 

王思媛 冒  云 谢  悦 王繄玮 朱  燕 韦  玉 

蔡佳烨 刘玉环 曾思敏 王  妍 王  晟 徐  浪 

陈  韬 夏  辰 宁亚伟 姚  轶 孙佳兵 孙召华 

陈伟东 陈建楠 刘秋生 黄小祥 栾  慕 周鹏程 

水          

工          

专          

业 

杨兰兰 费远航 郭玉雪 周  楠 居艳阳 陈爱青 

胡  静 俞艳玲 姚右文 樊科伟 秦向南 俞  扬 

吴庆一 宁昕扬 胡天瀚 赵一航 吉  飞 马润泽 

张  磊 李  昱 王易阳 袁  玉 徐慧宇 蔡一坚 

王  京 韩  健 张  弦 时  剑 周志杰 马  骋 

白柯含 崔伟杰 戴  波 赵翾宇 任  杰 邵雪杰 

港      

航                    

专          

业 

王梅菊 羌  娟 周  娟 颜  靖 黄春琳 沈  炜 

王学新 王曦鹏 浦玲伟 李效腾 周  雅 郑孝康 

徐  鹏 董  明 沈振华 刘醒蒙 赖豪杰 顾  建 

李逸聪 徐伟杰 何占元 龚志远 胡文剑 冯乐满 

耿  冰 邹  恒 赵  堃 吕江华 张  旸 张静远 

华  厦 张天宇 季晶晶 金  鑫 吴  尧 樊立东 

土        

木      

专       

业 

程  青 殷丽伟 金明美 田  彦 高  阳 乔  兵 

苏元旻 郑  健 陈  奇 金  童 何森凯 徐仁权 

张  贺 陈  功 孙  理 刘  硕 王贤华 尹仁贵 

黄  海 徐大钊 张  鑫 包家成 张  柯 于昌权 

路  舜 李  翔 徐海东 张  毅 罗  刚 林  峰 

力      

学       

专      

业 

乔  露 牛晓婷 石怡靖 张  梅 祝夏冰 蔡云丽 

鲍懿娟 张志超 周  京 沈飞舟 梅  硕 李珺璞 

邓伦贵 江朝飞 窦业丰 苏祥龙 傅威翔 谢雨涵 

戴均林 韩衍 吴宜琨 祝  晟 张康凯 师后盖 

黄逸群 李开春 张晓柠 孙翊洵 王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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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石城，饮长江，弦歌清凉，报效国邦。四年前，我们从祖国各地来到河海

大学；两年前，我们又从大禹学院 5个班级里共同组成了大禹水文班。这是前世

多少次的回眸，才能换得今生的这次相聚呢？！ 

 三十张笑脸，热情洋溢，意气风发，绮丽的季节里盛开出灿烂与光华：三十

声呼喊，充满力度，恬淡的天空里犹如春雷声声，轰轰隆隆。 

 这是一个团结奋进、朝气蓬勃、温暖和谐的集体。将近 1:1的黄金比例，是

我们最大的骄傲！细数这大学四年以来的生活，虽然我们共同度过的只有短短两

年多的时间，但我们团结在一起，拼搏在一起，快乐在一起，大禹水文就是我们

最温暖的家。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参加趣味运动会，我们一起加油呐喊；还记得我

们第一次在王建群老师

的带领下一起去新安江

实习，我们开心地在大

坝前合影留念；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去芜湖实

习，期间我们还一起去

方特欢乐世界游玩，大

家一起坐过山车、一起

玩激流勇进、恐龙世界，把大家都玩嗨了！还有我们最近的在古林公园烧烤，大

家一起烧烤，一起玩游戏喝酒；还有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去上海的大四喜，我们互

帮互助，既学到了知识，又在实习之余一起夜游上海，通宵玩游戏，那种感觉真

的是十分地怀念。。。。。 

 大学四年即将结束，也到了各奔前程的时候了，现在大家每个人也都为自己

的未来做好了打算。有的人去了国外留学，大部分人成功保取本校研究生，另外

还有几个同学也分别考研成功，剩下几个也准备好工作了，在这个离别之际真心

希望每个人都能前程似锦，继续拼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的更高更远，立志

修身业精工，跻身世界一流强！成为我们大禹的骄傲，水文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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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佳珍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黑龙江省佳木斯人，曾任

社联社团服务与管理部副部长，院科协主席助理； 

院科协副主席。 

获得奖项： 

 2011.11  荣获校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荣获

校力学创新思维大赛优秀参赛奖；荣获校学生社团

联合会优秀干事荣誉称号；暑期社会实践院先进个

人、优秀心灵故事奖； 

2012.11  荣获校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科技创新、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荣获优秀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2013.11  荣获校学业优秀、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荣获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获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结题证书； 

2014.03  荣获校学业优秀、精神文明奖学金；荣获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精彩印象： 

我很喜欢我的大学生活，既充实又多彩。大学前三年都有参加学生工作，锻炼自身能力，

能做到院科协的副主席，我就很开心了；学习上也争取不落人后，获得了三次优秀学生称号，

两次优秀学生标兵，两次优秀学生干部，还有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这四年也走过不少地方，

和同学们到处玩，还有学校的实习也特别多，那是我最难忘的时光。 

大学感悟：时光如白驹过隙，马上就要离开我们这个大家庭了，曾经是你们给我欢乐，让我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也能愉快的生活。真舍不得毕业，在这里我遇见了一生的挚友，做出了我

人生的规划，展开了我梦想的翅膀，最喜欢夏日为我们遮阴的梧桐树，喜欢叠翠山下的樱花

瓣，喜欢致高楼后的曼珠沙华„„就让曾经的一切变成美好的回忆，留在记忆中，待我们再

相逢时一起追忆那逝去的青春！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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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霞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宜兴人，曾任大禹

学院学生科协办公室主任、大禹学院学生科协

副主席。 

精彩印象： 

2010 年“优秀新生奖学金”二等奖； 

2010~2011 年获社会工作奖学金； 

2011~2012 年获科技创新奖学金； 

2011 年度获“河海大学学生科协先进个人”

称号； 

2012 年河海大学第八届“科普杯”知识竞赛三等奖； 

2012 年，河海大学第二十四届科技节“第二届‘标新立异’地标创意大赛” 三等奖； 

2012~2013 年获学业优秀奖学金、社会工作奖学金、学业进步奖学金； 

2012~2013 年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及“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2013~2014 年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大学感悟： 

大学四年，说快不快地过去了，从

大一的青涩懵懂到现在的成熟干练，四

年的大学生活我学到的不仅是一堆基础

的、专业的知识，更有为人处事、人际

交往的方法。贯穿我大学四年的一个想

法是埋头学习始终不是你唯一的目标，

或许人各有志吧，我更喜欢适当的学习之余去做其他自己喜欢的事。喜欢美食、喜欢到处玩、

喜欢购物。经常觉得，我的成绩一般，但大学四年也算精彩纷呈，不亦乐乎。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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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卞晶晶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盐城人。 

精彩印象： 

大学，让我们学会独立生活、独立思

考；大学，让我们肆意做梦、敢想敢为；

大学，让我们成为从相识、相知到相交的

朋友；大学，让我们青春张狂，汗水挥洒，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大学时代的结束，也是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好的，坏的都终将成为回忆。我们各奔前程，

各自拼搏，但是有朝一日，暮然回首，我们一定会感谢那段温暖惬意的大学时光。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研究生 

 

 

姓名：姜艳阳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南通人。现任班级学委。 

获奖情况： 

 论文：《南京旅游景点设施老化问题研究》，第二作

者 

 论文：《常州水文化初探》，第二作者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来自于收获了知晓自己心意

的真心朋友，对生活、学习、成长有了一个深层意义上

的增长。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有过成绩也有过挫折，但是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人生宝贵

的经验。 

毕业去向：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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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石晓丹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县人。 

获奖情况： 

论文：《南京旅游景点设施老化问题研究》，第一作者。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我拼搏过、彷徨过、畏惧过，笑过，伤过， 悟

过，然后一步一步走向了成熟。总结收获，主要有以下几

点：第一，认识自己的性格，挖掘自己兴趣。性格影响命

运，兴趣催生快乐、助长成功； 第二，学会判断。学会判断，我们才可能有效吸取好的东

西，才可能生活得明白；第三，加强自我修养，铸造自己的优秀的品格。诚信、务实、宽容、

尊重、 理解他人等等都是我们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品质。这些东西看似老生常谈，但确 实很

重要； 第四，学会思考，学会问。“问”是可贵的精神，思考是优秀的品质。有真问题才会

有真学问，只有会思考的人才可能真懂，才会有所创见；第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

这里，我遇到了很好的朋友还有我亲爱的室友们。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吕唯雅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淮安人。 

精彩印象： 

沉迷于与周公约会及网络文学研究，收获颇丰。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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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思媛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湖南郴州人。曾任科协江宁负责人

助理，科协秘书长。现任水文班班长。 

获得奖项： 

2011.11  荣获校力学创新思维大赛优秀参赛奖； 

2012.11  荣获校学业优秀、科技创新、社会工作优秀

奖学金；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荣获

校“标新立异”大赛二等奖 

2013.11  荣获校精神文明奖学金；荣获校“标新立异”大赛三等奖 

2014.03  荣获校学业优秀、学业进步、社会工作奖学金；荣获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精彩印象：   

曾经以为四年很长，站在大四的这个台阶上才发现，过去的时光，仿佛都在昨日，一幕

幕上演。有句话说：于千万人之中，于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成

为大禹学院的一员，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荣耀。这四年，当过

班长，进过科协的主席团，当然也挂过科，逃过课，拿过奖学金，参加过各种比赛，但现在

回想起来，总觉得自己的大学时光还是有很多的遗憾：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太懒惰，没有

拿过国家奖学金，没有好好学英语，没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之，遗憾好像有点说不完。

当然，自己也有让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啦，比如说上个学期很意外的考了一次全班第一、上

个学期鼓起勇气当班长（从小到大第一次当班长哦），虽然一路走来都觉得很累，想放弃，

但也坚持到了今天、这个学期去考了驾照，马上就要到手了哦。以后要读研究生了，接下来

又是一个三年。现在，我只想对未来的自己说：青春短暂，且行且珍惜！希望未来的自己多

做自己喜欢的事，少留遗憾，快乐每一天！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城市水务专业学术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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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冒云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如皋人。曾任生活委员，团

