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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当 12 级的这帮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大禹学院还没有毕业生，如

今他们即将成为大禹的第 4 届毕业生，看着优秀的他们，心里欣喜不

已，大禹学院追求卓越的精神得以传承，我更为他们的优秀而骄傲，

但是看着他们离开这里，心里也有不舍，他们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四

年时光，自此一别，不知何时能够重聚。 

经过了前面几年的摸索，我们找到了大禹学院合适的培养模式，

所以我们制定了 2012 级新的培养方案，力求为他们创造最好的受教

育条件，这些优秀的孩子们选择了我们，我们就要用心地对他们负责。

我始终相信，你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培养，学生也会像尊重父母

那样尊重老师，像热爱亲人一样热爱自己的学院。 

四年时光悄悄流逝，离别之际，我们希望留下你们的痕迹，在大

禹这片天空留下属于你们的精彩，你们翱翔过的身姿。所以，我们保

持了往年的传统，继续编写这册《大禹殿堂》，这里有你们的奋斗，

有你们的青春，我们会为你们珍藏。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当你们回来的时候，翻翻它，会想起你

们的似水年华，我们为你们准备好回忆和酒，我们始终在这，等着你

们回家！ 

——河海大学大禹学院党委书记 

  



大禹殿堂——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Ⅰ 

 

 



大禹殿堂——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Ⅱ 

目 录 

序文 ................................................................................................... Ⅰ 

目 录 ................................................................................................. Ⅱ 

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花名册 ...................................................... 1 

水文班 ................................................................................................. 7 

水工班 ............................................................................................... 27 

港航班 ............................................................................................... 57 

土木班 ............................................................................................... 79 

徐芝纶工程力学班 ........................................................................ 101 

后记 ................................................................................................. 121 

 

 

  



大禹殿堂——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Ⅱ 

 

 

 



大禹殿堂——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1 

 

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花名册 

水 

文 

班 

姓名 QQ 姓名 QQ 

缪月 914801590 柳志强 864784566 

孙彦 346839896 王琴 273527879 

郭禹含 597206365 张顾 1427942043 

吉朝晖 1287105843 方美航 504974139 

王玮 1246960609 陈言 609008119 

齐天松 2685271286 尹余桢 397358716 

李颖 1056312889 顾明轩 492512191 

刘蓓蓓 1454485912 郝然 920453599 

包天力 369617001 李洪翔 490793521 

徐世杰 295932737 武冠一 445407252 

孙钰峰 308403517 刘学 56436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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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工 

班 

姓名 QQ 姓名 QQ 

何佳龙 815256713 杨立夫 270422494 

赖柄霖 2267944245 刘得潭 2456650534 

王涛 2634533467 甘醇 253129163 

王超 1015404624 钱佳瑜 735274493 

杨坤 727770203 柳忠岷 1076710179 

廖欣 894694070 颜敏 659380328 

徐琼 215092361 吴阳 1026192605 

朱茜 757196581 葛一冬 550478933 

魏培勇 1159025740 章宇璟 252569616 

苏伟豪 1798131281 贾宁霄 502579503 

曹红帆 857708785 蒋翊维 704036049 

冯骁 404263918 高建新 116515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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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航 

班 

姓名 QQ 姓名 QQ 

毛永竞 498427461 陈丽玲 1297762489 

苏晓栋 303451545 冯静 1216916440 

朱钰文 610040132 马晔明 1205140267 

林祥峰 564329550 杨雅师 459883527 

张岩松 1055854982 戴炜 446344821 

徐元 200620985 蒋鹤 1661985487 

甘敏 1119368824 王君 379090959 

胡萍 2578250827 万鹏 1358471976 

刘炳锐 1023852611 张德斌 1287800196 

吴杰夫 1556602591 李佳泽 734801594 

吴尹霞 1245236015 王怿之 5475511616 

张志杭 1252207353 王儒 1120575097 

王铁凝 90594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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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木 

班 

姓名 QQ 姓名 QQ 

张鹏 1216495751 李春 455025775 

崔嘉 1074196415 尹学谦 744962928 

李烨 1165211638 石熙 497168511 

刘胜 1365891631 许世民 437908454 

孟玮 732597660 徐波 1192476533 

张祎 1016168651 郑泽宇 469706643 

蒋俊豪 286647335 孙旭 1398220045 

何瑞 814569474 雷崇武 507620255 

黄天明 1071402969 戴浩宇 584817936 

陈光宇 1625051450 陈立 1627185119 

张妍珺 312747940 王鉴之 41570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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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芝 

纶 

力 

学 

班 

姓名 QQ 姓名 QQ 

徐彬彬 1450214931 王合奕 727278650 

孙星 1195346022 魏武雷 993295624 

雷霆 1362627212 王嘉琛 617651379 

渠嘉星 350201272 王健 761830595 

李婧宇 87463341 周向宇 1290613697 

刘晨 463685340 黄锦峰 244259831 

马广朋 775948661 施添添 522617598 

王峰 1243581201 熊飞宇 515558958 

邱鹏 762928084 曲艺 752371685 

章文瀚 752371685 周傲 122864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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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班 

 

班训： 

Anything is possible! 

班级宣言： 

当展翅的雄鹰搏击天宇时，它便拥有了天的广阔无边；当跃起的

骐骥奔驰旷野时，它便拥有了地的辽远天际；而当我们水文班全体同

学面对失败时，也同样有了奋斗的信念和充盈的生命，我们坚信“我

们的未来不是梦”，我们坚信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每时每刻的全力以

赴。无限的能量从二十三颗炽热的心爆发而出，让一切皆有可能！ 

时间飞逝，岁月无痕。转眼间已经度过了我们已经毕业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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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共同学习生活，日夜的朝夕相处，我们已融成一个极具凝聚力和

战斗力的集体。在党委、辅导员以及班委会的领导下，在全班 23 名

同学（16 名文艺男青年围绕着 7 名活泼开朗的女生）的积极努力下，

在文明之风的吹拂中茁壮成长，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的探索，在人生

的旅途中不断进取。秉着“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艰苦朴素,勇于探索”

的校训，我们壮志满怀，放眼未来，振翅翱翔于九天之上。我们也相

信自己有信心，有能力继续高举集体的旗帜，冲向美好的未来。 

班级基本建设： 

一、 班级学风建设 

我们班制定了：积极营造浓厚的学习、学术氛围和生动活泼、健

康上进的良好风气，努力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专业技能

和明礼诚信、团结向上，生理心理状况良好的班风学风目标，在本学

年里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时刻谨记这个目标，都在为这一个目标不断的

奋斗，最终我们胜利了，我们树立起了我们独具特色积极向上的班风

学风。在各类考试中，我们从无违纪现象出现，并且无一人受到过各

类违纪处分，形成了一个优良的班风。 

当然，这免不了我们文艺又严厉的前任王琴班长的督促了！ 

 



大禹殿堂——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9 

 

二、 学习成绩 

正因为如此，我们全班在优良的学风中，我们积极奋进，努力学

习专业知识，我们班专业课过关率达到 99%。在 2016 年推荐免试研

究生资格过程中班级内有 18 个成功保研，占总人数的 80%，所以我

们有着骄傲和优异的学习成绩。课余时间班级同学认真学习，参加各

类课外活动。其中缪月同学还荣获国家奖学金荣誉证书。 

 

三、 班委建设 

班委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班委的尽心尽责像磁石一样

把我们全班凝聚在一起，团结互助、共同前进。他们牺牲自己宝贵的

时间为同学服务。对于学校学院的每一次通知，他们总在第一时间传

达给同学们。 

四、 生活方面 

在 14-15 学年中，宿舍卫生检查评比中基本无不合格的宿舍，并

且女生宿舍获“党员示范宿舍”、“文明宿舍”、“英语学习优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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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成绩优秀”、“综合成绩优秀”多项称号。 

  

班级思想政治建设： 

班级同学都在努力奋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提升自身修养方

面从来没有半刻懈怠。班级 23 名同学，有 14 名为中国共青团员；在

入学初，全班的同学都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希望成为中国共

产党员。到目前为止班级共有 9 名中共党员，其中 4 名中共预备党

员。这更加增强了大家入党的热情，思想上的积极向上，整体水平的

不断提高，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这良好的精神风貌不仅为党组织壮

大了队伍力量，也为整个班集体带来了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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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缪月 

 

人生格言： 

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让自己满意，让自己开心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来自江苏省扬州市，曾担

任 12 级年级心理委，大禹学院水文班党支

部组织委。 

禹林硕果： 

 2014 年高教社杯数学建模国家一等奖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EI 一篇，实用创新型专利四个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 

 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生 

禹你分享： 

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还得碰上一个认真负责的指导老师，然后一起去

努力打拼，生活将充实满足。最主要的事情还是要让自己满意，自己开心点。 

毕业去向： 保研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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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孙彦  

 

人生格言： 

没有所谓的习惯，只有没有坚持的自我。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江

苏省无锡市，曾担任 12 级 3 班团支书，

院分团委组织部部长。 

禹林硕果： 

 2013 年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参与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水权交易制度研究》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一刻在大禹，一生学大禹。在大学的这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也取得了许多收

获，用四年时间换了一段心底永远的回忆。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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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郭禹含 

 

人生格言： 

 乐观积极地面对人生总没有错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斑，原 12 级 3 班，来自云南

省昆明市，曾担任 12 级水文班学习委

员，12 级 3 班团支部书记，河海大学天

文地理协会副会长以及河海大学天文地

理协会会长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5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Successful Participant Prize； 

 2014 年江苏省“金沙湖”杯大学生深度游旅游路线规划大赛优秀奖； 

 《Research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ecurity of High Concrete Arch Dam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第二作者； 

 《流域水文模型综述》第一作者； 

 《论中日钓鱼岛之争》第二作者；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取暖鼠标》第三专利人(专利号：201520039520.3)；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具有自动识别功能的黑板擦除装置》第三专利人(专利

号：201520040101.1)；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多功能足浴盆》第三专利人(专利号：201520038064.0)； 

 河海大学第二十五届校园科技节“水模年华”水生态模型设计大赛二等奖； 

 河海大学第二十五届校园科技节“标新立异”地标创意大赛优秀奖； 

 河海大学第二十六届校园科技节“水模年华”水生态模型设计大赛三等奖；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优秀学生称号；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优秀学生标兵称号； 

 河海大学 2013 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称号； 

 河海大学 2012-2013 学年学业进步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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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科技创新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社会工作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文艺体育奖学金； 

禹你分享： 

很幸运四年前来到大禹学院认识了那么多优秀的同学们，是大禹学院整个良好

的氛围影响了我，使我不断努力成为今天想要更加努力的我。在四年前的今天，

我的内心是迷茫的，不知所措的，直到入学也是懵懵懂懂，浑浑噩噩，是老师

的鼓励和同学们的帮助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使我的内心充满了希望。 

毕业去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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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吉朝晖 

 

人生格言： 

试着不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而是一个

有价值的人。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

苏省扬州市，曾担任大禹学院分团委书记。 

禹林硕果： 

 2014 年度省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人工景观湖清洁方法

研究》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自动过滤排水储气罐，专利号：ZL201420611410.5 

 2013 年度优秀团干部、2013—2014 年度河海大学优秀学生、2013—2014 年

度优秀学生干部、2015—2016 学年河海大学毕业班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是最能让人成长的四年，独自一人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遇见一

帮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睡过两张一生当中只会睡上两年的床。有人打了四年

的游戏，有人能够拿出厚厚一沓奖状和证书，有人平平淡淡，有人轰轰烈烈。

而我，略显平淡地度过了我的大学时光。说起来有些许失望，但是人生只能往

前看，至少大学也收获了不少感悟，我希望可以对未来的生活有所帮助。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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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玮 

 

人生格言： 

船到桥头自然直，不悔所选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

苏省盐城市，曾担任 12 级水文班生活委，

12 级 1 班心理委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4 年度省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基于离散数据点曲面重构及应用》 

 2013 年河海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 

禹你分享： 

去年此时，还觉得毕业离自己很遥远。如今，站在四年大学时光的终点，

白驹过隙的感觉油然而生。 

毕业去向： 保研至南京大学攻读硕士 

 

姓    名： 齐天松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河南省开

封市，曾担任水文本科生党支部书记、水文

班学习委员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3 年 河海大学水工创新杯 二等奖 

 2015 年 河海大学水工创新杯 二等奖 

 2016 年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翻斗式雨量计 第二发明人 

毕业去向： 保送至河海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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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颖 

 

人生格言： 

学会感恩。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广

西百色市，曾担任 12 级 2 班文体委员。 

禹林硕果： 

 专利“滚珠式压电陶瓷波浪发电装置” 2015.05 

 专利“基于压电材料的一种新型波浪发电装置” 2015.05 

 完成创新训练计划“基于压电材料的一种新型波浪发电装置” 2014-2015 

 多次获得“文明宿舍”称号与奖学金 

 河海大学校园科技节第七届“坝气十足”坝型设计大赛三等奖 2013.12 

禹你分享： 

人生之中有许多的选择，我只能说，我不后悔选择了河海，不后悔这 4 年，

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学院攻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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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蓓蓓 

 

人生格言： 

人生在勤，勤则不匮。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江

苏省南通市，曾担任 12 级水文班团支书，

院“知禹讲堂”副部长等职务。 

禹你分享：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四年美好而艰辛的大学生活犹如漏斗中的沙石已悄

然流进昨日。本科即将结束，但奋斗未结束，这只是漫漫求学道路的中点站。

即使如此，此时面对着我可爱的同学，面对着美丽的校园，我心中虽有千言万

语，却只字难出。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徐世杰 

 

人生格言：  

万事随心，顺其自然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普通的小学渣。 

禹林硕果： 

 大禹学院学业优秀奖学金 

禹你分享： 

软件学习挺重要，水文要多学习 gis 和编程。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javascript:void(0)


大禹殿堂——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19 

 

姓    名： 包天力 

 

人生格言： 

人生就是一场围城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苏

省兴化市，曾担任 12 级水文班团支书 

禹林硕果： 

 2012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一种空气净化方法的研究》 

 2013 年省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湖泊自清洁方法研究》 

禹你分享： 

河海的本科生涯还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大禹的学生，无论是分专业还是保

研都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很多时候，最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放弃幻

想，果断确定自己的目标，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无外乎迷茫了。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环境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陈言 

 

人生格言： 

只有不努力的时候结局才会注定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浙

江省台州市。 

禹林硕果： 

    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三年后 

禹你分享： 

不要觉得从现在开始努力已晚，也不要觉得现在努力还早，习惯努力，不习惯

失败，就能走的更远。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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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孙钰峰 

 

人生格言： 

做自己想做的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吉

林省辽源市。 

禹林硕果： 

 专利：一种基于倒车雷达改进的盲人导航设备 

 论文：《大学生水资源利用问题分析》 

 《帕默尔干旱指标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禹你分享： 

别去模仿他人，看清真正的自己。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姓   名： 柳志强 

 

人生格言： 

与世无争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黑

龙江省伊春市，曾担任 12 级水文班班长，

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组宣部副部长。 

禹林硕果： 

 南京市第一医院志愿者“优秀领导组织”奖  

 大行宫地铁站年度优秀志愿者 

禹你分享： 

好好学习，别玩电脑。 

毕业去向： 工作——粤电集团天生桥一级水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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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琴 

 

人生格言： 

怀揣自己的颜色，往一心要到的地方。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江

苏泰州市，曾担任 12 级水文班班长。 

禹林硕果： 

 2014 年 10 月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实践课题优秀报告二等奖 

 2014 年 4 月 校园文化节 T 恤设计大赛最佳人气奖 

 2013 年 12 月 校园科技节 A4 杯纸结构设计大赛三等奖 

 2015 年 11 月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2015 年 11 月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禹你分享： 

Thanks for everyone’s appearing to my life in these years. 

毕业去向：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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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顾 

 

人生格言：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个人简介：  

12 级大禹水文班，原 12 级 3 班，江

苏扬州人。 

禹林硕果： 

 2014.9-2015.6 学年学业进步奖学金、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5.9-2016.6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禹你分享： 

    收获一群好基友；明确目标，不再浮躁，成熟些了；成长过程吃的苦，早

迟不要紧，过后的体悟最重要；关心家人，珍惜亲情。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顾明轩 

 

人生格言： 

人生的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 卢

梭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

苏省盐城市。 

禹你分享： 

青春不是人生的一段时期，而是心灵的一种状况。—— 塞涅卡 

毕业去向： 工作——苏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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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方美航 

 

人生格言： 

逃避不一定躲得过， 

面对不一定最难过， 

孤单不一定不快乐； 

得到不一定能长久， 

失去一不定不再有， 

转身不一定最软弱； 

别以为世上只有对与错， 

许多事情的答案都不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永远有路可以走。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

天津市。 

禹林硕果： 

 第三届“标新立异”地标创意大赛中获得优秀奖 

 第六届“水工创新杯”竞赛中获鼓励奖 

 获得 2013 年～2014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获得 2015～2016 学年河海大学毕业班“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是我们在学习生涯中度过的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这四年里我

们都有了不同的成长，对过去的一些事物有了重新的认识，大学中学习的不仅

仅课堂中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寻找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事物，并为之奋斗，

培养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并努力坚持，经历越多，收获越多。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专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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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尹余桢 

 

人生格言：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湖

北省黄冈市。曾担任 12 级 2 班生活委 ，

院青志行政理事部干事等职务。 

禹林硕果： 

 河海大学科创交流会之首届头脑风暴大赛二等奖 

 第五届“桥夺天工”模型设计大赛二等奖 

 第二十五届科技节之标新立异优秀奖 

禹你分享： 

大学 4 年转眼就过去了，当初入学报到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 4 年我经

历过许多，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悲伤。不管怎样这都将成为我的独家记忆，

在以后的某个时候会想起那些人和那些事。 

毕业去向： 准备考研 

 

姓    名： 武冠一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大禹二班。来

自河南省南阳市。中共党员 

禹你分享： 

现在闭上眼睛，第一次看到河海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四年的时光，友

情、爱情、学习、生活，在告别之际，不愿说什么遗憾，不愿做什么追悔，只

求过去的欢笑和眼泪化作回忆，让我一生慢慢珍藏。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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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郝然 

 

人生格言：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付出就有回报永不

遭遇过失败，因我所碰到的都是暂时的挫折。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天津市

宝坻区，曾担任 12 级水文班宣传委，院青协

组织宣传部副部长，12 级 3 班组织委等职务。 

禹你分享： 

哭过、笑过，得过、失过，迷惘过、奋发过，沮丧过、振奋过……就这么

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地行走在大学的旅途上，不断发现自己、超越自己、追寻

自己的梦想。大学四年逝去得不着痕迹，但它的斑斓多姿已在我的生命中留下

了深深的印记。 

毕业去向：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 

 

姓    名： 李洪翔 

 

人生格言： 

It’s nothing about you.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

西省宜春市，曾担任 12 级 2 班班团委， 

12 级水文班生活委等职务。 

禹林硕果： 

 桥夺天工 

 科技创新宿舍 

禹你分享：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文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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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学 

 

人生格言： 

一事之行，即你一世之道 

个人简介：  

12 级水文班，原 12 级 2 班，江苏高

邮人 

禹林硕果： 

 14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国赛一等奖 

 中文核心期刊《水力发电》发表论文一篇 

 SCI 期刊《Journal of Radioanalytical and Nuclear Chemistry》发表论文一篇 

禹你分享：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有两个，一个是十年前，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找个目

标并为之奋斗永远都不迟。 

毕业去向：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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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班 

 

大禹学院——河海大学的明星学院。在外人眼中，即神秘，又向

往。严苛的淘汰制度，远高其他学院的保研率，使大禹学院的学生成

为了河海大学最特殊的群体。而大禹水工班，更是成为无数面临专业

分流的大二新生的首选方向。“严格”、“劳累”、“学霸”、“女生少”……，

这些关键词似乎自大禹水工班诞生起就如影随形。然而，真正的大禹

水工班是什么样的?他值得你去向往吗？让我们走进大禹 12 级水工

班，去一睹他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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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是优秀的大禹 12 级水工班： 

 

大禹 12 级水工班成立于 2014 年专业分流之后，自成立之时就是

强者云集， 

班级 25 个人中，无人不是之前班内的佼佼者。每个进入水工班

的人都满怀一腔热血，希望日后能有作为。之后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

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的成就，四级通过率 100%，六级通过率 92%。

92%的同学绩点均在 4.0 以上，多人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张光斗科技教育奖学金以及严恺奖学金，总计获得 21 项国家

级奖项，22 项省级奖项，46 项校院级奖项，全班申请专利近百人次。

2012 级大禹水工班获得了 2013 年度“优秀团支部”以及 2013-2014

学年“张闻天班”的称号。之后又获得了江苏省省级荣誉班级的称号。 

    班级 25 人中 20 人保研，保研率 80%，其中直博生有 5 位，

何佳龙同学获得清华大学直博生机会。剩余保研的人当中，王超同学

获得了南科院的保研机会，后放弃，前往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直博生。

魏培勇同学获得了天津大学的保研机会。 

在外人眼中，我们是不知疲倦的学霸，无论盛夏寒冬，日出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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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和自习室内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为了按时完成作业，我们通

宵达旦；为了解答疑惑，我们激烈讨论。人们不理解，大学不该就是

要轻松愉快吗?然而，我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份责任，正是这份责任成

就了我们的优秀。 

 

二、 过去？将来？我们始终如一： 

“天下有溺犹己溺，此志毋稍驰。”先人的教诲，激励了一代又

一代水工人，更是被我们所铭记。水利水电学院的顾冲时院长曾经教

导我们，要对自己的工作抱十二分的谨慎，要有充分的责任感。因为

水利工程的安全关乎着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过去有着太多的悲剧，一

次次地提醒我们认真细致的重要性，微小的设计失误可能会带来巨大

的损失。对水利工作的这份责任感，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它激励

着我们，学以精，用以实，对待自己的学业不马虎、不随便。很多人

觉得大学的学习枯燥无味，而我们却将其当作锻炼心智的好机会，若

是不能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业，何能认真地对待以后的工作？这份责任

意识，指导着我们的方向，已经深深印入我们的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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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爱生活、爱学习，鱼与熊掌亦可兼得： 

水工 12 级大禹班的同学们都是学霸，但谁说学霸不会生活？我

们是学习的王者，更是生活的小王子。去春游？没问题，将军山上的

炊烟映出了我们欢乐的面孔。做运动？不会虚，我们每个人都是运动

健将。 

  

为了提升同学们的综合素质，我们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

让大家更加团结、思想共鸣： 

  

四、 爱奉献、爱公益，我们是社会的主人翁： 

对社会深深的责任感让我们积极投身公益，帮助他人。2014 年 3

月 25 日，我们去南京市特殊教育学校去做公益活动。与同学们的交

流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人生，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也让我们感激现在的