支书，辅导员助理，分团委副书记，实践部副部长。 

获得奖项： 

 论 文 《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and Trend of 

Meteorological Variables in Jiangsu,China》第二作者； 

获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优秀

共青团员称号。 

精彩印象： 

最精彩的部分当然是集体出游，大班级也好小团体也好，小伙伴在身边一起玩耍的日子

总是最开心的。大学这四年说长不长但确实是我现有人生中最精彩的四年，有一群既能一起

吃喝玩乐又能一起拼命学习的万能小伙伴们。最精彩的部分应该是出游，大班级也好小团体

也好，小伙伴在身边一起玩耍的日子总是最开心的。当然为了考试一群人呼啦啦一起学习的

日子我也会记一辈子~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陈建楠 

个人简介： 

10 大禹水文班，江苏南通人。 

精彩印象： 

选了水文专业，认识了许多美丽的大水文妹

子。选水文，不后悔 

毕业去向： 

北师大水科院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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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玉环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曾任大禹学院新闻中心江宁

负责人，现任大禹学院 10 级水文党支部书记。 

获得奖项： 

 2010~2011 年 获学习优秀奖学金、精神文明奖

学金、文体艺术奖学金、社会工作奖学金及获优秀学

生荣誉称号； 

 2011~2012 年 获学习优秀奖学金、精神文明奖

学金、社会工作奖学金及获优秀学生荣誉称号；获得

“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2012~2013 年 获学业优秀奖学金、精神文明奖

学金； 

 2013~2014 年 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精彩印象： 

 回想整个大学四年，感觉还是很充实的。学生工作有参与过，结识了很多可爱有趣的朋

友，开心自在。学习方面也是一样，既挂过科，也得过满分；既有落在班级的尾巴的时候，

也有成绩名列前茅的时候，总之，大学圆满了。不，还是有遗憾：很少参加科技创新类的比

赛，也没有发表过论文，在研究生免试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加分。期间还有去做过兼职类的，

对于社会方面的认识也与以往不同，经历丰富了很多。大学的生活更让我看清楚自身的一些

毛病，学习者与他人的相处方式。在周围朋友的帮助下，我感觉自己学会了很多，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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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繄玮 

个人简介： 

10 大禹水文班，辽宁省朝阳市人。曾任大禹学院禹

思社社长。 

获得奖项： 

 2010~2011 学年 精神文明奖学金，社会工作奖学金 

2011~2012 学年 精神文明奖学金 

2012~2013 学年 学业优秀奖学金 学业进步奖学金 

2013~2014 学年 精神文明奖学金 

精彩印象： 

我的大学因为有了一群可以一起犯二互相调侃的好基友而精彩，因为他们的存在，大学

生活才不无聊！他们跟我一起在平安夜卖过苹果，在辩论赛上努力，一起在吃多了的时候绕

着操场一圈圈的散步，容忍着我的各种任性和无理取闹！！！同时在这四年里，我的三观也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建，对世界和对人的认识也有了不同~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生态水利学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朱燕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 江苏东台人。 

获得奖项： 

 2010.9—2011.6 学年荣获精神文明奖学金； 

2011.9—2012.6 学年荣获学业进步奖学金、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2.9—2013.6 学年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3.9—2014.6 学年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精彩印象： 

收获了一群好-基-友^-^ la ;2011 年圣诞前夕和橘子酱一起卖苹果;参加了新生欢迎会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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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韦玉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人。  

获得奖项： 

 2010.9—2011.6 学年荣获精神文明奖学金 

2011.9—2012.6 学年荣获学业进步奖学金、学业

优秀奖学金 

2012.9—2013.6 学年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3.9—2014.6 学年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精彩印象： 

在大学里，很高兴遇到了我可爱的室友们：橘子酱、豆豆、小绣娘，在离家千里的陌生

城市，依然有一个温暖的小窝，卖萌搞怪，无所顾忌。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型研究生 

 

姓名：王妍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宿迁人。曾任学习委员

/团支书/院科协学术部副部长。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精彩也有，遗憾也有。走了一些地方，

得了一些奖学金，玩过一些很有意思的实习；读了

一些书，看了很多电影，接触认识了很多曾不知道

的东西；感受了考研那段压力巨大的时期，也很感

激有人陪伴。遗憾没有努力的学习，没有努力的运

动，虚度了很多时光。总之，这四年是种飞快的成

长，原以为自己没有变，翻看老照片才发现时间已悄悄爬上眉间。 

毕业去向：河海大学城市水务专业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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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谢悦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四川简阳人。 

获得奖项： 

河海大学女子摸石过河比赛第二名； 

第一届登封造塔比赛第一名； 

河海大学艺术体育类奖学金； 

河海大学科技创新奖学金。 

精彩印象： 

来到河海读大学我走出了我生活了 18 年的小城市，只身一人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地方，

在这里的四年的学习，我了解并爱上了水文这个专业，同时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独立面对各

种各样的人以及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和亦师亦友的老师和师兄师姐

们。最重要的是，在这四年里，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我的一生都将产

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毕业去向：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王晟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省盱眙人。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学习了如此浩瀚的知识，认识了

如此有趣的同学，结识了如此真心的朋友，了

解了如此优秀的老师，接触了如此纷繁的社会，

经历了如此丰满的人生。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城市水利工程专业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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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徐浪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浙江武义人。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时间说着挺长的，却是过的

如此之快，眨眼间大家都要毕业了。四年

时间里，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有一群小伙

伴一直陪着一起疯狂，这种友谊弥足珍

贵。还记得大一期末数分考试前夕，大家一起熬夜奋战，拼命争取多记些考试重点，奋战到

深夜。也记得夏天降至的夜晚，和室友们一起开黑打 DOTA，说好赢一把就睡觉，一直打到

黎明。大学四年有你们一起便是精彩！ 

毕业去向： 

回浙江工作 

 

姓名：周鹏程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安徽芜湖人，曾担任学院

院报主编。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怎么在陌生

的地方生存，怎样和陌生人搭话并获得好感乃至帮

助，嘴炮技能快速升级中~~~ 

毕业去向： 

目前还在找工作中，刚刚从杭州回来，参加的

杭州市事业单位考试，感觉还可以。比较心仪的工

作是滁州某单位，条件对于毕业生来说真是优厚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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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韬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甘肃兰州人。

曾任 2010-2011 大禹 1 班班长；大禹

科协学术部副部长；2012-2013 大禹

水文班团支书 

获得奖项： 

实用新型专利：滴管带包装架、分体式单侧给水栓、管口保护套、一种手摇吸式过滤器

（均为第二专利人）； 

论文《黑河流域农业节水协调可持续发展研究》，第三作者。 

精彩印象： 

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从大一“被踢”的边缘到顺利直博，这是大学最自豪的事；在大

学认识了一帮好兄弟，结交了深厚的友谊；有自己的发明专利与撰写的论文。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直博生 

 

 

 

姓名：夏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南通人。 

精彩印象：我觉得我大学四年最重要的事情，就

是认识到这么一群可爱热情得同学

们，这肯定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财

富。 

毕业去向： 

江苏工程勘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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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宁亚伟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河南开封人。 

获得奖项： 

2012 年，江苏省高等数学竞赛三等奖； 

2012 年，2012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

科组）江苏赛区二等奖； 

2012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江苏赛区二等

奖； 

专利：一种充气式立体泊船装置，第二作者； 

专利：一种简易自动浇花器，第二作者； 

论文：《自回归模型在新安江模型中的应用》，

第一作者； 

论文：《基于改进果蝇算法的水库群调度应用研究》，第五作者。 

精彩印象： 

四年太快了，像拍电影一样。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现在的感受好比是“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不过这四年的回忆、友谊是我在河海最珍惜的那部分。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孙召华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江苏海安人。 

精彩印象： 

足球队的一帮队友 

毕业去向： 

在学校继续深造或在江苏省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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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姚轶 

个人简介： 

水文大禹 1 班；江苏人；曾任原 2 班班长。 

获得奖项： 

江苏省第三节大学生水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秀

奖； 

2013 年全国教育改革优秀教学论文大赛一等奖； 

论文：《常州水文化初探》，第一作者。 

论文：《大学生政治思想有效载体探析》，第一作

者 

精彩印象： 

大学 4 年收获了很多珍贵的友谊，不管是和原大禹 2 班的同学们还是现在的水文班的同

学们，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珍贵的回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三那一年，同学们为了保

研努力学习刷绩点的艰苦岁月，我好几次在考试前躲在办公室里刷夜，就算是拿出平时玩游

戏的劲也撑不了那么久，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 

毕业去向：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直博生 

 

 

 

 

姓名：陈伟东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浙江兰溪人；曾任

10 级水文班班长。 

获得奖项： 

2012~2013 国家奖学金； 

第二届“刘光文”优秀学生奖学金； 

首届全国英语口语大赛三等奖； 

2012 年全国数学建模竞赛江苏赛区一等奖； 

第五届河海大学”水工创新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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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 

2012~2013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 

2012 年河海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精彩印象： 

四年匆匆而过，有精彩，有遗憾，更多的是成长后的欣慰。四年间参加过好多竞赛，影

响最为深刻的是大二暑假的数学建模。从初赛失利，到暑假三个哥们相约没经过学校同意就

“死皮赖脸”地来参加暑期培训；从软磨硬泡申请到比赛资格，到三天三夜的机房奋战；从

推荐国一的兴奋，到参加复旦大学的“高教杯”的面试，最终却是遗憾败北。一波三折，结

果已是次要，过程中的不曾放弃教会我们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 一千多个日夜，积蓄着属

于青春的能量，厚积而薄发之；新的帷幕徐徐拉开，未来的精彩已在前方召唤，勇往直前。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刘秋生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安徽滁州人，曾经参加过院辩论

队。 

精彩印象：   

逃过课，挂过科，谈过恋爱，赚过钱，回望四年，

庆幸还有陪伴我的你们。 

毕业去向：河海大学水利工程专业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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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小祥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 江苏南通人。 

获得奖项： 

专利：《充气式立体泊船装置》，第三作者 

精彩印象: 

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人，但是我和这么多优秀的人

一起度过了本科四年。 

和张磊、宁亚伟一起申请到一个专利。 

和林峰、陈伟东一起参加水工创新杯，制作模型，

得了校二等奖。 

和亲爱的 523 舍友们一起创建特色宿舍。 

大学四年，身边的人让我明白应该好好珍惜时间，用有限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梦才想获

得无限的快乐，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栾慕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文班，辽宁凌源人，曾任水文班

学委、团支书。 

精彩印象： 

结识了六个好室友，认识了许多好朋友，写过

几篇好文章，拍过几张好照片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城市水务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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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级水利水电工程班（大禹）是大二下学期才确定的团体，共 36 个同学