生活。我们与同学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这次活动成为了我们每个

人难忘的回忆!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同学参加了青奥会和亚青会志愿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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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在提高着自己。 

  

五、 爱掼蛋 、不爱搬砖，这就是我们的水工妹纸！ 

谁说水工无女生？虽然在自己人眼中，大禹 12 级水工班的女生

一直是搬砖的存在，但天生丽质的她们却是水工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她们从来都是班级决策的有力推手，从春游地点到聚餐种类皆由她们

说了算。她们谜一般的上课准点率早已成为佳话。掼蛋大赛的赛场上

洋溢着她们的风采。 

 

  

六、 总结 

慎思笃行树新风、好学力行造良材。班级的座右铭激励着我们不

断前行。如果你追求挑战、向往卓越，那么大禹水工班就是你最好的

选择。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创造新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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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何佳龙 

 

人生格言：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曾担任大禹学院 12 级年级班长兼导员助理，大

禹学院学生会主席、副主席等职务。 

禹林硕果： 

荣誉称号类： 

 “第八届全国水利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全国水利院校第五届十佳未来水利之星—学业之星提名奖”荣誉称号 

 2012-2013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2012-2013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3-2014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2013-2014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4-2015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2014-2015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4-2015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2015-2016 年河海大学毕业班“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2015-2016 年河海大学毕业班“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5-2016 年河海大学毕业班“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河海大学 2013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河海大学 2013 年度“优秀学生会干部”荣誉称号 

 河海大学 2014 年度“优秀学生会干部”荣誉称号 

 河海大学 2013 年度“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河海大学 2014 年度“优秀共青团员标兵”荣誉称号 

 河海大学 2014 年度“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河海大学 2015 年度“我身边的好青年—最善创新好青年”荣誉称号 

奖学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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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 学年度国家奖学金 

 2014 年“张光斗科技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学金 

 2015 年“钱正英教育科技基金”—钱正英奖学金 

 2014-2015 学年“万家寨水利奖学金”二等奖 

 河海大学 2012-2013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2-2013 学年科技创新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2-2013 学年社会工作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科技创新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3-2014 学年社会工作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4-2015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4-2015 学年精神文明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4-2015 学年科技创新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4-2015 学年社会工作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5-2016 学年毕业班学业优秀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5-2016 学年毕业班精神文明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5-2016 学年毕业班社会工作奖学金 

 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生 

竞赛获奖类： 

 第六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个人

全能一等奖 

 第六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团体

二等奖 

 2014 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二等奖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大赛三等奖 

 2014 年江苏省“金沙湖”杯大学生深度游旅游路线规划大赛优秀奖 

 第五届“水工创新杯”竞赛三等奖 

 第二十四届校园科技节“标新立异”地标创意大赛一等奖 

 第二十四届校园科技节“坝气十足”坝型设计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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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届校园科技节“水模年华”生态景观模型设计大赛二等奖 

 第二十五届校园科技节“标新立异”地标创意大赛优秀奖 

国家专利类：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取暖鼠标”(专利号: 201520039520.3)/第 1 发明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具有自动识别功能的黑板擦除装置” (专利号 : 

201520040101.1)/第 1 发明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多功能足浴盆”(专利号: 201520038064.0)/第 1 发明人 

学术论文类： 

 EI 论文《Research on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Earth Pressure on the Back 

Side of Large Cylinders》（第 1 作者） 

 EI 论文《Research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ecurity of High Concrete Arch 

Dam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第 1 作者） 

 中文核心论文《水利工程中 PC 管桩复合地基应用设计分析》（第 3 作者） 

 论文《蛋白质分子分解方法研究》（第 1 作者） 

 论文《金融投资问题的研究》（第 2 作者） 

 论文《(n,k)最小广播图的设计方案分析》（第 3 作者） 

 论文《论中日钓鱼岛之争》（第 1 作者） 

 论文《高校体育社团课程化管理机制中评价体系的初探》（第 2 作者） 

创训项目类： 

 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利用人工合成透明土研制土力学教学演示装置”

（项目组成员） 

 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大学生体育社团课程化管理研究－以南京高校为

例”（项目组成员） 

禹你分享： 

平平淡淡的学习，勤勤恳恳的付出，收获的是内心满满的幸福，这就足以。

愿每个人都能够用一颗积极的心去迎接每一天，拥抱每一天的阳光，时刻铭记

自己心中的梦想，在人生的天空中展翅翱翔。要记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毕业去向： 保送至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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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得潭 

 

人生格言： 

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是为了不枉此生。 

个人简介：  

12 级大禹水工班，原 12 级新能源

1 班，来自宁夏中卫市，曾担任 12 级新

能源 1 班班长。 

禹林硕果：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江苏省赛区三等奖 

 江苏省第十二届高等数学竞赛本科一级二等奖（2014年 6 月） 

 2015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二等奖 

禹你分享： 

选择很重要，每次在做选择时不要看前面的人的抉择，按照自己的想法走，

结果也许更好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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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赖柄霖 

 

人生格言： 

人生不是套公式，生活冷暖心自知。 

莫道浮云终蔽日，得风流时且风流。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四

川省自贡市，曾担任大禹学院新闻中心秘

书长 

禹林硕果： 

 2015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一种适用于平原地区的流速型微水头

水轮泵》 

 2015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河工模拟试验非接触测量研究》 

 2014 年度省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远光灯的防晕研究》 

 国际会议论文《Study on the Problem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i-Tech Banks and Countermeasures》 

 省级核心期刊《Study on Factors Influencing Karst Collapse and Model》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此处省去 28 个专利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到了毕业之际，心中总还是有些伤感。

一路走来，收获了知识、能力、友谊、爱情，也经历了失败、挫折、喜悦、欢

乐。大学生活也许只有回忆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她的魅力，只有总结的时候

才能发现原来已经走过了这一程。感慨太多难免控制不住情感，且行且珍惜吧，

愿四年的同窗好友们前程似锦，不负韶华。 

毕业去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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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涛 

 

人生格言： 

任何时候都要相信自己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苏省南

京市，曾担任 12 级水工班班长，院学生会办公

室副主任，12 级 1 班文体委员等职务。 

禹林硕果：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江苏赛区一等奖； 

 江苏省数学竞赛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周培源力学竞赛江苏赛区二等奖；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最重要的是要有详细的规划，可以多找学长学姐咨询问题，然后

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个详细、适合自己的规划。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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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超 

 

人生格言：  

勇敢点，去做。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江

苏省南通市，曾担任 12 级水工党支部书

记。 

禹林硕果： 

 2015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颗粒离散元程序开发及直剪试验数值

仿真》 

 2013 年度国家奖学金 

 2013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 

 2015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一等奖 

禹你分享： 

大学很短暂，不要浪费这一段美丽的时光。趁着年轻，多想一些不可能

的事情，多去品尝失败的滋味。每一次经历都会带给我们收获，享受这样的过

程，这便是成长。 

毕业去向： 香港科技大学岩土专业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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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杨坤 

 

人生格言： 

在最美好的岁月里拼搏，实现自我的价

值，一切的大目标从每一小点的努力开始。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苏省

南京市，曾担任 12 级 1 班班长，12 级水工班

团支书，院学生会办公室部长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4 第七届“高教杯”制图大赛二等奖 

 2014 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一等奖 

 2015 年河海大学第十一届“电气创新杯”设计制作竞赛一等奖 

 2015 年河海大学第六届“水工创新杯”竞赛二等奖 

 2013 年以第四作者出版著作《水工金属结构健康诊断理论、方法及应用》 

 2014 年以第一作者发表核心期刊论文《Hydraulic mental structure health 

diagnosis weighting method》 

 2014 年以第二作者发表核心期刊论文《Research to hydraulic metal structure 

health diagnosis based on FAHP》 

 2014 年以第二作者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基于信息增益的水工金属结构健康

诊断赋权方法研究》 

 2014 年以第四作者发表核心期刊论文《BP neural network integration model 

research for hydraulic metal structure health diagnosing》 

 2015 年以第三作者发表核心期刊论文《Hydraulic metal structure health 

diagnosis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2015 年以第三作者发表核心期刊论文《Research to health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system for hydraulic metal structure》 

 2014 年度省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人工景观湖自清洁方

法研究》 

 2014 年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全桥式应变测量支架”（第三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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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共青团员、优秀

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如果能够有机会，我愿意再来一次大学本科生活。时光荏苒，各自前行，

拼搏奋斗，不离不弃。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苏伟豪 

 

人生格言： 

No pains，no gains 

个人简介：  

12 级大禹水工班，原 12 级新能源一班，来

自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在班级担任过组织委

员，并且在勤工俭学两年并担任学生组组长。 

禹林硕果：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本科组国家二等奖 

 美国大学生数学竞赛获得一等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获得预赛三等奖 

 河海大学第十届“电气创新杯”获得二等奖 

禹你分享： 

No pains no gains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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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廖欣 

 

人生格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四

川省资阳市，曾院科协科创部部长，现任

年级学习委员。 

禹林硕果： 

 2014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不同形式波作用下开孔挡板透空堤消

浪性能研究》 

 核心期刊论文《多层挡板透空堤消浪效果影响因素试验研究》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禹你分享： 

四年前来到大禹学院，而如今将要离开，四年的时间很短，时光总是易逝。

在这毕业的时刻，回想起这短暂时光的点滴，总会有不舍。毕业并不意味着离

开，我们仍然心存大禹。在今后的奋斗路上，我们永远都是大禹人。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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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徐琼 

 

人生格言： 

开开心心每一天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浙

江省杭州市，曾担任院院青年志愿者大队

策划部部长。 

禹林硕果：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周培源力学竞赛优秀奖 

 2015年美赛二等奖 

 2014年数学建模省级一等奖 

 第九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二等奖 

 “尾矿坝虹吸与辐射结合的排渗系统效果研究”第三作者 

 虹吸式排渗尾矿坝第三发明人 

 变水头渗透试验仪第二发明人 

禹你分享： 

四年的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我怎么还记得我才刚来河海大学。不管怎样

还是到了毕业的时刻，不悔来过。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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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朱茜 

 

人生格言： 

在没有借口的那一刻，就是成功的开

始。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2 班，共产党

员，来自江苏省南通市，曾担任 12 级大禹

2 班班长、心理委员。 

禹林硕果： 

 2014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国家一等奖； 

 第五届江苏省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二等奖； 

 第九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二等奖； 

 改进的非等间距 GM（1：1）大坝位移监控模型（第三作者）； 

 水利工程中 PC 管桩复合地基应用设计分析（第五作者）； 

 Research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ecurity of High Concrete Arch Dam（第三

作者） 

禹你分享： 

大禹四年，确实有挺多话想说的。但最想说的还是时间飞逝，以前浪费了

很多宝贵的时间，在这个毕业的时刻才猛然发现自己会懊悔。 

毕业去向：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直博 

 

 

  



大禹殿堂——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44 

 

姓    名： 魏培勇 

 

人生格言： 

What hurts more? 

the pain of hard work or the pain of regret?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来自山东 

禹林硕果： 

 2015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江苏省一等奖 

禹你分享： 

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学本科生活，成绩只是一方面，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情，认识一些合得来的人，发展自己的兴趣。 

毕业去向： 保研至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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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曹红帆 

 

人生格言： 

不抛弃，不放弃。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苏省南京市，

曾担任 12 级水工班生活委，院新闻中心采访报道部副

部长，12 级 1 班团支书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5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2014 年度省级创新训练项目《基于离散数据点曲面重构及应用》 