（含 3 名赴法同学）。在全体班干部的领导下，本着服务同学、共同进步的宗旨，

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有着极强的凝聚力的班集体并不断地壮大自己。 

班级平均绩点 4.50，四级通过率100%，六级通过率 88.9%，IELTS通过 19.4%，

计算机二级通过率 83.3%。毕业去向：本校直博 3 名、学硕 15 名、专硕 5 名，

清华直博 2 名，工作 3 名，出国 6 名，考研（成功）2 名。 

2014 年 6 月，我们从河海毕业。九朵廿七叶，此夏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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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兰兰 

个人简介： 

10 级水利水电工程大禹班，安徽省亳州市人。

2010-2011 学年，大禹学院分团委干事，在总统府

做志愿者；2011-2012 学年，大禹学院分团委规划

中心副主任，班级学习委员；2012-2013 学年，在

明基医院做志愿者。 

获得奖项： 

2012年江苏省第十一届非理科专业高等数学竞

赛二等奖； 

2012 年第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能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水利类团

体二等奖； 

2012 年第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能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个人单项

二等奖； 

2012-2013学年，获第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能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

赛水利类团体二等奖、个人单项二等奖； 

获第八届“矿大杯”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一等奖； 

获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三等奖；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河海选拔赛二等奖； 

一篇核心期刊论文，三个实用新型专利，两个发明专利（在审）。 

格言：坚持自己内心的路。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土木方向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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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费远航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湖北石首人，曾任校自管会、院体

育部干事 

获得奖项： 

学业优秀奖、学业进步奖、文艺体育奖、精神文明

奖。 

论文《水泥搅拌桩检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第二作者； 

精彩印象：    

刚上大学时，觉得学习没那么重要，在学习方面不太扎实。直到快毕业了，回顾大学的时光，

发现各方面都学得较少，成长得较慢，才渐渐有所悔悟。厚厚的积累，方能承受起考

验，方能给自己以信心，方能让自己觉得充实。说话要少一些，多做些实事。在大学

里空闲时间会比较多，不要把这些时间都浪费在无所事事上面。但总而言之，大学里

面收获了纯真的友情和师生情，这也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毕业去向： 

就读河海大学农业水土工程研究生 

 

 

 

 

姓名：陈爱青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 

精彩印象： 

参加读书会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大禹殿堂——禹之水工 

 

22 
 

姓名：郭玉雪 

个人简介： 

10 级水工班，山东人。曾任院青志大队副队长，

校青志大队主席团助理，院体育部副部长，现任 10级

水工班团支书。 

获得奖项： 

专利：一种适用于佩戴眼镜者使用的 3D眼镜，第

四发明人； 

2012年获严恺奖学金； 

2013年全美数学建模二等奖； 

2013年全球数学建模认证杯二等奖。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没有收获身高，也没有收获体重，还好收获了一群好友以及女博士的荣誉。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电方向直博生 

 

 

姓名：周楠 

个人简介： 

10级大禹水工班，江苏盐城人。任学习委员一职。

职务：学习委员。 

获得奖项： 

2012 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本科组江苏

赛区二等奖； 

“矿大杯”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二等

奖； 

2013 年 8 月 获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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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居艳阳 

个人简介： 

原大禹三班，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苏如

皋人；曾任学生会文艺部长、青志实践策划

部长、分团委礼仪队队长 

精彩印象： 

毕业后的我一定会非常怀念大家一起

疯一起玩一起奋斗的这四年的时光，记得我

们躺在致用楼的长凳上等天亮，记得一群人把醉成狗的某人从北门抬回宿舍，记得小车队每

周骑着去新街口练舞，记得我们的迎新晚会、运动会、管理学视频、实习、游玩、狼人杀、

掼蛋„„几十年后，轮到我们致青春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还能记得你们每个人的模样。 

毕业去向：河海大学读研 

 

 

 

 

 

 

姓名：胡静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西景德镇人。 

精彩印象： 

和同学们一起进行每个学期的实习，去了宁波，江

西，绍兴这些美丽的地方，和大家一起愉快的度过了很

多时光，留下了很多回忆。 

毕业去向：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河流海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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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俞艳玲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安徽巢湖人。 

获得奖项： 

 2012 年第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

成图技能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建筑类建

模二等奖； 

 2012 年数学建模省二等奖； 

 2013 年“矿大杯”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力

学竞赛二等奖。 

精彩印象： 

生产实习全过程都很欢乐～有天晚上几个人寻找镇上唯一一家水果店，走过长长的没有

路灯的桥，最后惊喜地发现水果店就在桥下的街市。有点没头没脑，但印象很深刻。 

毕业去向：河海读研 

 

 

 

 

 

 

 

姓名：姚右文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 

精彩印象： 

回忆那么长，却记不起开始。 

毕业去向：河海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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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樊科伟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河南安阳人。 

精彩印象： 

点点滴滴，尽在不言中。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姓名：秦向南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湖北襄樊人。 

获得奖项： 

 2011 年 2011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c 类）二等奖； 

 2012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c 类）三等奖； 

2012 年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水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优秀奖； 

 2013 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精彩印象： 

四年大学匆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这一点很开心；在很多情况

下还是能够意识到自我的局限，这一点很重要；在很多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给自己安慰和

鼓励，这一点很欣慰。韶华易逝，感谢这里的每一天和每一个人。 

毕业去向： 

河海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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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俞扬 

个人简介：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苏盐城人。 

精彩印象： 

1、我是盐城人，我为自己带盐，请不要叫我盐城贵

族。 

2、不要叫我女王大人，请叫我胖子大人。 

3、刘晓庆和武则天是我最喜欢的女人。 

4、《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真的不是我喜欢的歌。 

5、挑衅，骗人，使用暴力，是我最痛恨的品质。 

6、我觉得眼睛还是小的聚光，鞋底还是白的好看，袜子还是黑的好用。 

7、13 不是个好数字。 

8、孩子们，有缘再见。 

毕业去向：河海读研 

 

 

姓名：宁昕扬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苏连云港人。曾担任大禹学

院科学与技术协会办公室副部长。 

精彩印象： 

时光荏苒，再回首，大学只剩下最后的零星。人生

每一个阶段的结束都是那样的令人回味，因为这时总会

像在品味加了少许糖的咖啡一样，微涩而又甜美。 

还记得大一刚走进校园时对大学生活的那份幻想

和憧憬，现在想想是那么的美好。经历了四年的大学时

光，感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成长。学会了怎样高效地学习，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应对生活中

的一些不愉快或者是突发的事情等等。大学四年，学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将是我今生受用。 

特别喜欢看着车窗外变化的景象，那种感觉就像是脱离了一切繁重，恣意地游离。这四

年，我也去过蛮多地方。接触新的地方，新鲜的事物，使得我总是能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 

毕业去向：河海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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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磊 

个人简介：10 级大禹水工班，湖南人。 

精彩印象： 

拍了老二班分班的纪念视频，拍了“舌尖上的

520”毕业视频。 

获奖情况：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三等奖； 

第八届“矿大杯”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一等奖； 

美国数学建模比赛二等奖； 

第三届全国水利院校十佳未来水利之星之“科研之星”； 

第八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江苏省候选人； 

2013年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应对暴雨的波浪形尾矿坝坝坡排水沟》，第一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改进的多功能方便面叉子》，第一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多功能饭桶》，第一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内置式吸收粉尘的改进电钻》，第二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可用于面条馄饨等面食盛放的闸门式饭盒》，第一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充气式立体泊船装置，第一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简易自动浇花器》，第一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食堂用饭菜分类计价器》，第一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自动读数的渗流电拟实验仪》，第二专利人； 

发明专利：《一种复合土工膜上层土工布的搭接装置》，第一专利人； 

发明专利：《一种分段施工的尾矿坝排渗管》，第一专利人； 

论文：《选课信息在学生中传播的数学模型》，第一作者，发表于《知识经济》；  

论文：《基于改进果蝇算法的水库群调度应用研究》，第三作者，发表于《水电能源科学》； 

论文：《基于图论聚类的汛期划分及其应用》，第一作者，发表与《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论文：《一种新型尾矿库排渗竖管垂直排渗方法及其效果分析》，第一作者，发表于《水

电能源科学》。 

论文：《选课信息在学生中传播的数学模型》，第一作者，发表于《知识经济》。 

毕业去向：清华大学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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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昱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苏宜兴人。 

获得奖项： 

专利：《一种内置式吸收粉尘的改进电钻》，第一

专利人； 

专利：《一种可用于面条馄饨等面食盛放的闸门

式饭盒》，第二专利人 。 

精彩印象： 

获得过 3 次学业优秀奖学金，2 次学业进步奖学金，发表了 2 个实用新型专利，大学最

大的收获是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人最怕的是认不清自己，虽然大学感觉没有获得过什么大的

奖，但是我依然感到幸福，因为认识了那么多同学和知己。感谢河海，感谢大禹。 

毕业去向：河海读研 

 

姓名：王易阳 

个人简介：10 级大禹水工班，籍贯河南宜阳。 

精彩印象：被评为 2012 年—2013 年度江苏省三好

学生 

获得奖项： 

2012 年第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

技能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水利类团体二等奖； 

2012 年第五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

技能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个人单项二等奖；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 

2013年江苏省三好学生； 

2013年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优秀奖； 

2013年江苏省力学竞赛二等奖； 

论文《对黄土条件下的尾矿坝分析》，第一作者。 

毕业去向：清华大学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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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袁玉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安徽淮南人。曾担任大禹学院分团

委秘书处处长，院青志实践宣传部部长。 

毕业去向： 

河海水利水电专业读研 

 

 

 

 

 

姓名：徐慧宇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苏南通人。 

精彩印象：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三个品质是无所畏惧、无所畏惧以及

无所畏惧。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姓名：韩健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苏连云港人。 

获得奖项： 

 专利：一种失重唤醒床，第一发明人 

精彩印象：一直很精彩 

毕业去向： 

德国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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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京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籍贯河北东光。担任辅导

员助理。 

精彩印象： 

2011 年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成员） 

《逆向工程初探》； 

2012 年参加“热爱人民军队，共铸钢铁长城”

演讲比赛并获得二等奖； 

2012 年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雕刻图

像处理芯片”（专利号：CN202889477U）（第一发明人）； 

2012 年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快速将实物转变为数字模型的机器”（专利号：

CN202976213U）（第二发明人）； 

2013 年“矿大杯”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一等奖； 

2013 年周培源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三等奖；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姓名：张弦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籍贯浙江余姚。 

精彩印象： 

大禹院没有奇葩，只有我们这些比奇葩还奇葩的怪物 

毕业去向：河海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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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志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浙江宁波人。 

获得奖项： 

 2011 年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三等奖； 

 2011 年江苏省第十一届非理科专业高等数学竞赛

二等奖 

2012 年数学建模国家一等奖，获本科组高教社杯； 

 2012 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二等奖； 

 2012 年第三届水工创新杯校 二等奖； 

 2012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一等奖。 

精彩印象： 

从一个懵懂的高中生慢慢蜕变为一名专业的工程人员，秉承一种求真、务实、严谨的态

度，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这是大学四年给予我最大的收获。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姓名：马骋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河南鄢陵人。 

精彩印象： 

大二运动会的时候，取得了 1500 米的第四名。对于很少

参加集体活动的我，那是一个不错的转变。大学四年，感觉

变化最大的就是自己的性格，相比以前的孤僻，现在真的外

向了很多。四年的时光不算太短，庆幸的是，我还不是那种

死宅的人，能够把多余的旺盛的精力发泄到球场和操场上，

也为了自己的目标做出过努力，总算是，没有荒废这最好的时光。 

毕业去向： 

安徽合肥，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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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白柯含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辽宁阜新人。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平淡中难觅辉煌，平凡却不失精彩。

荣誉榜上从来留不下自己的名字，一切收获都可以随

身带走。文凭证书并不是未来的保证，四年的积淀却

可以成为梦想征程中的燃料。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姓名：崔伟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苏东台人。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姓名：赵翾宇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苏连云港人。 

精彩印象： 

个人感觉大学最精彩的部分应该是我们每次的

外出实践部分，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出去，一起听报告，

一起玩耍，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大家增进了

解和友谊的过程。 

毕业去向：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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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戴波 

个人简介： 

 10级大禹水工班。 

获得奖项： 

国家奖学金、 

“张光斗科技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学金”；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一等奖以及本科组

高教社杯；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决赛一等奖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三等奖；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国家级 三等奖；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省级 一等奖； 

论文：《灰色模型对固体废物产量的预测》，第一作者； 

论文：《探讨表面张力对变水头法粘性土渗透系数测定试验的影响》，第二作者； 

2012年发表论文《基于 AVR单片机的降雨量测量与雨样采集装置的设计》，第三作者； 

 

 

姓名：任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山西侯马人。 

精彩印象： 

大一开心快乐的时光(^_^)；大二的略微尴尬^_^|||；

大三忘我学霸生活( 9__6 )，大四伤离别 Q_Q。现在我们

二十二三岁，生活的压力慢慢袭来，需要开始着手准备

了~~~ 大伙都加油哈↖(^ω^)↗ 。附张学术图吧。 

获得奖项：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特

等奖（并列第五名）；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二等奖；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理论设计与操作”团体赛获得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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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发表论文《基于 AVR单片机的降雨量测量与雨样采集装置的设计》，第一作者； 

2013 年在《吉林水利》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角分法在均质粘性土土坡安全系数计算中的理

论分析》和《探讨表面张力对变水头法粘性土渗透

系数测定试验的影响》； 

2013 年在《资源节约与环保》以第二作者发

表论文《灰色模型对固体废物产量的预测》；《灰色

模型对固体废物产量的预测》 第二作者； 

创新训练计划《基于 AVR单片机对长隧道排风装置的改进》 国家级。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姓名：邵学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水工班，江苏南通人。 

精彩印象： 

在 2013 年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获省

二等奖。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又来了，虽然很

快它就将决出冠军，但四年之后它又会卷土

重来，给人更多的期待。而我的大学生活，却定格在了 2010--2014 这四年，就这样子吧，

不管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一切都没有关系了。品味人生，才能珍惜人生。走过岁月，

走过季节，也走过了我的大学时代。大学生活留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想想走过的路，想

想现在的路，想想未来的路，不能不说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把这

句话献给所有关心我和我关心的人。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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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月，我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大禹学院，我们是大禹港航班；在

港航学院，我们是港航大禹班。我们是“禹之子”，也是“水之子”。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主见有思想，不依附于其他组织而存在。但

是我们也时刻铭记我们是一个班集体，在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相聚在河海，

有一张相同的名片——大禹港航班。忘不了趣味运动会上笑声和汗水的交织，忘

不了认识实习时在工地上的相互搀扶，忘不了每次班级聚餐时融洽的气氛，这一

切的一切，都是港航班给予的。你的大学，我们一起，在南京，在河海，在大禹，

在港航班。 

六月的河海，是分离的季节。大禹港航，永远是我们心灵的驿站，激情不老，

青春永不散场。 

港 纳 百 川 育 英 才 

航 行 万 里 志 四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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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梅菊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山东省招远市。2010 年 9 月

加入大禹学院，原大禹一班，专业分流后进入大禹港

航班。曾任大禹学院青年志愿者大队队长、大禹学院

10 级港航党支部书记。 

精彩印象： 

大学最值得纪念的是，认识了同住四年的室友，

跟她俩朝夕相处，不仅是室友、同学，同住几年，她

们更是我的家人。毕业了，曾经的十舍 221、三舍 114、

三舍 104 都将成为过去，成为记忆，只愿在最后的时

光里与她们一同为大学四年画上圆满的记号。今后的

日子里，可能我不会再陪伴在你左右，你自习的伙伴可能没有了我，你逛街的参谋长可能也

换了人，晚上的卧谈可能也不再有我的声音„„可朋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我身在何处，

我都将深深的祝福你！最后道一句：珍重！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物理海洋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羌娟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籍贯江苏省南通市。曾任大禹

学院新闻中心副主任。 

精彩印象： 

没啥特别精彩的部分，除了收获了一个响亮的绰

号：娟哥。 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可能在别人

眼里我们有点二，但是有一批人一起二感觉也很有气

势。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海岸带资源与环境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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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娟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如皋人 

获奖情况： 

第 46 届校园科技节标新立异大赛二等奖 

精彩印象： 

没有最黑只有更黑~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型研究生 

 

 

姓名：黄春琳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张家港人。 

精彩印象： 

刚进来就挂科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沈炜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无锡人。 曾担任大禹五班

团支书。 

精彩印象： 

工科女不好当啊 

毕业去向： 

目前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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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学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天津人。 

精彩印象： 

大一认识实习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型研究生 

 

 

 

姓名：王曦鹏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徐州人。曾任大禹

分团委副书记，体育部副部长。 

精彩印象： 

奋斗了四年的河海杯，虽然四年都遗憾出

局，但拼搏过，精彩就不会褪色。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董明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河北秦皇岛人。 

获得奖项： 

专利：《一种可拆卸的膨胀螺丝》，第四专利人。 

精彩印象： 

参加校级运动会获二等奖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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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雅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扬州人。 

获得奖项： 

2011 年，全国第二届水利创新杯全国二等奖； 

2011 年，江苏省水文化创新设计大赛江苏省三等奖；   

2012-2013 年 荣获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为优秀；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杯设计大赛获得全国二

等奖；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船舶与海洋大赛获全国三等奖； 

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水文化创新设计大赛获省三等奖； 

论文：《自回归模型在新安江模型中的应用》，第二作者； 

专利：《活动式拦污栅》，第一专利人； 

专利：《一种海面应急清油装置》，第一专利人。 

精彩印象： 

我的大学可以有学习，可以参加创新比赛，可以跟着老师做试验，这些经历让我收获颇

丰。四年里遇到了不少恩师，不少谈得来的好朋友，在河海的本科，我很满足。获奖情况：

水文化比赛省三等奖、创新训练计划国家级优秀、水利创新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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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郑孝康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安徽芜湖人。 

获得奖项： 

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水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优秀

奖； 

专利：《一种可拆卸的膨胀螺丝》，第三专利人； 

专利：《一种适用于佩戴眼镜者使用的 3D 眼镜》，

第三专利人。 

精彩印象： 

进大学第一科挂掉了！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研究生 

 

 

姓名：沈振华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南通人。曾任两年班级团支

书。 

获得奖项： 

实用新型专利：《活动式拦污栅》，第四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可显示电量的充电式路由器》，

第二专利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可用于面条馄饨等面食盛放的闸门式饭盒》；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内置式吸收粉尘的改进电钻》； 

获得“矿大杯”第八届江苏省力学竞赛省级二等奖； 

论文：《基于 SPH方法与 ALE方法的圆盘水漂对比研究》，发表于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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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道人山涂滩涂工程的环境问题及解决措施》，发表于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精彩印象： 

大学虽短，回忆悠长，且行且珍惜！ 

毕业去向： 

中交三航局第二分公司 

 

 

姓名：赖豪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浙江宁波人。曾任大禹学院

院科协科创部副部长 

获得奖项： 

1.获国家奖学金；  

2 潘家铮奖学金；  

3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一等奖，并获

本科组高教社杯；  

4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一等奖 ； 

5 力学竞赛省二等奖。 

精彩印象： 

留住精彩，且行且珍惜 

毕业去向： 

清华大学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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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顾建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原大禹二班。江苏张家港人。曾经担任劳动

委员，院学生会外联部部长。 

获得奖项： 

 专利：《一种可显示电量的充电式路由器》，第一作者； 

专利：《一种用于调节手机音量的感应按键》； 

专利：《带无线 usb 分线器可收集能量的鼠标垫》； 

专利：《一种可用于面条馄饨等面食盛放的闸门式饭盒》； 

专利：《一种内置式吸收粉尘的改进电钻》。 

精彩印象： 

1、大体总结下自己的大学四年 

大一:新奇体验四处做兼职 

大二:心系外联部和点点网 

大三:潜心学术尝试写专利 

大四:保研成功专注写教程 

2、收获和感受 

我觉得大学主要学会两项技能 

① 与人相处的能力，尤其要学会和自己性格不一样的人相

处。 

② 自学能力，学会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资料进行自学，不仅仅

是学习大学课堂上的东西。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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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逸聪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广西南宁 

精彩印象： 

4 次学业优秀奖； 

    羽毛球河海杯男子单打第三名； 

    金水节舞林大会三等奖。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徐伟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启东人。曾担任过校学

生会公关礼仪部副部，大禹学院学生会主席助理、

副主席。 

精彩印象： 

在大学期间获得过学业优秀奖学金、社会工作

奖学金、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会干

部，优秀团干部称号；在院里面担任过各种晚会、

会议的主持；在中海地产做过校招大使；因为学生

工作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去了好多地方旅游；

在大学谈了恋爱，可惜没有走到底。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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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何占元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河北衡水人。 

获得奖项： 

2012-2013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红山动物园志愿者优秀荣誉证书； 

2013 年，矿大杯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一等

奖； 

2013 年，江苏省人文社科知识竞赛获优秀奖。 

精彩印象： 

超级怀念大学里第一个宿舍 118，我们曾经卧谈：等以后工作了，回河海捐一栋“118

楼”！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耿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泰州人。曾担任班级学习