 2014 年度校级创新训练项目《基于压电材料的一种新型波浪发电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防塌陷井盖》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压电元件的新型波浪发电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滚珠式压电陶瓷波浪发电装置》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四年其实很短，要把时间花在对的人和对的事上。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去

见自己想见的人。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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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冯骁 

 

人生格言： 

脚踏实地，珍惜当下。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河南省焦作

市，中共党员，曾担任 12 级水工班团支书，院新闻

中心海报宣传部部长。 

禹林硕果： 

 2014-2015 学年国家奖学金 

 2015 年江苏省魅力团支书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团干部标兵称号 

 2014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2014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EI 检索期刊论文《Hydraulic metal structure health diagnosis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第二作者 

禹你分享： 

四年来，感谢大禹学院为我们提供优秀的学习环境与条件，让我收获了丰

富的知识与难忘的友谊，也感谢我的男朋友，陪我一路走来。四年的时间很短，

除了学习，最珍贵的还是我们的青春，在大学里尽情地享受时光，做自己喜欢

的事，做自己爱做的梦，脚踏实地，珍惜当下，才能不留遗憾。 

毕业去向： 香港大学研究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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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杨立夫 

 

人生格言： 

    用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用胸怀去

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用智慧去分辨二者的不

同。 

个人简介：  

12 级大禹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湖

南省长沙市，曾担任 1 班宣传委，大三大四任

班级学习委员。大学前三年是个地地道道的学

霸，课余喜欢公益活动——去小学宣传环保理

念，参加青奥会志愿者，去紫金山捡垃圾；大

四爱上运动，跑步、羽毛球。 

禹林硕果： 

 1.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预赛（江苏省赛区） 一等奖 

 2.第九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一等奖 

 3.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短信推送技术的空气质量检测推送系统”  

 4.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可折叠的多节按动插线板”  

 5.省级期刊《黑龙江水利科技》2015 年第 7 期 

《两种处理特大洪水参数公式的比较研究》 第一作者 

 6.核心期刊《环境科学与管理》2016 年第 1 期 

 《南京颗粒物时间序列相关性及其成因分析研究》 第一作者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给了我们很多时间、很多机会、很多精力去追求想要成为的人、想

要拥有的物、想要守护的感情。在这个所有神经末梢都很敏感的青春时光，肆

意去拼搏、去欢笑、或流泪。敞开心扉，拥抱生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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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甘醇 

 

人生格言： 

 用真情迎接明天，用热血书写春秋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山东

省枣庄市，曾任大禹学院青年志愿者大队负

责人，南京青奥会武术场馆语言志愿者负责

人，河海大学围棋队等。 

禹林硕果： 

 2013 年度河海大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三峡对于长江中下游水沙关系

的影响》 

 《改进物元可拓法在水闸工程安全综合评估中的应用》水力发电 Water 

Power，2015 年 04 期 

 2014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 

 南京市高校围棋联赛一等奖 

 第十八届江苏省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 

 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优秀志愿者 

禹你分享： 

总有别人不曾走过的道路， 

总有别人不曾攀越的巅峰， 

总有别人不曾看过的风景， 

总有别人不曾拥有的收获。 

毕业去向： 前往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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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钱佳瑜 

 

人生格言： 

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浙江省绍兴

市，曾担任院科协办公室副主任，现担任水工班班

长。 

禹林硕果： 

 2015年美赛二等奖 

 2014年数学建模省级一等奖 

禹你分享： 

匆匆四年，时光太快，活在当下，不留遗憾。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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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柳忠岷 

 

人生格言： 

努力不一定成功，放弃却一定失败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来自河南南阳，曾担任学委等职

务。 

禹林硕果： 

 2012 年获学业优秀奖学金 

 河海大学文化月文化达人优秀奖 

禹你分享： 

山高人为峰，海阔心无界。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蒋翊维 

 

人生格言： 

有志者事竟成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

江苏省苏州市。 

禹你分享： 

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美好明天。 

毕业去向： 工作——苏州越溪水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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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颜敏 

 

人生格言： 

当你意识到失败只是弯路,你就已经

走在了成功的直道上。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

苏省常州市。 

禹林硕果： 

 2013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2014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一等奖 

 2015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M 奖 

 第六届河海大学水工创新杯二等奖 

 一种便于存储的防洪装置第二专利人 

 一种嵌扣式防洪装置第一专利人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一定要有上讲台或者上舞台的经历，哪怕只有一次，也一定要

有。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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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吴阳 

 

人生格言： 

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安徽省宿州市。 

禹你分享： 

就要毕业了，明天的我们将要踏上新的征程，不管明天的明天如何，朋友

们，我们都要好好的！ 

毕业去向： 考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葛一冬 

 

人生格言： 

心若冰清，波澜不惊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苏省淮安

市。  

禹你分享： 

刹那芳华逝，红颜弹指老。 

毕业去向： 考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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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章宇璟 

 

人生格言： 

快乐乃头等大事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

西南昌，担任 12 级年级生活委，曾任新闻

中心海报宣传部副部长。 

禹林硕果： 

 论文《浅谈防洪项目生态护坡》 

 河海大学优秀团员、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第八届江苏省廉洁文化硬笔书法第二名 

禹你分享： 

   这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拥有了你们，你们的包容、理解、帮助让我成长，

以后的日子愿我们去哪儿都有鲜花开放，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日子里熠熠生

辉！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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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贾宁霄 

 

人生格言： 

不要轻言放弃，永远坚持不懈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山西省运城

市，曾担任 12 级水工班宣传委员，大禹学院学生

科协办公室部长，大禹学院辩论队副队长等职务。  

禹林硕果： 

 第三届标新立异地标创意大赛优秀奖 

 2014年河海大学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优秀奖 

 亚青会优秀志愿者 

 江苏省第四届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竞赛优秀奖 

禹你分享： 

四年的时光匆匆流逝，有欢乐、有痛苦、有喜悦、也有无奈。大学就是一

个小社会，如果说大学让我学到什么，那便是没有过不去的砍。许多困难看似

不可逾越，但咬咬牙，坚持下去，就都克服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也给我很多挑

战自我的机会，这些经历使我明白有些事情如果尝试了，成功的机会就有一半，

如果不去尝试，成功的几率只能为零。因此我们要把握机会，要明白自己的能

力远比自己所想的大，相信我们最终都能获得成功。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大禹殿堂——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55 

 

姓    名： 高建新 

 

人生格言： 

跃马扬鞭傲神州，笑看风云度春秋，三千烦恼皆

抛下，十万名山任遨游。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湖北省巴东县，

土家族，爱打乒乓球和羽毛球，喜欢各种运动。思维

新颖，行为怪异。热衷有挑战性的事情，典型的越败

越战，越战越败。 

禹林硕果： 

 2015 年河海大学第六届“水工创新杯”三等奖 

 2013“河海杯”乒乓球比赛第三名 

 第四节体育文化节“河海杯”乒乓球赛三等奖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校内选拔三等奖 

禹你分享： 

大学需要参加一个社团，谈一次恋爱，挂一次科，最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好好学习，让毕业圆满收官，让大学不后悔，让青春过得精彩。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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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航班 

 

一、 班级概况 

河海大学 2012 级港航大禹班现有 25 名共青团员，其中 3 名党

员，6 名预备党员。2015 年保研 20 人，保研率 80%。 

我班是个年轻而又成熟的集体，由 2014 年 2 月专业分流组成港

航大禹班。在老师的亲切指导和班级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

经形成了一个团结有爱、积极进取、荣辱与共的强凝聚力团体，在这

个大家庭里，我们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以河海校训“艰苦朴素，实事

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为准则，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创建了

优良学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大禹殿堂——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58 

 

二、 班级荣誉 

大学五个学期以来，整体成绩处于年级第二，班级平均绩点达到

4.30，绩点在 4.5-5.0 的有 8 人，绩点在 4.0-4.5 的有 13 人。英语

四级通过人数为 25，通过率 100%；英语六级通过人数为 22，通过率

88%。本班共取得 10 项国家级学科竞赛奖项，15 项省级奖项，50 项

校院级奖项。共有 6 人为国家级创训项目成员（负责人）；专利发明

人 3 人，发表论文 8 篇。一人获得国家奖学金，两人获得国家励志奖

学金，共获得校级奖学金 69 项，平均每人获得近 3 项奖学金。本班

同学获得优秀学生、优秀干部、学习标兵、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共计

24 人次，宿舍类获奖次数共计 22 人次。有 1 名同学在校级组织任职，

18 名同学在院级组织任职，3 名同学在社团任职。另外已有 4 人成功

申请赴法项目，在法国留学深造。 

三、 班级活动 

  

集体踏青观古迹增强凝聚力 “大禹杯”篮球赛勇夺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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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毛永竞 

 

人生格言： 

Growing Strong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江苏省徐州

市，曾担任 12 级港航班学习委员，院学生会学习部

副部长，院辩论队副队长。 

禹林硕果： 

 国家奖学金 

 2014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砂土固化材料在港航工程中的应用》 

 核心期刊论文《砂性弃土制备免烧砖试验研究》 

 EI 收录会议论文：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Preparation of Superfine Sand 

Concrete without Coarse Aggregate 

 EI 收录会议论文：Experimental study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tabilized 

clay soils used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二等奖 

禹你分享： 

在大禹的四年中，我学到了不少知识，结识了不少朋友，收获了不少欢乐。

他没有教会我虚荣，却教会了我踏实；没有给我名利，却给我提供了升华自己

的机会。从这个看似迷你的学院里，走出了一个个志向远大，注定书写不平凡

的大禹人。愿大禹越来越好。 

毕业去向： 
被欧盟 Erasmus mundus 项目全奖录取，将前往挪威科技大

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南安普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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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苏晓栋 

 

人生格言： 

有大梦想，只想过好小世界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福建

省晋江市，曾担任院学生会副主席，院体育

部部长，12 级 2 班体育委员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5 年校级创新训练项目《干湿交替混凝土内迁移性阻锈剂的阻锈效果研

究》 

 Tensile Strength and Oxide Analysis of Carbon Steel in Concrete Exposed i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for 53 Years  

 拉应力和压应力对砂浆中钢筋腐蚀的影响 

 一种挂壁式地震报警器，专利号 ZL 2013 2 0747823.1 第二发明人 

 13 年 9 月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13 年 9 月、14 年 9 月获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13 年 9 月、14 年 9 月获河海大学文艺体育奖学金 

 14 年 9 月河海大学精神文明奖学金 

 14 年 11 月获浙江围海奖学金 

 14 年 9 月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14 年 5 月河海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14 年 8 月优秀志愿者标兵  

 13 年 5 月南京市大学生运动会甲组跳高第三名 

 14 年 5 月江苏省高校运动会男子跳高第四名 

 14 年 5 月江苏省高校运动会男子撑杆跳高第四名 

 15 年 5 月南京市大学生运动会甲组跳高第一名 

 16 年 5 月南京市大学生运动会乙组跳高第一名 

毕业去向： 保研至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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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朱钰文 

 

人生格言：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苏

省南通市，曾担任 12 级年级团支书兼任辅

导员助理、港航班团支书、大禹学院新闻中

心主任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4 年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城市住宅洪水隔离系统研究》 

 2013 年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模拟液化砂土高孔压比状态下流动特性

的试验方法》 

 SCI 期刊（Advances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论文《Effect of 

polypropylene and basalt fiber on the behavior of mortars for repair 

applications》 

 中国核心期刊（硅酸盐通报）论文《海洋环境条件下碱骨料反应对海洋结

构物性能影响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发展趋势》 

 发明专利《一种自动控制的区域防洪装置》，第一发明人 

 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生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时光至此告一段落，一路走来，有成功、有失败，有喜悦、有泪

水，有坚定、有迷茫，一切都伴随我不断成长。我一直问自己收获了什么，乐

观的我认为四年里我一直在收获，收获学业、收获学生工作、收获友情……所

有的失败和泪水对我来说同样是收获和经验的积累。人生路漫漫，愿乐观的我

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一直收获，手握幸福。 

毕业去向： 保送至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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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林祥峰 

 

人生格言：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FOLLOW YOUR 

HEART. 

个人简介：  

11 级港航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福建省福鼎市。 

禹林硕果： 

 第五届江苏省机械创新大赛二等奖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挂壁式地震报警器》第一发明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可折叠的防滑梯子》第一发明人 

禹你分享： 

做自己，无所畏。倾听自己心中最初的想法，相信自己的信念，然后放手

去做吧！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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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岩松 

 

人生格言： 

正青春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河

北省邢台市，曾担任大禹学院学生科学与

技术协会主席，港航班文体委、宣传委等

职务。 

禹林硕果： 

 2014 年参与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不同形式波作用下开孔挡板透空堤

消浪性能研究》 

 核心期刊论文《水运工程》上发表论文《多层挡板透空堤消浪效果影响因

素试验研究》（第四作者） 

 2016 年度江苏省“三好学生” 

 两次获得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三次获得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

秀学生干部” 

 2015 年清华大学“张光斗奖学金” 

 2015 年河海大学“严恺奖学金” 

禹你分享：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忍受了很多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当日后说起时，那是

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要记住，你的负担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

前行的路。 

毕业去向： 保研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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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徐元 

 

人生格言： 

仰望天空，脚踏实地。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江

苏省连云港市，曾担任 12 级港航班学委。 

禹林硕果： 

 2015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国家二等奖 

 2015 周培源力学竞赛优秀奖 

 2014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江苏赛区）一等奖 

 2014 年第十二届江苏省高等数学竞赛一等奖 

 2015 江苏省力学竞赛二等奖 

 2014 高教社杯数学建模成功参赛奖 

 2014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校级二等奖 

 国家专利：2015 年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可充电手机支架”(专利号：

201520142101.2)/第一发明人 

 国家专利：2015 年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自动加热的水杯”(专利号：

201520135995.2)/第一发明人 

 国家专利：2015 年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防滴水的雨伞”（专利号：

201520026225.4)/第二发明人 

 国家专利：2015 年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干净易开启暖壶”(专利号：

201520142101.2)/第二发明人 

 国家专利：2015 年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吸油易摘塑料手套”(专利号：

20152013588.X)/第三发明人 

 2015 年在核心期刊《水电能源科学》(第 3 期)上发表论文《宁波市北仑港

口航道泥沙处理方案的 PCA-熵权评价模型》（第一作者） 

 2015 年在核心期刊《江西农业学报》论文《不同水氮处理对膜下滴灌烤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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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积指数影响研究》被录用（第一作者） 

 2015 年在核心期刊《节水灌溉》(第 7 期)上发表论文《秸秆覆盖条件下微

咸水灌溉对番茄生长和质量品质的影响》（第三作者） 

 2015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Manufactu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MEM2015)上发表《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ubsurface frainage schemes based on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and 

projection pursuit model》(第二作者)（EI 检索） 

 2015 年在期刊《科技视界》(第 30 期)上发表论文《金融投资》（第三作者） 

 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波浪荷载作用下防波堤周边海床动力响应

试验研究”（项目负责人） 

 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生物保水肥料在烤烟产量中的效益研究”（成员） 

禹你分享： 

本科四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毕业去向： 保研至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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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甘敏 

 

人生格言： 

每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西省

萍乡市，曾担任 12 级港航班组织委员。 

禹林硕果： 

 数学建模全国一等奖 

 周培源力学竞赛全国三等奖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江苏赛区一等奖 

 第九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特等奖 

 江苏省数学竞赛二等奖 

禹你分享： 

大学既要学好，也要完好。学习只是你大学的主要部分，却不能是你的

全部。Sometimes,you just have to carry yourself up and move on!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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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胡萍 

 

人生格言： 

船到桥头自然直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天津市蓟

县，曾担任 12 级 2 班团支书，学院 12 级年级大班

长、年级团支书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5 年国家核心期刊《水运工程》(第 509 期)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多层

挡板透空堤消浪效果影响因素试验研究》（第一作者） 

 EI 论文《Dynamic responses analysis of permeable breakwater subjected to 

random waves》(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Vols.1061-1062)第一作者 

  2014 年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不同形式波作用下开孔挡板透空堤消

浪性能研究》，负责人，验收结果：优秀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共青团员等称号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学会了最多的一句话叫“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和你们在一

起的时间都是我三生有幸。大学几年来，其实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

现在回想这四年来除了收获还是收获。似乎变成了一个大一完全不能想象的自

己，似乎变成了大人模样，但是，现在的自己拥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让我能

够保持初心，清晰的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大学收获的最多的是什

么，谢谢大学，让我认清我自己，找到我自己。 

毕业去向： 保研至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水利系港口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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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炳锐 

 

人生格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苏省淮

安市，曾担任 12 级港航班党支部书记。 

禹林硕果： 

 2014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液体阻尼特性快

速预测研究》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防滴水的雨伞 -201520026225.4》等 

 荣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毕业班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本科四年很快，但是回忆很深，遇到了很多好朋友，也解决了很多困难，

马上就要进入研究生，希望自己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航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http://www2.soopat.com/Patent/20152002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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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吴杰夫 

 

人生格言：  

当你觉得已经来不及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苏淮安，曾

任 12 级 2 班班长，港航班班长，大禹院辩论队队长。 

禹林硕果： 

 大禹院学习优秀奖学金，科协优秀干事。 

禹你分享： 

大学 4 年有很多的收获，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也开拓了视野，虽然大家将

来的方向选择不尽相同，希望都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 

毕业去向： 
本科交换项目至法国杜埃工程师学院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航院攻读硕士 

 

姓    名： 万鹏 

 

人生格言：  

知识代替不了友谊，所以我宁愿做一个笨蛋

也不愿失去你。 

个人简介：  

    12 级大禹学院港航专业，原 12 级 2 班，来自

江西省南昌市，曾担任 12 级 2 班生活委员、组织

委员等职务。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生活、学习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十分感

谢大禹学院的老师与同学们。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航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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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志杭 

 

人生格言：  

让未来更早到来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江苏省盐城市，

现任 12 级港航班班长。 

禹林硕果： 

 2014 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二等奖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力学竞赛、全国三等奖 

 第九届江苏省力学竞赛、省一等奖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第十二届高等数学竞赛、省三等奖 

禹你分享： 

做自己想做的事，切莫虚度光阴。 

毕业去向： 保研至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姓    名： 陈丽玲 

 

人生格言：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个人简介：  

12 级大禹港航班，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 

禹你分享： 

有谁能挡住时光的脚步，有谁能长留青春的容颜，这一天在不知不觉中

到来了，我们就要面临毕业.大学是人生一个里程碑，里程碑的周围往往有着很

多很多 的叉路口，而毕业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去选择一条路继续走下去.毕业

前，我们努力了;毕业时，我们流泪了;毕业后呢?让我们将感恩的心、激动的泪

和深情的爱 化作虔诚的祝福，祝福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明天!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口航道与近海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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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冯静 

 

人生格言： 

Doing what you like is freedom, liking what you do is 

happiness.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2 班，江苏如东人，曾任大

禹学院新闻中心采访报道部部长。 

禹林硕果： 

 2013-2014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不同形式波作用下开孔挡板透空

堤消浪性能研究”成员； 

 论文《多层挡板透空堤消浪效果影响因素试验研究》第三作者； 

 2013-2014“优秀学生”称号，获得学业优秀奖学金，体育奖学金。 

禹你分享：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于我来说，最问心无愧的是最后两年，因为我找到了

除了学习之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梦想。以前我一直听着

别人的梦想，觉得虚得很，等到我也有了自己的目标，才发现，啊，原来梦

想是个这么好的东西，它可以让你泡在图书馆彻夜学习而不是玩手机，可以

让你按时起床而不是睡一天，可以让你赚外快而不是宅宿舍，可以让你每天

都忙忙碌碌却不是懵懵懂懂。学习不是生活的全部，不要让自己钻进绩点的

牛角里。我们已经艰难地跨过了高考这道坎，是时候多花点时间做自己喜欢

做的事情，这样你才会持续地拥有激情。不要被动地学习，不要忽悠自己，

总有一天你会为这平乏的生活抓狂的。千万别在最自由的时候安于一隅，千

万别在最灿烂的年纪蹉跎青春！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别让自己不高兴。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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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马晔明 

 

人生格言： 

有所作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安

徽合肥。 

禹林硕果： 

 大禹学院学习进步奖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在大禹学院学习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在薛姐的带领下，我们

快乐充实地完成了本科的学习，同时也教会了我们不管什么事都要积极参与，

都要做好提前量。最后祝同学们前程似锦!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口航道与近海工程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杨雅师 

 

人生格言： 

天生我材必有用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大禹 2 班，来自

河北省邢台市，曾担任 12 级港航班文体委

员，大禹学院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 

禹林硕果： 

 核心期刊论文《拉应力和压应力对砂浆中钢筋腐蚀的影响》 

禹你分享： 

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 

毕业去向： 工作——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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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戴炜 

 

人生格言： 

真理惟一可靠的标准就是永远自相符合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苏省无锡市。 

禹林硕果： 

 第二十六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文化达人大赛优秀奖 

禹你分享： 

光阴似箭，四年的大学生活，回想起来，点点滴滴，虽不算特别精彩，但

也很值得怀念。怀念校园里的一花一草，怀念同学间的深厚友谊，也怀念老师

的谆谆教诲。四年生活，一言难尽，但回想起来，仿佛一切只在昨日。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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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蒋鹤 

 

人生格言：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辽宁省锦

州市，曾担任 12 级港航班生活委员。 

禹林硕果： 

 河海大学“水工创新杯”三等奖 

禹你分享：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转眼间，大学四年已经过去，回首

我的大学生活，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我想即使很多年过去，我依然会怀念那 时，

那天，那人，心怀感激。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转眼间，大学四

年已经过去，回首我的大学生活，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我想即使很多年过去，

我依 然会怀念那时，那天，那人，心怀感激。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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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德斌 

 

人生格言：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 

个人简介：  

大禹学院 12 级港航班，江苏省盐城人。 

禹林硕果：  

 江苏省力学竞赛二等奖。 

禹你分享： 

有时候有些事可能再怎么努力，终究也是没有结果，但是有时候你却会发现

明知道有些事可能无能为力，但是还是会尽力争取，这便是成长。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姓    名： 王怿之 

 

人生格言： 

认真生活。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江苏

省昆山市，曾担任院科协创业实践部副部长。 

禹林硕果： 

 河海大学大禹院科协优秀干事。 

禹你分享： 

    珍惜大学时光。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航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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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儒 

 

人生格言： 

自己选择的路就是跪着也要走完！ 

个人简介：  

12 级港航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江苏省

泰州市，曾担任 12 级港航班班团支书、生活

委员，院分团委规划中心副部长。 

禹林硕果： 

 2013 年河海大学第七届“坝气十足”坝型设计大赛三等奖； 

 2014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省级项目成员； 

 2014 年 12 月数学建模成功参赛奖；           

 2015 年 5 月被授权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啮合式匹转轮宿舍吊扇》、《一种简