委员及班长。 

精彩印象： 

在思考中提升自己 

毕业去向： 

浙江省宁波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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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龚志远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湖南永州人，中共党员，于 2010

至 2014 年期间就读河海大学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

在校期间，曾担任河海大学大禹学院第三届学生会主席团

主席，河海大学第三十二届全委会委员，荣获过河海大学

国家励志、学业优秀、文体艺术、社会工作等奖学金和优

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负责过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训练项目。截至 2014 年 5 月，所获实用新型专利两项。 

获得奖项： 

专利：《一种快速将实物转变为数字模型机器》，第一专利人； 

专利：《一种雕刻芯片》，第三专利人。 

精彩印象： 

相遇河海，丝丝缘分，感谢有你。学在河海，谆谆教导，念念不忘。 

毕业去向： 

广东省广州市 

 

姓名：邹恒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来自美丽的江苏

常熟。在班级担任学委。 

获得奖项： 

2012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本科组)江苏赛区一等奖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最好的记忆都是关于奋斗和青春，关于浪漫和诗意。有过和同学参加数学建

模三天废寝忘食的战斗，也有过足球场上追风的奔跑，看过许多的书，走了很多的路，发现

世界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路途都是荒凉，我于是决定做个心灵温热的人。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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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文剑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淮安人。曾任河海大学大

禹学院港航班班长，任河海大学大禹院学生会副主席，

任河海大学大禹学院体育部部长，大禹学院篮球队队

长兼教练，中交四航局南京片区临时团支部书记 

获得奖项： 

 论文：《调谐液体阻尼器减震机制的数值研究》，

第三作者； 

精彩印象： 

2011 年带队获得河海大学新生杯篮球赛首胜的时刻 

毕业去向：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第四航务工程局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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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堃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淮安人曾担任老四班学委，港

航班班长职务。 

获得奖项： 

 2012 年江苏省物理竞赛一等奖； 

2012 年，江苏省高校第九届大学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

品创新竞赛 

 论文：《调谐液体阻尼器减震机制的数值研究》，第一作者； 

 论文：《基于 Adina 的重力坝流固耦合动力特性分析》，第一作者。 

精彩印象： 

学会了远离家人，学会了叠被子，知道了洗被子是洗被单而不是一起放洗衣机里（所以

我之前一直纳闷洗衣机怎么放得下一床被子。。。。。。。。），学会了一个人照顾自己，学会了包

容，学会了体谅父母，知道了父母真的不欠我们什么，学会了感恩，知道了该好好努力回报

父母，如果说高中教会我们的是学习方法，那么大学则告诉我们如何做人，感谢河海，感恩

河海。入则进德修业，出则弘毅笃行！ 

毕业去向：河海大学直博 

 

 

姓名：吕江华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河北深州人。 

获得奖项： 

2012 年江苏省物理竞赛一等奖。 

精彩印象： 

最精彩的是认识你们所有人，我是憔悴

哥，悴悴，脆脆，翠翠„是的，我变胖了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物理海洋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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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旸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连云港人；曾担

任老四班体委。 

获得奖项： 

论文：《基于 Adina 的重力坝流固耦合动

力特性分析》，第三作者。 

精彩印象： 

四年大学生活不知觉间到了尾声，回想起来真是一段宝贵的回忆。这四年里，我收获的

不仅仅是用以找到一份工作的宝贵知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感到自己不再是一

个小屁孩。来大学以前一直都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生活，来到了河海，自己打理生活，

每天和亲爱的舍友们一起生活，学习、游戏，他们不仅是贴心的朋友，更是重要的战友，这

是四年大学里非常重要的财富。 

说起对大学的感悟，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刨除知识本身的重要性，

学习怎样学习这一项技能也是尤为重要的。说起来我为自己四年里没有好好学习感到一些惋

惜，但谈不上后悔，因为有得必有失，选择自己的路就要努力勇敢地走下去，绝不留悔恨。 

曾经一次班会，班导张蔚老师把我的名字“旸”误读作“肠”，由此多了这个昵称，我觉得

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肠肠”、“肠导”的时候，都是大学里最精彩的部分。 

毕业去向： 

中交三航五公司 

 

 

姓名：张静远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浙江舟山人，曾在

大一大二学年担任大禹四班班长 

获得奖项： 

 论文：《基于 Adina 的重力坝流固耦

合动力特性分析》，第四作者 

 



大禹殿堂——禹之港航 

 

49 
 

精彩印象： 

1.刚进大学时候，班级同学们都还是三观正直的学习好青年，但在我引入 DotA 并极力推广

之后，大家都走上了不归路......； 

          2.军训汇报时候当领头，结果没见过大场面果然把脚步踢错了…当时就眼泪哇啦对不起教官； 

3.大三时候地质实习，中午没饭吃，饿得想啃翔。晚上回校六个人在好客酒店怒吃六盆米饭

一盆面，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 

毕业去向： 

工作——舟山市交通规划设计院 

 

 

姓名：华厦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泰

州人，曾任班长、团支书、院

新闻中心主任等职务。 

获得奖项： 

 2012 年，江苏省高校第九

届大学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品

创新竞赛。 

精彩印象： 

1、出演大禹港航三班微电影《这些年、那些年》，每每回顾、总觉得很感动。 

2、在新闻中心，先是一个干事，然后当上了江宁区新闻中心负责人，最终成为新闻中

心主任，竞选成功的那晚一直记得。 

3、三个兄弟一起参加科协举办的地标创意大赛。复赛的那晚，比赛宣布名次时，三等

奖没有我们，二等奖还没有我们，我当时心都凉了，突然听到一等奖是我们的时候，我既是

惊讶也是感动，泪水夺眶而出，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海岸带资源与环境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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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天宇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南通人 

精彩印象： 

交了很多值得珍惜的朋友，遗憾的是没有好

好学习，没有好好锻炼长胖了!! 

毕业去向： 

去南通工作 

 

 

 

 

 

 

姓名：金鑫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吉林省吉林市人 

获得奖项： 

 2012 年，“标新立异”地标创意大赛 二等奖； 

 2012 年，江苏省第十一届非理科专业高等数学

竞赛一等奖。  

精彩印象： 

哥当年在科协的岁月！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方向学术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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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吴尧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福建漳州人 

获得奖项： 

 论文：《浙能嘉兴独山煤炭中转码头围堰工程稳定监

测分析》，第三作者； 

 2013 年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三等奖，江苏省一等奖。 

精彩印象： 

在很多个天气晴朗的下午，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操场踢球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方向学术性研究生 

 

 

姓名：樊立东 

个人简介： 

专业班级：大禹港航   籍贯：江苏常熟   

精彩印象： 

大学过的非常无忧无虑，是上学时代最开心的四

年。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港口工程方向学术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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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季晶晶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港航班，江苏大丰人，大二

曾任科协科创部部长。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演绎了我人生的许多第一

次：第一次放下高考的重担，开始追逐自

己的理想、兴趣；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

独立参与团体和社会生活；第一次不再单纯地学习或背诵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是有机会在

学习理论的同时亲身实践；第一次不再由父母安排生活和学习中的一切，而是有足够的自由

处置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支配所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大学的珍贵，并不仅仅是

这许多的第一次，更重要的是涵盖着许多的最后一次：一生中最后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接受

教育；最后一次可以拥有较高的可塑性、可以不断修正自我的成长历程；最后一次能在相对

宽容、纯洁，可以置身其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的理想环境。所幸的是，我认真把握住了每一

个“第一次”，让它们成为我未来人生道路的基石；我也珍惜每一个“最后一次”，没有让

现在的自己追悔莫及。感谢美丽的校园，给予了我飞翔的翅膀；感谢亲爱的老师和同学，给

予了我展翅翱翔的信心和勇气。 

毕业去向：本校保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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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土木大禹人。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奔向大江南北。 

我们用智慧丈量土地，用青春描绘蓝图。 

我们用臂膀挑起高楼万丈，用双脚迈开大路条条。 

土生万千，厚德载物，木秀于林，风焉能摧之？ 

我们感谢过去，更会面向未来。 

我们，是土木大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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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程青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安徽芜湖人。曾任 10 级

大禹 1 班团支书，院分团委规划中心主任，河海

大学 “河海之声”广播员。 

获得奖项： 

第二届“倍学口语杯”高校联合英语演讲比

赛决赛优胜奖、河海赛区第一名； 

2012年，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水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 优秀奖； 

2012年，挑战杯创意设计大赛 三等奖； 

2012年河海大学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三等奖； 

论文：《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SNA in tacit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project 

team》，第三作者。 

精彩印象： 

11 年夏天的暑期社会实践，一行 9 人去了我的家乡芜湖，翻翻看当年的照片、被电视

台采访的视频，满眼都是青涩的影子，都是 3 年前稚嫩的脸庞。之后的港澳之行，属于一大

坨人的旅行，那山、那水、那人、那旅途，让 HK 这座城成为留在我们脑海中深深的回忆。

没有烦恼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在象牙塔的最后一年。大四的申请

季，真正让我明白先苦后甜的大半年，还好有父母的鼓励、同学的陪伴、老师的指导，让我

受到了 HKUST、Cambrige 等名校的青睐，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继续扬帆启

航。 

毕业去向： 

香港科技大学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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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殷丽伟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南京人。曾任院学生会实

践部副部长、院新闻中心海报宣传部副部长。 

精彩印象： 

初进大学，遇到了 3 个 nice 的小伙伴，4 年来一起

疯、一起玩、一起畅谈人生，成为了“好基友”；在部

门和班级里认识了风格各异的同学们，不知不觉扩大了

朋友圈，品到了与人交往的乐趣所在；一不小心学会了

画海报和拉丁，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get 了新的技能。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 

 

 

 

姓名：金明美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常熟人。 

获得奖项： 

 2012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精彩印象： 

心有多大，路有多宽。 

毕业去向： 

保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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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田彦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人 

精彩印象：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抓紧时间，多学知识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 

 

 

 

姓名：高阳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安徽芜湖人。   

精彩印象： 

这个是什么。。。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 

 

 

 

 

 

姓名：乔兵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连云港人。曾任分团委书

记 

精彩印象： 

最重分团委的感情，最珍惜朋友间的亲密无间 

毕业去向： 

河海土木岩土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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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奇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浙江绍兴人。曾担任班长的

职务。 

获得奖项： 

2012 年，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水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优秀奖； 

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水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三等

奖； 

专利：《一种可拆卸的膨胀螺丝》，第一专利人。 

精彩印象： 

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情。 

毕业去向： 

河海桥梁与隧道工程方向学术型研究生 

 

 