单实用的食品盒》、《一种干净简便的暖壶》； 

 2015 年 5 月《蛋白质分子分解方法研究》、《(n,k) 最小广播图的设计方案

分析》被《科技视界》杂志社录用 

 2015 年 6 月《大跨径悬索桥塔偏监测方法研究》、《秩亏自由网平差在变形

监测中的应用》被《山东青年》杂志社录用  

 2015 年 8 月《基于 KD 树的点云索引技术研究》被《科技视界》杂志社录

用 

 2012 年度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会干事荣誉称号； 

 2013 年、2014 年河海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成员； 

 2013 年“河海杯”乒乓球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2014 年的青奥会志愿者、校优秀志愿者。 

禹你分享： 

进入大学后千万不要太过放松，因为曾经的松懈，所以导致在面临保研

时，我担心了好久，甚至还做好了两手准备考研和保研，整整一个暑假都待在

学校里看书，这个过程真的很难熬，但是最后的保研结果让我松了口气，这也

让我深知平时好好学习的重要性，不然在关键时刻吃亏的还是你。当然，综合

成绩也很重要，所以在兼顾学习的同时还得关注专利论文的撰写以及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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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加，这不仅可以锻炼你的能力，同时在保研时也是能发挥很大作用的，而

在你日后生活中也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航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姓    名： 王铁凝 

 

人生格言： 

学无止境 

个人简介：  

12 级大禹班，来自河北省沧州市。 

禹林硕果： 

 2015 年度校级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张家港防洪排涝的 LID 措施》 

 核心期刊论文《宁波市北仑港港口航道泥沙处理方案的 PCA-熵权系数评

价模型》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感谢大学四年里来陪伴和帮助我的同学老师们，让我收获很多，成长很多。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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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班 

 

一、 我们的班级 

我们 12 级大禹土木班一共有 22 位成员：一十九位好汉围着三位

姑娘转，颇具我大土木之行业特色。我班级成员性格色彩迥异，有视

学习为生平挚爱的崔嘉同志、人际交往“一朵花”的何瑞同志及豪爽

活泼的张祎女同志等。 

班级成员们不同地方特色的文化交流汇成了河，迥异性格色彩的

相碰张成了海。我们自 2012 相遇河海，迄 2014 同舟共济，4 年来共

同为自身的价值实现奋斗于搬砖之路上，我们是自豪的——12 级大

禹土木班，我们终将搬得——那土木之路上的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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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的学风 

建班伊始，在班导师沈德建的建议下，我班建立了大禹院最严格

的出勤监察系统，监察长由铁面无私的学委崔嘉同志担任。这是一段

沉重的岁月，每一节课，课前必定一个一个点过去的“崔判官”，“残

忍”掀开了孩子们寒冬岁月里依恋的被窝，无论任何借口的私人请假

铁面判官都将呈堂，让你于周末接受辅导员与班导师的审判；这更是

一段光辉的岁月，在崔嘉同志的努力下，每周末的出勤表彻底终结了

我们的惰性，达到了整个学期无人无故缺课的盛况。 

归功于这样的出勤与大家自己的努力，进入大三以来，我班后方

梯队成绩进步迅速，多人获得学院学业进步奖学金。15 年保研工作结

束后，因多人做出出国或就读外校的选择而放弃名额，我班共 13 人

获得了保研名额，三人去了土木专业综合实力更强大的学府——同济、

浙大、武大继续深造，崔嘉同学更是怒拿美国六所名校的 offer，最终

选择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张祎同学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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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的活动 

记得建班初的班会课上，沈德建老师就语出惊人：“不能为班上

同学省钱的班委，向班上同学收班费的班长，要了有什么用?!”因为

这句话，我们 12 级土木大禹班的班级活动，一直有这样一个独特的

传统——绝不让班上同学自己掏钱。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又到了班委头疼的季节，班上同学春游的

心渐渐回暖了起来，催促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要怎样从沈院长手里

‘获得’春游经济上的全面赞助呢？”班长何瑞眉头锁得越来越紧。

于是他召来手下的议事大夫张鹏，财政处长李烨以及跑腿衙役徐波等

开内阁会议，一个集策划、预算、推销于一体的组织往往在会后迅速

成型并开始高效运作。在善良的沈院长手中“获得”经费批准后，他

们开展了一个又一个丰富的班级活动。 

1、 春游将军山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正是初建班的大家迅速熟悉起来的好时机，

遂聚于校旁将军山。此山有茂竹修林，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列

坐其次，烧烤畅叙，共观宇宙之大，察品类之盛，无不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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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秋猎古林公园 

秋高气爽，静极生动，我们共聚于校旁的古林公园打了一场“史

诗级别”的真人 CS 战役，在紧张的大三课业压力之中暂时解脱出来，

活动了身心，增进了友谊。 

 

3、 同济参观结构大赛 

大二下学期，第十一届华东地区结构设计大赛在同济大学举办。

时值班级成立之初，同学们对土木专业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前往同济

参观比赛。于是又一个活动诞生了。 

 

4、 寻梦西湖 

三月，趁着正使劲儿吹的春风，我们全班奔向了“乱花渐欲迷人

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西子湖畔。到杭州后，我们在 11 级大禹学

长的带领下参观过浙江大学和他所在的实验室，又沿着白堤、苏堤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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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浓郁的西湖骑了一圈，真真切切地被那暖风给熏醉了一回。 

 

四、 总结 

在一起共同学习、努力了两年半，我们 12 级大禹土木班一直是

一个团结而快乐的大家庭。我们总是向别人自嘲为就是工地搬砖的民

工，却暗暗为搬那土木行业的金砖而努力；我们总在平时互相笑闹、

嘲讽，却在班级需要时最紧密地团结，充满斗志。 

有人说：“学校是铁打的营盘，而学生是流水的兵。”而我相信，

大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在我们走向岗位后，曾拼命记

忆的知识总会因为久置不用而淡忘，但同窗的情谊却会像那美酒一般，

被时间越酿越纯。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大禹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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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鹏 

 

人生格言： 

身在黑暗，心向光明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苏省扬州

市，曾担任 12 级土木班组织委员、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4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河流健康预警系统设计及应用》（项

目参与者） 

 核心期刊论文《大型横拉闸门倾覆波浪荷载计算改进》（三作） 

 省级期刊论文《保水型土工袋保水性能影响因素试验研究》（一作） 

 国家发明专利“一种保水型土工袋及其绿地应用方法”（公开号：

CN104542069 A）（第二发明人） 

 国家发明专利“压差式泥浆深度测试仪”（公开号：CN105019887A）（第

二发明人） 

 2012-2013 年国家奖学金；2013-2014、2014-2015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2-2013、2013-2014、2014-2015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2014 年全国数学建模大赛本科组一等奖、2014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

竞赛预赛三等奖、2015 年美国数学建模大赛成功参赛奖 

禹你分享： 

山中猛虎，水中蛟龙；大禹学院，卧虎藏龙。在大禹学院的时光是如此的

短暂但又让人刻骨铭心。祝大禹学院越办越好！ 

毕业去向： 保研至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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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崔嘉 

 

人生格言： 

寻找的，就寻见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级 2 班，来自山东省

青岛市，曾担任 12 级土木班学委，12 级 2班

学委等职务，新闻中心文编部干事。 

禹林硕果： 

 2013-2014 学年获得国家奖学金/河海大学 

 2012-2015 年连续获得学业优秀奖学金/河海大学 

 2015 年获得南通一建奖学金三等奖/南通一建评奖委员会 

 2014 年大禹学院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 

 2014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2014 年第十一届华东杯结构设计邀请赛河海大学校内选拔赛三等奖 

 2014 年美国数学建模比赛，Successful Participant 

禹你分享： 

大学期间找到一个未来的方向最为重要，评价人生的质量，并不完全看你

所行走的距离，你所面对的方向更为重要。也要有点理想，做一个现实的理想

主义者，不要仅仅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毕业去向：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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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烨 

 

人生格言： 

I come. I see. I conquer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河

北省石家庄市，曾担任 12 级水利类 3 班

班长；12级土木班生活委；大禹学院土木

本科生党支部书记；院青协副会长；院学

生会文艺部部长等职务。 

禹林硕果： 

 《土力学试验用刮土刀》CN201420709428 等几项实用新型专利 

 江苏省力学竞赛二等奖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华东杯校内选拔二等奖等奖项 

禹你分享： 

本身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感情也软也细腻，喜欢唱唱歌哼哼曲子写

写文章，说到毕业了还真有点小感伤，哈哈并不像个大老爷们，我不是黑帮老

大哦大黑小黑你们不要黑我啦^^! 想来倒不是因为四年有多少多少的事情没

完成，我这个人一素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却是想到四年的朋友们，老师们，说

到离开，真有点舍不得。 

不过生活毕竟还要继续，也祝福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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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胜 

 

人生格言：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

由。——约翰福音八章 32 节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安徽

省阜阳市，曾担任 12 级 2 班心理委员，生活

委员。 

禹林硕果：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三等奖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用于预埋探头的混凝土试件浇筑时塑料管的定位装

置》 

 2015年度国家奖学金 

禹你分享： 

大学，这个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我觉得找准自己的信仰，并为之生活，

做这个年龄自己所该做的事情，而不至于消耗光阴。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岩土方向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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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祎 

 

人生格言：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辽宁

省丹东市，曾担任 12 级 1 班学习委员，12 级

土木班团支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协会组织

宣传部部长，校礼仪队成员。 

禹林硕果：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三等奖 

 2015-2016 年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黄土应力相关土水特征曲线试验

研究》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土力学试验用击实圆筒》 

 软件著作《岩基滑动稳定性安全系数计算软件》 

 南京市优秀节水志愿者 

 江苏海岩专项奖学金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禹你分享： 

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本科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四年前，我伴随着对

大学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求踏入大禹；如今，我将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和对母校

和学院的牵挂继续前行。 

感谢母校和学院给予我优秀的教育资源和学术平台。在大学，我在学习专

业知识的同时，更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四年来，我试图找准自己的定位，并开

始为自己的未来构思更加明确而灿烂的蓝图。 

我开始明白拥有好的心态和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在工作学习之余，我们需

要读书、运动、了解政治历史和时事；需要懂得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控制自己

的情绪；也需要戒骄戒躁，改正自己的懒散和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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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兄弟姐妹们，和你们在一起的快

乐时光是我在大学拥有的最珍贵的财富，希望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海内存

知己，天涯若比邻，在这里祝愿大家心想事成，前程似锦！ 

四年大禹人，一生大禹情。 

毕业去向： 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姓    名： 孟玮 

 

人生格言： 

淡泊明志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一班，来自

山西省洪洞县。 

禹林硕果： 

 12、13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禹你分享： 

多尝试，找到自己的兴趣。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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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蒋俊豪 

 

人生格言： 

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诱惑， 受得了挫折，担得

起责任。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广西柳州市，

曾担任院分团委规划中心主任、 1 班组织委员职务。 

禹林硕果： 

 校级优秀共青团员（2013） 

 河海大学第五届水工创新杯 三等奖 （2013 年 6 月）；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2014 年 12 月） 