姓名：金童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淮安人，担任班级的体育

委员。 

精彩印象： 

大学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一帮同学、朋友，大家

在这四年里互相帮助，为了各自目标努力前行，共同

领会大学生活的酸甜苦辣，回忆里满是一起奋斗的场

景。在河海，我度过了人生中很精彩的四年，在这里

学到了很多，感悟了很多，开心过，也失落过，由陌

生到熟悉，再到离别，有些不舍，这里有我见过最美

的风景。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硕士 



大禹殿堂——禹之土木 

 

62 
 

 

姓名：何森凯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福建武平人，曾任天文地理

协会副会长 

精彩印象： 

5 人去吴越古道露营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 

 

 

 

 

 

 

姓名：徐仁权 

个人简介： 

10 大禹土木班，江苏滨海人 

精彩印象： 

我来了。我走了。。。  

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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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贺 

个人简介： 

很少出现，大家都认识我。生活随心情，工作很苛刻。 

精彩印象： 

军训期间因为受伤认识徐大钊 

大一 1 个班的人过中秋 

大一下和一群同学过生日，我经常忘了过生日 

大一上，小冯和颜靖表白，颜靖那个哭的，要死要活就是不干。。。。 

大一十一放假，我和蔡一坚两个二货带着两个女生逛红山动物园。。。 

大一刘秋生过生日，请客吃饭被扣蛋糕 

大一万圣节外教课的小游戏 

住在一起的时候，哥几个经常凑钱买烤鸭，一般我去买，刘官霖去微波炉热，李彤炜有

个不透明的布袋子，还要嘱咐好别漏气，让狼们闻到就没得吃了。。。。耿冰从来不用筷子 

大一趣味运动会，制作班旗（搬家时我不小心

弄丢了），颜靖设计，我画轮廓，她上色。然后照片

上这两个女生负责缝边。。。。。。最后还要我上去缝，

这两个女的不会缝东西！！！！！我缝了一半！！！最后

为了快速烘干，袁玉、我、何占元还有谁了我记不

清了，四个人四个吹风机吹干。。。。我想出来的馊主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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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上，迎新晚会，为大钊的舞蹈编辑音乐，大招的舞蹈很好哦！！！我有视频保存！！！ 

大二上，测绘实习，熬夜画图。 

大二，一年，在健身房认识很多朋友，朱彦伟、向瑞、程喜群、王聪、黄岩松、杨博文、

张凯（两个）、大米……. 

汉培是个好同志 

何园的小导游 

 

大三参加一个小群体的健身比

赛，得了几个一等奖。 

大四，到南大玩，遇见个喜欢健

身的妹子，聊得不错，后来因为忙，

没再去，也就没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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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功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  

精彩印象： 

在校科协秘书部任职 

毕业去向： 

中建八局一公司 

  

 

 

 

 

姓名：刘硕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常州人，曾任班委、支

部委员、校学生科协部长、助管。 

获得奖项： 

 2012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收获了知识，能力，朋友还有求学的

态度。获得国家奖 1 项、省部级奖/表彰 2 项，校级

奖/表彰 13 项。很感谢老师的教诲和帮助，朋友的

陪伴和支持，也感谢家人的鼓励，正是他们让本科

四年变得多彩。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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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尹仁贵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如东人。 

精彩印象： 

成人了！成熟了！未来，再见！ 

毕业去向： 

湖南省长沙市中建五局 

 

姓名：黄海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安徽省巢湖人。 

精彩印象： 

我的大学生活很普通，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能够认识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这四年我经历了很多，成长了

很多，也曾开心过，也曾后悔过。现在是我们离开校园

的时候了，但是离开并不是离别，是启航，是去追寻我

们美丽的梦想！ 

毕业去向： 

中建五局 

 

姓名：徐大钊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滨海人；大三大四任班长 

精彩印象：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进入房地产公司，做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工程管理。 

毕业去向： 

工作（景瑞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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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鑫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山西朔州人。 

精彩印象： 

来到大学就是精彩的开始，记得最深的应该是大

一时候的素质扩展活动，通过集体的力量挑战一个个

“难关”。那时才真正感受到置身团队中的责任感，

同时队友的配合与帮助都使我心中有种强烈的震撼。

随着慢慢熟悉的大学生活，精彩来源于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有一起 dota 的激情，大吃一顿的满足，游玩南京的乐趣；也有上课瞌睡的无奈，准

备考试时的紧张焦灼„„ 

毕业去向： 

本校读研，继续学习！  

 

姓名：包家成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张家港人。 

精彩印象： 

1.刚进大学还是个有节操有三观的好青年，后来

被宿舍其他几人带上了无节操毁三观的不归路„ 

2.曾经多次心血来潮要早起去图书馆占座学习，

结果没一次早上起得来，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再

后来就奠定了我学渣的基础 

3.经常和宿舍的人一起操作还有出去搓一顿，感

觉这些时候永远都是最高兴的 

感觉就像一出戏，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宅得有点深了，错过了很多次机会，但

也只能这样了。虽然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也有收获，收获了那么多笑

声，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从青涩走向成熟，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 4 年。 

毕业去向：保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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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柯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甘肃会宁人。 

毕业去向： 

回甘肃工作 

 

 

 

姓名：于昌权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南通海安人 

精彩印象： 

1、认识一群好兄弟，宿舍团结和谐 

2、三个兄弟一起参加地标设计赛，一起找灵感，

一起做模型，也一起答辩，分工合作，很意外的拿到

一等奖，我们三个欣喜若狂。我们还约定，未来我们

三个赞助，将河海的校门改建，希望这个约定能够实

现。 

毕业去向： 

河海读研 

 

姓名：路舜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丹阳人。  

精彩印象： 

大学教会我小心眼做人，大肚量处事 

毕业去向： 

在江苏地区工作（搬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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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翔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天津人。主要在校学生会文

艺部，担任副部长，部长，期间办了两届校园十佳

歌手大赛，一场校级的迎新晚会等大大小小的文艺

晚会；大二下开始在土木班人团支部书记 

获得奖项： 

 论文：《Loading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for Arc Axis of the Exponential 

Function》，第一作者； 

论文：《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of Horizontal Force 

Acting on the Wharf Transverse Bents》，第四作者。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经历了许多，在学习上，在友谊上，懂得了自己付出了多少，也会收到回报

的，即使暂时没有，总会来的，所以不要着急。四年获得的奖项不多，相比于那些证书，收

获的这些朋友更为宝贵！ 

毕业去向： 

在河海土木院读研 

 

姓名：徐海东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如东人。做过半年默默无

闻的生活委员（替别人做的），又做了三年默默有所闻

的生活委员（也申请了三年优秀班干部，最后才知道这

永远不会属于一名生活委员）。 

精彩印象： 

认识了一些可以说心里话、会对我说心里话的人 

毕业去向： 

说得好听点叫“坚守在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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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罗刚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湖北荆州人。  

精彩印象： 

生前何必就睡、死后自会长眠，将搓麻事业进

行到底 

毕业去向： 

武汉大学读研 

 

 

 

 

姓名：林 峰 

个人简介： 

10 级大禹土木班，江苏南通人。  

获得奖项：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三等奖； 

第八届“矿大杯”江苏省力学竞赛一等奖。 

精彩印象： 

踏踏实实做事，明明白白做人 

毕业去向： 

同济大学隧道与地下工程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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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先进，生活运动中尽显英雄本色； 

学无止境，党建科研中更见壮志豪情。 

 

我们相识于金色的九月，我们离别在苍翠的六月。作为河海第一届徐芝纶班，

我们自豪地称自己为徐老的孩子。四年的大学时光，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27个朝气蓬勃的身影，27张意气风发的笑脸，是这个集体最美

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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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乔露 

个人简介：10 级徐芝纶班，天津人。 

精彩印象： 

我叫乔露，十几年来还算一帆风顺，没经

过什么风餐露宿，考的一个体面的大学，幸得

一群温文尔雅的同学，聪明伶俐远见卓识的保

下了研究生。大学四年，演绎了我人生的许多

第一次：第一次放下高考的重担，开始追逐自

己的理想、兴趣；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独立

参与团体和社会生活；第一次不再单纯地学习或背诵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是有机会在学习

理论的同时亲身实践；第一次不再由父母安排生活和学习中的一切，而是有足够的自由处置

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支配所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大学的珍贵，并不仅仅是这许

多的第一次，更重要的是涵盖着许多的最后一次：一生中最后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接受教育；

最后一次可以拥有较高的可塑性、可以不断修正自我的成长历程；最后一次能在相对宽容、

纯洁，可以置身其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的理想环境。毕业后，我希望我们都能坚持自己的理

想，不断努力完成自己的梦，不想我们十年后说：“理想是被现实打败，美好只能留在记忆。” 

获得奖项： 

 2012 年 荣获学业进步奖学金； 

2013 年 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毕业去向：保研 

 

 

姓名：   窦业丰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江苏人，曾任体育委员。 

精彩印象：哈哈哈 

毕业去向：河海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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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牛晓婷 

个人简介：10 级徐芝纶班，辽宁本溪 

精彩印象： 

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河海，留在了南京！ 

愿青春永驻，万岁！ 

获奖情况： 

2010-2111 学年获得优秀团干部称号； 

2011-2014 学年获得社会工作奖学金； 

2013-2014 学年获得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3-2014 学年获优秀学生，优秀干部，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毕业去向：继续留在河海读研，阿弥陀佛 

 

 

姓名：石怡婧 

个人简介：  

10 大禹徐芝纶班，江苏南通人。 

精彩印象： 

四年的时光在指缝间悄悄的溜走了，回看照片，刚

刚踏进校园的稚嫩的笑脸，仿佛昨日的场景。大学承载

了太多太多美好青春的记忆，在这里，除了学到了很多

受用一生的知识和方法外，我还获得了友谊，很感激陪

伴自己一路走来的小伙伴们。现在，即将毕业，心中万

千不舍，学过了，也玩过了，很充实。无论如何，相信自己，把握现在，未来，一定在我们

自己的手中。 

获得奖项： 

2011.10  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精神文明奖学金，“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2011.10  荣获“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2012.10  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毕业去向：本校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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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梅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江苏省如皋人，曾担任班级团

支书、力材院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 

获得奖项： 

第八届江苏省力学竞赛一等奖 ；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力学竞赛优秀奖； 

2013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3-2014  学业优秀奖； 

2013-2014  学业进步奖。 

精彩印象： 

四年大学生活 ，我很幸福，成长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收获了学业、友谊、爱情，

感谢所有的老师和朋友，这四年注定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美好、最青春的日子。 

毕业去向： 

东南大学学习 

 

 

 

姓名：沈飞舟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浙江余姚人。 

精彩印象： 

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 

获奖情况： 

2010.11  荣获学业优秀奖  

2012.03  荣获“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 

毕业去向：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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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祝夏冰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河北衡水人；曾任班级团支书。 

精彩印象： 

2012.11  荣获校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社会工作优

秀奖学金；荣获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3.11  荣获校学业优秀、精神文明奖学金；荣获

优秀学生荣誉称号；获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结题证书； 

2014.03  荣获校学业优秀、精神文明奖学金。 

想当初第一次获得学业优秀奖学金的时候还是蛮激动的，哈哈~  

四年都获得“文明宿舍”很让人骄傲吧~   

四年来，大学让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朋友，师长，以及思想的成熟，为人的进步„感

恩这一切。 

毕业去向： 

在河海继续读研 

 

 

 

姓名：韩衍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湖南人，曾任三年生活委员。 

精彩印象： 

大学里最精彩的事就是认识了许多同学，跟他

们朝夕相处了不算短暂的四年时光；去了好些地方，

长见识了。 

毕业去向： 

升学，继续在河海奉献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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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蔡云丽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江苏泰州人，曾担任过班级学委、

团支书。 

精彩印象： 

时间都去哪儿了？马上就要毕业了，回忆这大学

四年的点点滴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却也经历，

也在成长。有悲伤过，有快乐过。经常苦于自己的性

格，不善与人交际，多愁善感，还好周围有些善解人

意的好友，觉得生活还是挺美好的。我们去过黄山，

看过云海，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真好；去过大连，坐过轮船，第一次在海上漂泊；去过武汉，

看过樱花，喜欢上这里的繁华。 然而好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

感受大学就要毕业了，柴米油盐半辈子，满脑子都是这个毕业论文怎么写。。。。有种毕不了

业的赶脚呀。。。。。 

获得奖项： 

2010.10 荣获河海大学第四十六届田径运动会女子铅球第七名； 

2010.12 荣获河海大学第二十二届校园科技首届“登峰造塔”水塔设计大赛“匠心独运”

组中一等奖； 

2011.06 荣获河海大学第四届“水工创新杯”竞赛三等奖； 

2011.11 荣获河海大学第六届力学创新思维“青奥会体育场馆结构造型”大赛优秀参赛

奖； 

2011.11 荣获河海大学学业优秀、科技创新、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2.10 荣获河海大学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社会工作、科技创新奖学金； 

2012.10 荣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干部、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2013.05 被评为 2012 年度“优秀共青团员”； 

2013.10 荣获河海大学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社会工作奖学金； 

2013.10 荣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干部、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2014.04 荣获河海大学精神文明奖学金。 

毕业去向： 

继续在河海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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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鲍懿娟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河北省廊坊人。 

精彩印象： 

大一参加逸雪话剧社，称得上是大学最最难忘的一件

事。因为参加了江苏省“水杉杯”大学生话剧展，扮演一

个很突破性的角色。虽然稚嫩，但是却是人生不可磨灭的

浓墨重彩的一笔~O(∩_∩)O~ 

四年也走了一些地方。班级一起出游的中山陵、珍珠

泉和方特游乐园，大四开学前在三峡基地的生产实习；和

班级女生一起的爬黄山、游滁州醉翁亭，以及难忘的赏武大樱花；和云丽两个人的本部到江

宁的“自驾游”，一个人的骑车拜访南京‘市长’江大桥；以及烟花三月去的扬州、清明时

节到过的苏州等等。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短暂却美好，也期待着以后的日子可以行走更多的

地方。 

获得奖项： 

 2011.10  荣获精神文明奖学金、文艺体育奖学金 

2012.10  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精神文明奖学金，“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2012.10  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精神文明奖学金，“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毕业去向： 

留在河海继续读研呀 

 

 

姓名：张志超 

个人简介：10 级徐芝纶班 江苏人              

毕业去向：学校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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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珺璞   

个人简历： 

10 级徐芝纶班，河南省开封人 

精彩印象 

2013.08  荣获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个人赛）三等奖； 

2013.09  荣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大赛三

等奖； 

2013.06  荣获江苏省第四届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

会科学知识竞赛一等奖 2013.07  荣获“矿大杯”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一等奖； 

2014.04  荣获第十届国际力学竞赛（个人赛）一等奖； 

2014.04  荣获第十届国际力学竞赛（团体赛）第二名； 

2011.  荣获河海大学校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2.  荣获河海大学校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3.  荣获河海大学校科技创新奖学金； 

2014.  荣获河海大学校学业优秀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金、学业进步奖学金。   

毕业去向：河海大学读研 

 

 

姓名：邓伦贵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福建福州人。 

精彩印象： 

毕业后就要去工作，挺舍不得大学的生活、同学以及二

货的室友 Over 

毕业去向：工作：中建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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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江朝飞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江西浔阳。 

精彩印象：虚度大学四载。 

获得奖项： 

2010.03  荣获学业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奖学

金，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1.03  荣获学业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奖学

金，学业进步奖学金,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

称号 

2012.03  荣获学业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金，

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毕业去向： 

皇家水利专科学校 

 

 

姓名：苏祥龙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湖北孝感人。 

精彩映像： 

去三峡实习。三峡山清水秀，大家一边实习

一边玩 

获奖情况： 

2013-2014  学业优秀奖 

2013-2014  学业进步奖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工程力学系流体力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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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谢雨涵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安徽芜湖人。现任班级的班长。 

获得奖项： 

2012 年，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第十一届非理科专业高等

数学竞赛省三等奖；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理论设计与操作”

团体赛； 

江苏省“矿大杯”大学生力学竞赛。 

精彩印象： 

真的很感谢认识班里这样一群可带的人儿，从其他院转过来，没有让我感到一丝的排斥

与冷漠。小黄，周京，琨琨，师兄等等都给我很大帮助，我会铭记终身。还有我宿舍的兄弟，

锁哥，南哥，聪哥，小明和胖子，各个都是大好人，在外是男神，在宿舍里就是猥琐男（大

家懂的）。总而言之，班里，宿舍里的温馨与快乐，彼此间深厚的感情是我大学四年最大的

收获，和这些相比，其它的都不那么重要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四年匆匆而过，值此一

别，虽不知何时能再相见，但彼此都是每个人心中最坚强的后盾。以后若在学业，生活，工

作中遇到不顺与困难，想想身后还有那么一大帮的同学，兄弟在支持着自己，已然足够，一

切尽在不言中。 

毕业去向： 

去浙江大学读研究生 

 

姓名：梅硕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安徽阜阳，曾任大禹学院科协学术部部

长。 

精彩印象：。。。。。没有吧 

毕业去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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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吴宜琨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山东青岛人。 

精彩印象：学生会外联  

获奖情况： 

2010—2014  荣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0—2014 荣获”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毕业去向： 

在河海读研 

 

 

 

姓名：祝晟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浙江人。 

精彩印象：呵呵呵呵呵呵呵 507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研究生 

 

 

 

姓名：张康凯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安徽滁州人。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里，经历了雏嫩，风发，骄傲，消沉与韬光。

做过班长，干过学生会，认真学习过，沉迷玩乐过。虽不

精彩，但亦无悔；稍有不甘，些许留念。愿未来过得都好。 

毕业去向：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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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师后盖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江苏丰县人。 

获得奖项： 

 2011.4 河海大学自行车环保之旅比赛三等奖； 

2011.11 获得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1.11 河海大学创新思维比赛三等奖； 

2012.11 获得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河海大学科

技创新奖学金； 

2012.7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非数学竞赛本科一组二

等奖； 

2012.11 国家奖学金。 

精彩印象： 

江苏丰县人氏，喜静寡言；专攻于工程力学，初读于力材，学有一年，后转入大禹，学

已至今；中途转学，两班同学，虽少有交流，亦于困苦之时，施以援手，送至温暖，感恩于

心；学业少有成就，大好时光，多付东流，愧对先生授业之恩；来宁三余年，受教河海，虽

不至大才，亦有所学，感恩于心。 

大学四年，初于新鲜，尝试社团，游玩金陵风景，好不快活；然好景不长，学业日重，

疲于应付考试；新鲜不在，风景不在，乐趣亦不在；后机缘巧合转入大禹，更需时间，加倍

学习；应同学相邀，创办租行骑天下，时至今日仍常感怀；偶感风寒，不幸囚于病房，方感

生命之重，以至学太极者；学业虽无成就，亦不落后，毕业后方继续努力，弥补遗憾。 

毕业去向： 

母校读研。 

 

姓名：张晓柠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湖北鄂州人 

精彩印象： 

毕业去向：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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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开春 

个人简介：徐芝纶班工程力学，江苏淮安，担任毕业班班

长一职 

获得奖项： 

 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省二等奖 

2012-2013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1-2012 年度优秀学业奖学金； 

2012-2013 年度优秀学业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金； 

2013-2014 年度优秀学业奖学金、社会工作奖学金； 

2012-2013 年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负责人；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河海大学校内选拔赛二等奖；  

2011 年河海大学第六届力学创新思维大赛三等奖；  

2011 年暑期社会实践校重点团队负责人并获得校级“先进个人”、“优秀团队” 

和“优秀调查报告”奖； 

2012 年河海大学大学生机电水一体化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 

精彩印象： 想了好久，没有啥谈得上精彩的。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系直博生 

 

 

姓名：黄逸群 

个人简介：10 级徐芝纶班，福建漳州 

精彩印象： 

2011.11  荣获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2.11  荣获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3.07  荣获第八届矿大杯江苏省力学竞赛二等奖； 

2013.08  荣获第九届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优秀奖。 

毕业去向：保研 

姓名：傅威翔 

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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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级徐芝纶班，湖南籍贯人。 

精彩印象： 

大学四年整个过程最为精彩，或悲，亦或是笑，都是最

精彩的。  

获奖情况： 

2012.11  荣获创新训练计划校级奖 

毕业去向： 

毕业后继续考研。 

 

 

 

姓名：戴均林 

个人简介： 

10 级徐芝纶班，江苏泰州人 

精彩印象：  

毕业去向： 

上海 中建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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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 10 级水文班通讯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手机 QQ 