 国家级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液体阻尼特性快速预测创训成员 

禹你分享： 

时光如水，匆匆一瞥，多少岁月轻描淡写。然而四年的大学生活确是这

飞速流逝的时光中一个精彩的停顿，一个值得永远回味的定格。感谢那些在大

学陪你一起疯、一起笑、一起哭的人，遇见你们真好。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李春 

 

人生格言： 

未知的远方 存在无尽的期待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苏省徐

州市。  

禹你分享： 

五湖四海相聚一起，又要散于五湖四海。 

希望大家没有长大，不会变老。 

毕业去向： 改专业啦，华政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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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何瑞 

 

人生格言： 

谨记天下己任；勿忘明德至善 

个人简介：  

来自安徽舒城，就读于 12 级大禹土木班，

原 12 级 1 班成员。历任大禹学院新闻中心副主

任、12 级大禹土木班班长、12 级年级大班长、

辅导员助理等职务 

禹林硕果： 

 2015 年度“钱家欢励志奖学金” 

 2014.8 第二届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明星志愿者 

 2014 年度“南通一建”奖学金 

 2015 年度“江苏海岩”奖学金 

 2013、2014、2015 年度、2016 届毕业班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4、2015 年度、2016 届毕业班河海大学社会工作奖学金 

 2014、2015 年度、2016 届毕业班河海大学科技创新奖学金 

 2014 年河海大学艺术体育奖学金 

 2014、2015 年度、2016 届毕业班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 

 2014、2015 年度、2016 届毕业班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2014、2015 年度、2016 届毕业班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2014 年度河海大学优秀团干部 

 2014 年度河海大学优秀志愿者 

 2014.8 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优秀志愿者标兵 

 2015 年度、2016 届毕业班河海大学精神文明奖学金 

 2015 年度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 

 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生 

 2014 年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水道港口》（第 35 卷第六期）发表论文《通

州沙河段西水道航道疏浚尺度选择研究》（第二作者） 

 2015 年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负责人）《陶粒内养护混凝土早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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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应力松弛研究》 

 2015 年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快速测定混凝土抗裂性能的装置”（专

利号：ZL201520304908.1）（第一发明人） 

 2015 年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低温建筑技术》（2015 年第 5 期）发表论文

《圆环法研究配筋对混凝土早期抗裂性能影响》（第二作者） 

 2015 年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混凝土抗裂性能测试装置”（专利号：

ZL201420754837.0）（第二发明人） 

 2014 年河海大学水利学科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

目负责人） 《陶粒内养护混凝土早龄期抗裂性能研究》 

禹你分享： 

本以为四年很慢，没想到竟已匆匆毕业。四年大禹，学到了很多踏踏实实

做人做事的道理，认识了很多情真意切的朋友。 

四年前，怀揣着梦想，懵懵懂懂地踏入了河海的校门，扑向了大禹学院的

怀抱。四年里，作为大禹学院的一员，我们一起为这个年轻学院的建设奉献了

很多，感谢这一路上互相扶持的各位。 

如今毕业时，太多想说的话停留在嘴边。最后还是想用这句话送给 12 级

大禹学院的各位学霸： 

山中猛虎，水中蛟龙； 

大禹学院，卧虎藏龙！ 

毕业去向： 保研至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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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黄天明 

 

人生格言： 

   人是可以快乐地生活的，只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复

杂，选择了叹息!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湖南省长沙市。 

禹林硕果：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预赛二等奖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第十二届高等数学竞赛本科一级二等奖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对我们来说是人生中最风华正茂、最美好、最值得怀念的时光。 

毕业去向： 工作——江苏省能建三公司 

  

 

姓    名： 陈光宇 

 

人生格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安徽省六安市。 

禹林硕果： 

 河海大学毕业班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禹你分享： 

    读书和健身，如果看不进去书，健身锻炼也是一个选择。我能证明减肥是

可以的。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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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妍珺 

 

人生格言： 

我们生活在阴沟里仍有人仰望星空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湖北省武

汉市，曾担任院新闻中心文字编辑部副部。 

禹林硕果：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江苏省 三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 三等奖 

 《 A wave power devic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necting rod’s 

transmission》 第二作者 

 第二届青年奥利匹克运动会 优秀志愿者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液体阻尼特性快速预测研究》

成员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是明确了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必太纠结于当下，

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

了。 

毕业去向： 保研至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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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尹学谦 

 

人生格言： 

Pain of fail and pain of regret，which hurts more? 

个人简介：  

男，1993 年 7 月生，来自云南省昆明市，12

级大禹土木班，曾担任土木班文体委、团支书。 

禹你分享： 

感谢父母、亲人的培养和支持，感谢同学、朋友的鼓励和陪伴。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攻读结构工程硕士 

 

姓    名： 徐波 

 

人生格言：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苏

省南通市，历任 12 级土木班心理委、宣传委

等。 

禹林硕果： 

 2015 年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岩石非贯通裂隙蠕变扩展-贯通与破裂

机理研究》负责人 

 发明专利《一种在类岩石试件中精确制备裂隙的模具》第一发明人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电加热的懒人被子》第一发明人 

禹你分享： 

进入大学以来，常常想着至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正如保尔柯察金所说，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

为而羞耻。 

所以，尽管我并没有一定要去完成的梦想，但我明白只有时时刻刻坚持

着做好每件事、保持求学欲，才不会在未来梦想或是生活突然降临时手足无措。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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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石熙 

 

人生格言：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湖南

省长沙市，喜欢乒乓球、阅读 

禹林硕果： 

 2014-2015 年进步奖学金 

 2014-2015 年精神文明奖学金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有平淡也有激动，有紧张也有松弛。在即将踏出校园，结束自

己十多年读书生涯的这一刻，仍然难以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们真的到了该说再

见的时候了——向这段充满欢笑，充满浪漫，充满豪情壮志，也充满酸涩与淡

淡忧郁的学生时代。虽然即将与相处四年的同窗好友分别，但却无法把自己和

属于花季年龄的回忆全都忘掉，因为在那个美好的年龄，我们已将自己最美好

的青春做了一次交换。含着泪，回头读起身后的脚印，这些脚印离学生时代越

来越远，伸向远方。即使脚窝泥泞，步履蹒跚，但我还是毅然的去追求属于自

己的梦。 

毕业去向： 工作——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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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许世民 

 

人生格言：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

苏省无锡市，曾为院青志大队干事。 

禹林硕果： 

 曾在 2014-2015 学年获得学业进步奖学金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就业创新知识竞赛优胜奖 

禹你分享： 

虽然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但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在大学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中

保持平静的心态，坚定不移去努力，甘于寂寞，保持清静心态不停追求。这就

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毕业去向： 工作——准备考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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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郑泽宇 

 

人生格言： 

细节决定成败。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安

徽省六安市，曾担任院青志大队办公室副

主任。 

禹林硕果： 

 2014 年度省级一般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砂土液化酶化碳酸钙加固技术》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选择好自己想要的生活，明白自己的目标，会是一生的财富。 

毕业去向： 考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孙旭 

 

人生格言：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吉林

省松原市。 

禹你分享： 

千万不要太贪玩，学习的时候就专心学习，玩的时候就要肆无忌惮的去玩，

不要玩中有学，学中有玩，一定要分配好自己学习和娱乐的时间，最后你会达

到学的开心玩的尽兴的终极境界。 

毕业去向： 国家电网吉林电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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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雷崇武 

 

人生格言： 

世界多彩，好好生活。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陕西省榆

林市，曾担任 12 级 1 班生活委员。大禹学院篮球

队主要成员之一。  

禹林硕果： 

 2014 年度省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基于离散数据点的曲面重构及应用》 

 八瓣格桑花全国大型公益项目优秀个人奖 

 河海大学辩题征集大赛优胜奖。 

禹你分享： 

大学四年，时间很快，不要碌碌无为，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锻炼自己，从

各个方面提升自己。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攻读硕士；  

 

姓    名： 戴浩宇 

 

人生格言：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1 班，来自湖

北省天门市，共青团员。曾担任 BBOX 社

团社长。 

禹你分享：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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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陈立 

 

人生格言： 

有志者，事竟成。 

个人简介：  

12 级土木班，原 12 级 2 班，来自江苏省盐城市。 

禹你分享： 

我可爱而又令我收益良深的室友及朋友们永远令我难以忘怀，大学生活

中的欢乐与缺憾亦是如此。 

毕业去向： 工作——中交三航局 

 

姓    名： 王鉴知 

 

人生格言： 

该努力好好努力 

该玩乐好好玩乐 

个人简介：  

12 级水工班，原 12 级 3 班，来自浙江省温州市，

曾担任院青志副部长。 

禹林硕果： 

 2015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陶粒内养护混凝土早龄期应力松弛研

究》 

 实用新型专利若干 

禹你分享： 

本部虽然宿舍小点，破点；澡堂差点，小点；硬件缺点，少点；学校小点，

偏点，但是这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这里有高大的梧桐，有需要的实验室，有

良好的氛围，有优秀的老师，有和善的同学。 

毕业去向： 工作——宁波围海股份，浙江宏力阳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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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芝纶工程

力学班 

 

一、 班级概况 

2012 级工程力学（徐芝纶班）（以下简称力学大禹班）现共有 23

人（包括在法国留学三人），其中保研人数为 17+2（法国留学两人），

班级保研率为 82.6%（包括留法两人），保研人数中五人为直博生均

为上海交大、浙大、同济、北理工等“985”高校，六人留在母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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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一人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飞行器设计”硕士学

位，其余七人均到国内其他“985”高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其它四

人中有一人去国外留学。 

二、 班级风气 

力学大禹班是一个团结友爱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大家庭。每天班级

群里都是洋溢着喜悦的氛围，当其他班级的“班级研讨会”在讨论一

些学科相关或者学习某些软件时，力学大禹班的同学们却在几次学习

软件的“班级研讨会”的中间穿插有关各地方言、小吃的研讨会。大

一秋季运动会时，熊飞宇同学因事故而左手骨折需住院治疗，力学大

禹班的同学每天都会派两三个人带着宿舍阿姨煮好的排骨去医院探

望，并且将当天学习的课程详细讲解。 

1、 爱心义卖 

力学大禹班也热心于公益事业。大一时的“爱心义卖”那天，大

家都没吃午饭，在教学区六食堂门口闻着食堂的饭香而这肚子进行义

卖，义卖结束后，大家虽然很饿很累，但是大家都很开心。最终将“爱

心义卖”筹得的善款捐给了一名患有白血病的学长，虽然钱不多，但

也是我们的一份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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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访盲人学校 

大一下学期，力学大禹班探访南京盲人学校。那天下起了雨，也

辗转很多次才到达了南京盲人学校，原本充满激情的想带着孩子们玩，

但是他们却冷漠不愿交流，我们不得不耐心开导、交流。为孩子们送

去我们的温暖与祝福，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感知他们的梦想，鼓励他们

乐观坚强、积极努力地追寻自己的理想。而这，正是我们所有人的中

国梦——敞开心扉，感受阳光，梦载华夏，让爱起航！传递爱，传递

希望，感受爱，感受阳光！ 

 
 

三、 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力学大禹班，一个

团结友爱充满活力满怀爱心的温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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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徐彬彬 

 

人生格言： 

学海无涯苦作舟 

个人简介：  

大禹学院 12 级力学班，浙江建德人，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国家奖学金。 

禹林拾萃： 

 2014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4-2015 年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负责人，并获得优秀 

 2015 年 国家奖学金，周培源力学竞赛江苏省一等奖 

大禹印象： 

脚踏实地，刻苦努力；不骄不馁，勇往直前。 

毕业去向： 
保研至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工程力学系攻读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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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孙星 

 

人生格言： 

Nothing worthwhile is easy. 