1 1019010101 李佳珍 女 15251772539 1308466276 

2 1019010105 陈霞 女 15850607567 1303205481 

3 1019010106 卞晶晶 女 13222011970 1536778657 

4 1019010201 吕唯雅 女 15850601920 1359315602 

5 1019010204 石晓丹 女 15850607533 974192913 

6 1019010206 姜艳阳 女 15850600819 879696274 

7 1019010303 王思媛 女 15651668119 542296455 

8 1019010304 冒云 女 15850601979 737617599 

9 1019010305 谢悦 女 13057578912 641473016 

10 1019010401 王繄玮 女 15251779106 1291857763 

11 1019010402 朱燕 女 15850600803 1364393038 

12 1019010404 韦玉 女 15951702593 1130134535 

13 1019010405 蔡佳烨 女 15850600795 807763768 

14 1019010406 刘玉环 女 13260901523 1532041347 

15 1019010506 曾思敏 女 15151825799 49660439 

16 1019010507 王妍 女 15950552568 1245715353 

17 1019010109 王晟 男 18762403969 1309620196 

18 1019010114 徐浪 男 15951705223 1058146246 

19 1019010126 陈韬 男 18762405379 634759483 

20 1019010127 夏辰 男 15850602536 1534526736 

21 1019010208 宁亚伟 男 15950551371 1542652352 

22 1019010216 姚轶 男 13255288005 1548068352 

23 1019010308 孙佳兵 男 15951705352 747792433 

24 1019010313 孙召华 男 15850602331 694897900 

25 1019010319 陈伟东 男 15951705261 1543321903 

26 1019010320 陈建楠 男 15850601302 635482712 

27 1019010321 刘秋生 男 15950551857 1412318930 

28 1019010328 黄小祥 男 15651717895 1239124925 

29 1019010411 栾慕 男 15251815996 89741454 

30 1019010427 周鹏程 男 15950550968 1355450546 

 



大禹殿堂——通讯录 

 

91 
 

 

大禹 10 级水工班通讯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QQ 

1 1019010202 杨兰兰 女 15251771611 178914369 

2 1019010203 费远航 女 18762405010 247232045 

3 1019010205 郭玉雪 女 15951702813 1506767081 

4 1019010306 周楠 女 15850607621 842175129 

5 1019010307 居艳阳 女 15850601552 1020240651 

6 1019010502 陈爱青 女 15850607596 1620004147 

7 1019010504 胡静 女 15251775628 379444629 

8 1001010107 俞艳玲 女 18205151941 594395928 

9 1001010101 姚右文 女 18762403960 1183443246 

10 1019010111 樊科伟 男 15950551373 827189220 

11 1019010118 秦向南 男 15077824153 1208362712 

12 1019010119 俞扬 男 15850603363 736097562 

13 1019010122 宁昕扬 男 15651952295 307485553 

14 1019010124 赵一航 男 15251779268 547610754 

15 1019010125 吉飞 男 15850603511 460981977 

16 1019010215 马润泽 男 15251779113 1399885973 

17 1019010219 张磊 男 15380774886 309898059 

18 1019010220 李昱 男 15850600883 158154371 

19 1019010227 王易阳 男 18762405085 596540057 

20 1019010309 袁玉 男 15251771553 809498933 

21 1019010310 徐慧宇 男 15605185813 446859721 

22 1019010317 王京 男 15051871910 578339761 

23 1019010410 韩健 男 15950552558 453764181 

24 1019010412 张弦 男 15651695008 5941237 

25 1019010420 时剑 男 15051878529 1439246303 

26 1019010508 周志杰 男 15951705272 385752152 

27 1019010511 马骋 男 15950550958 584556615 

28 1019010518 白柯含 男 15251779115 512372319 

29 1019010522 崔伟杰 男 15850601301 785717470 

30 1019010525 戴波 男 15850601066 1311493964 

31 1019010526 赵翾宇 男 15651073175 344857066 

32 1019010527 任杰 男 18762405089 1538406080 

33 1019010528 邵雪杰 男 15850603872 1289770074 

34 1019010121 吴庆一 男 

赴法 

469820335 

35 1019010123 胡天瀚 男 358085032 

36 1019010312 蔡一坚 男 24073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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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 10 级港航班通讯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手机 QQ 

1 1019010103 王梅菊 女 15951702780 1427234336 

2 1019010104 羌娟 女 15951703980 1145849057 

3 1019010207 周娟 女 15251863695 953610230 

4 1019010407 黄春琳 女 15850601285 805282052 

5 1019010501 沈炜 女 15850603507 594660813 

6 1019010503 王学新 女 13776609516 1367953237 

7 1019010113 王曦鹏 男 15850602360 124639102 

8 1019010116 浦玲伟 男 15850600799 1520683010 

9 1019010120 李效腾 男 13776570547 1241460581 

10 1019010210 周雅 男 15651716593 867652593 

11 1019010211 郑孝康 男 15251771623 1825467672 

12 1019010212 徐鹏 男 18762403967 1570943676 

13 1019010213 董明 男 15051875059 1575228876 

14 1019010214 沈振华 男 15850601210 1179351970 

15 1019010217 刘醒蒙 男 15996309478 125464354 

16 1019010221 赖豪杰 男 15951717941 773937398 

17 1019010224 顾建 男 15850601395 1135110786 

18 1019010225 李逸聪 男 15951702632 290231851 

19 1019010226 徐伟杰 男 15850605827 578539051 

20 1019010314 何占元 男 15051871899 1510436523 

21 1019010315 龚志远 男 15251772068 452838175 

22 1019010316 胡文剑 男 15850603538 292328591 

23 1019010324 耿冰 男 13222009117 2315105180 

24 1019010326 邹恒 男 15651916827 1105340538 

25 1019010413 赵堃 男 15850603371 409675273 

26 1019010414 吕江华 男 15051871891 1540611142 

27 1019010422 张旸 男 15850600800 928752440 

28 1019010424 张静远 男 15951706813 821873073 

29 1019010425 华厦 男 15651010853 511535659 

30 1019010510 张天宇 男 15850600859 1356223797 

31 1019010513 季晶晶 男 15850603523 1548998646 

32 1019010517 金鑫 男 15151820305 763299813 

33 1019010520 吴尧 男 15251771955 1301299413 

34 1019010521 樊立东 男 15850603380 1528269223 

35   冯乐满 男 
赴法 

382724926 

36   颜靖 女 87157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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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 10 级土木班通讯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手机 QQ 

1 1019010102  程青 女 15251771620 616982760 

2 1019010403 殷丽伟 女 15651715812 1019971642 

3 1019010505 金明美 女 15651699508 1277374036 

4 1004010320 田彦 男 15651710926 835625443 

5 1019010108 高阳 男 15251771622 434465071 

6 1019010110 乔兵 男 15850601139 1322099647 

7 1019010112 苏元旻 男 15251771971 417338349 

8 1019010117 郑健 男 15251775656 15251775656 

9 1019010209 陈奇 男 15951705267 616270543 

10 1019010218 金童 男 15850603370 914026628 

11 1019010223 何森凯 男 15251771937 616478470 

12 1019010228 徐仁权 男 15850601326 1451524180 

13 1019010325 张贺 男 15651631309 448622916 

14 1019010327 陈功 男 15251770652 1243888136 

15 1019010408 孙理 男 15051871258 598700247 

16 1019010409 刘硕 男 15850601532 532105764 

17 1019010415 王贤华 男 15251777598 565349481 

18 1019010416 尹仁贵 男 15850600875 1518153695 

19 1019010417 黄海 男 15950550276 1542238584 

20 1019010419 徐大钊 男 15651699378 1493538810 

21 1019010421 张鑫 男 18762405086 495703236 

22 1019010423 包家成 男 15951728396 1060161796 

23 1019010426 张柯 男 15151823867 990629836 

24 1019010428 于昌权 男 15850607553 512743627 

25 1019010509 路舜 男 15850607609 532175710 

26 1019010512 李翔 男 15251772670 871880739 

27 1019010519 徐海东 男 15850601273 781330141 

28 1019010524 张毅 男 13270736177 310807479 

29 1019010526 罗刚 男 18762405009 597406728 

30 1019010527 林峰 男 15651682221 84961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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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 10 级徐芝纶班通讯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手机 QQ 

1 1019020101 乔露 女 15051871308 1414744226 

2 1019020102 牛晓婷 女 15251773818 815386434 

3 1019020103 石怡靖 女 15051877568 892846918 

4 1017030205 张梅 女 15051878258 1530713918 

5 1019020105 祝夏冰 女 13062508807 595576160 

6 1019020106 蔡云丽 女 18020107525 1603373198 

7 1019020107 鲍懿娟 女 15251773190 332182948 

8 1019020108 张志超 男 15601596998 290741907 

9 1019020109 周京 男 15051877558 1228934971 

10 1019020110 沈飞舟 男 18502502827 469555784 

11 1019020111 梅硕 男 15151825909 732734519 

12 1019020112 李珺璞 男 15151826896 1534592130 

13 1019020114 邓伦贵 男 13291281677 598637199 

14 1019020115 江朝飞 男 18061612287 851668265 

15 1019020116 窦业丰 男 18551694235 765889480 

16 1019020117 苏祥龙 男 18120152710 849530707 

17 1019020118 傅威翔 男 15651870591 369514214 

18 1017030306 谢雨涵 男 18069868070 1548337292 

19 1019020120 戴均林 男 18502502503 346106200 

20 1019020121 韩衍 男 15051877622 1061890555 

21 1019020122 吴宜琨 男 15951709298 453085921 

22 1019020123 祝晟 男 18651909334 475273574 

23 1019020124 张康凯 男 15151825973 641892392 

24 1017030323 师后盖 男 15051875358 1285896292 

25 1019020126 黄逸群 男 15051871136 251080319 

26 1017030327 李开春 男 18061249845 787174586 

27 1019020129 张晓柠 男 18762403886 654560810 

28   孙翊洵 男 
赴法 

29   王翔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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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四年前，我们踏入河海大学，进入河海大学，汇聚在大禹学院。 

我们都是 10级大禹学院的学生，四年的相伴，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专属回忆。大一时的

绍兴游，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彼时的青涩，此时的成熟，感悟涌上心头。 

其实很喜欢跟其他院的同学交流的时候，讲起“我们院水文班”、“我们院水工班”、

“我们院港航班”、“我们院土木班”、“我们院力学班”诸如此类的字眼，很享受他们惊

讶的声音：你们院专业好多！这给我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大禹学院就是这样一个多专业混

合的学院，多有个性！ 

转眼间，四年过去了，太多的回忆太多的不舍。我们成为了河海大学 2014届本科毕业

生。大禹学院会成为我们本科的回忆，积淀在我们的脑海里，回忆就像陈酒，越陈越香淳。

毕业，迈入了新的起点。继续读研的同学，不论你是在河海，还是去了其他高校，都希望你

们学业有成；步入工作岗位的同学，不论你在全球的那个地方，都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工作

顺利！ 

在各方面力量的帮助下，此本纪念册得以顺利完成。以后的以后，希望大家翻开这本纪

念册，嘴角能弯起一个大大的弧度，眼中能浮闪点点泪花，我们的青春，和大禹一起，不朽！ 

谨以此，献给我们和大禹学院一起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