个人简介：  

12级工程力学徐芝纶班，江苏

泰兴人，曾担任团支书、党支书、

心理委员。 

禹林拾萃：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共青团员，党支

部书记。 

 科普杯知识竞赛一等奖 

 全国环保创意大赛南京赛区三等奖 

 优秀调研报告二等奖 

 水工创新杯三等奖 

 担任过各类创新训练项目负责人及成员，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4 篇，专利 1

项。 

 2014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社团课程化管理研究——以南

京高校为例》项目负责人； 

 校级创新训练计划《河海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项目成员； 

 院级创新训练计划《交通流理论模型比较研究及其在南京道路交通中的应

用》项目负责人。 

大禹印象：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母校这四年教导给我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就是心态，一种懂得付出、学会感恩、敢于奉献、勇于追求的心态。还是那句

话，没有任何一件值得的事情是简单的，通过不断磨砺，渐渐培养自己的判断

力，并不断总结反思，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有利。最后，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

德修，体健，然后学术矣。 

毕业去向：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飞行器设计与推进技术研究所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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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雷 霆 

 

人生格言： 

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 

个人简介：  

大禹学院 12 级力学班，河北省张家口

人，现担任 12 级力学班生活委员。 

禹林拾萃： 

 2013-2014 年度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称号 

 2014 年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C 类二等奖 

 2014 年获得“徐芝纶力学专业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 

 201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混凝土三轴受压表面变形测量装置的

研制》 

大禹印象： 

青春无悔，大学无憾；大禹四年，千姿百态 

毕业去向： 
保研至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工程力学系

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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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渠嘉星 

 

人生格言：  

日拱一卒 功不唐捐 

个人简介：  

来自大禹学院徐芝纶班，曾担任校青协

副主席、大禹青协主席、班级团支书等。 

禹林拾萃： 

 2015 年度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 

 河海大学“河韵风华感动河海”十佳学生志愿服务类提名奖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 

大禹印象： 

“大禹学院，卧虎藏龙”名不虚传，在大禹学院体会到了真正的学霸风采，

高颜值学霸，土豪学霸，艺术家学霸等等。在这里优秀的人却更加努力，被大

家的毅力与对梦想的坚持所感动、所折服。在这里你会不停的感到压力与自己

的渺小，但又会振作精神迎头赶上。谢谢各位同学给彼此的成长，谢谢亲爱的

力学大禹班。 

毕业去向： 上海交通大学 

 

姓    名： 王合奕 

 

人生格言： 

在我们得到面包和奶酪的同时不要忘了

诗和远方。 

个人简介：  

大禹学院 12 级力学专业，湖北黄冈人，中

共党员。曾担任 12 级 4 班团支书。  

禹林拾萃： 

 sci 论文《Collapse criteria for high temperature ceramic lattice truss materials》，

第三作者。 

毕业去向：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与力学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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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婧宇 

 

人生格言： 

无需量力,只管前行 

个人简介：  

12 级力学班，来自福建省福州市，曾担

任 12 级年级学习委员，院分团委副书记等职

务。 

禹林拾萃： 

 2012-2013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 

 2013-2014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2014-2015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 

 2015-2016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2013 年度河海大学优秀团干部 

 2014 年度河海大学优秀团员 

 2014 年在期刊《思想评论》(2015 第 1 期)上发表论文《从当代大学生的迷

茫说开去》（第一作者） 

 2015 年在期刊《力学季刊》(第 36 卷第 3 期)上发表论文《三维 DIC 在铸

铁拉伸试验中的应变测量精度研究》（第一作者） 

 2015 年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负责人）《混凝土三轴受压表面变

形测量装置的研制》 

 2014 年河海大学第六届 A4 纸杯结构设计大赛优胜奖 

 2014 年第三届力学文化创意大赛优秀奖 

 校级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 

 第 48 届河海大学田径运动会 60*16 穿梭接力第二名、4*100 接力第三名 

 第 49 届河海大学田径运动会跳远第五名、60*16 穿梭接力第三名、8*200

接力第三名、协力共进第七名、4*100 第六名 

大禹印象： 

你们是我的骄傲，就这样。 

“禹”你同行，好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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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 拟出国 

 

 

姓    名： 王 峰 

 

人生格言： 

天道酬勤 

个人简介：  

12级大禹力学班，江苏淮安人，曾任力学班学委。 

大禹印象： 

大禹学院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既有压力，又有动力。

这四年来，身边有和蔼可亲的师长，互相帮助的同学陪我走过一路风风雨雨，

感觉青春不负。 

毕业去向： 保研至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攻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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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 晨 

 

人生格言： 

You are the one you choose to be！ 

个人简介：  

大禹学院 12 级力学班，来自天津市，曾

担任 12 级力学班班长、生活委员。 

禹林拾萃： 

 2013-2014 年度河海大学“学生标兵”称号 

 通过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2014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波形钢板管桩的承载性能研究》 

 河海大学第十四届科普知识竞赛二等奖 

 2015-2016 年度河海大学毕业班“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2015-2016 年度河海大学毕业班“优秀学生”称号 

大禹印象： 

百年河海，禹我同行！大禹学院这个大家庭，充满青春活力，时刻保持奋

发拼搏、勇为人先的进取精神。我很荣幸能和大家共同走过这四年时光。也衷

心祝愿大禹学院能人才辈出，再创辉煌！ 

毕业去向： 保研至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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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马广朋 

 

人生格言： 

天生我材必有用 

个人简介：  

    12 级大禹学院力学班，来自安徽省蚌埠市，

曾担任校团委科技部常务副部长、负责人；校学生

科协创新部部长等职务。 

禹林拾萃： 

 两次获得河海大学“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数次获得河海大学校学生科协“先进工作个人”称号 

 获得南京青奥会“优秀志愿者”称号 

 获得南京青奥会“明星志愿者”称号 

 河海大学第十四届“科普杯”知识竞赛一等奖 

 获得“学业优秀”、“学业进步”奖学金 

大禹印象： 

四年时间转瞬即逝，不忘初心方能始终 

毕业去向： 保研至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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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邱鹏 

 

人生格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达则兼济天下，穷

则独善其身 

个人简介：  

12 级工程力学（徐芝纶班），来自山东省

高密市。 

禹林拾萃： 

 2014 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波形钢管板桩的承载性能研究》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波形钢管板桩的承载性能研究》 

 《江苏省第四届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科知识竞赛优秀奖》 

大禹印象： 

四年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当年只身一人来到河海的乡下的小子，现在

已经是掰着指头数离开河海时间的大四学长。从无知到懵懂再到现在的幡然醒

悟，在大禹的四年，让我懂得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

从大一一年一年的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够快些毕业，到现在一天一天的掐算着，

希望能够让时间慢些，大学的时光总是难以割舍。 

现在的离开，是为了更好的怀念，而不是为了离别时的感伤。即便自古多

是伤别离，但在大河海、在大禹、在大四班的日子，是最愉快，是最难忘，是

最疯狂的。 

最后用曾经写过的一首小诗，希望所有人在迷茫与逆境之中不要失去一颗

向上的心，梦想就在远方！ 

登山 

曾去高山临绝壁， 

笑面劲风也恣意。 

平地出云跃朝阳， 

敢与诸峰比高低！ 

毕业去向： 保研至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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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章文瀚 

 

人生格言： 

忙碌才是对安分的快乐 

个人简介：  

12 级力学班，来自天津，曾担任蓝藻

街舞社社长。 

禹林拾萃： 

 大禹杯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 

 大禹杯羽毛球男子双打冠军 

 2012 河海大学舞蹈大赛季军 

 2013 河海大学舞蹈大赛亚军 

 2014 河海大学舞蹈大赛季军 

 2014 青奥啦啦操校园行舞蹈表演优秀奖 

 2014 青奥会参演嘉宾 

 2015 河海体育文化节优秀个人 

 2015 伊顿珍妮杯南京市高校街舞联赛最佳团队 

 2015 江苏综艺炫舞青春栏目比赛团队 

大禹印象： 

大禹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同时也是河海集结了众多精英的地方，身边的

每个朋友都很优秀，在这样的优秀环境里也希望自己能向大家一样努力，能力

更强，做得更好。也结识了很多的好兄弟，四年了，满满的回忆和收获，舍不

得离开。 

毕业去向： 英国卡迪夫大学留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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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魏武雷 

 

人生格言：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个人简介：  

大禹学院 12 级力学徐芝纶班，河南洛阳

人。 

禹林拾萃： 

 2015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大禹印象： 

    时光匆匆，大学四年转瞬即逝，感谢力学班小伙伴们的陪伴与照顾，也感

谢大禹院老师们的关心与帮助，感谢大禹学院给了我展示自己的平台，和周围

众多优秀的人在一起学习，自己也变得优秀了许多。坚定自己的目标不放弃，

不断努力下去，梦想定会实现。 

毕业去向： 保研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攻读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士 

 

姓    名： 熊飞宇 

 

人生格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个人简介：  

12 级力学班，原 12 级 4 班，来自江西省

吉安市，曾担任 12 级 4 班生活委员。 

大禹印象： 

学好力学，走遍天下都不怕。 

毕业去向： 保研至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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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嘉琛 

 

人生格言： 

业精于勤 

个人简介：  

12 级力学班，曾担任大禹学院辅导员助理。 

禹林拾萃： 

 第十一届白俄罗斯国际力学竞赛个人赛三等奖 

 第十一届白俄罗斯国际力学竞赛团体赛三等奖 

 第十届周培源全国力学竞赛三等奖 

 第九届江苏省力学竞赛一等奖 

大禹印象： 

不要用懒惰解释你的繁忙。 

毕业去向： 保研至北京理工大学先进结构技术研究院攻读博士 

 

姓    名： 王健 

 

人生格言：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个人简介：  

12 级工程力学徐芝纶班，来自湖北省襄阳

市，曾担任 12 级徐芝纶班班长、学委，大禹院分

团委组织部副部长。 

大禹印象： 

感谢大家四年的陪伴，希望我们都有一个理想的未来。 

毕业去向： 工作——中交三航局宁波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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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周向宇 

 

人生格言： 

笑对人生 

个人简介：  

大禹学院 2012 级工程力学专业，湖南

岳阳人，共青团员。 

禹林拾萃： 

 河海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调研报告二等奖 

 河海大学第十四届“科普杯”知识竞赛三等奖 

大禹印象： 

大禹学院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四年的时间中，我认识了诸多良师益友，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不负大禹的栽培之恩，与大禹学院共同进步，也祝愿大

禹学院越办越好。 

毕业去向：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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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黄锦峰 

 

人生格言：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个人简介：  

12 级力学班，原 12 级 4 班，来自福

建省泉州市，曾担任 12 级力学班组织委

员，院学生会文艺部副部长等职务。 

禹林拾萃： 

 第二十五届“标新立异”二等奖 

 第十四届“科普杯”知识竞赛三等奖 

 2014 南京青奥会“优秀志愿者” “明星志愿者” 

大禹印象： 

时光匆匆，转眼间四年过去了，离别之际，希望各位大禹的水之子们能成

为山中猛虎，水中蛟龙，更重要的是过上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攻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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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施添添 

 

人生格言： 

生活总在不经意间泼你满脸的狗血，没关

系，我还是会还你一个血色狰狞的笑。 

个人简介：  

12 级力学班，来自浙江省余姚市，曾担任

12 级力学班组织委员。 

禹林拾萃： 

 2012 年在宁高校荣誉学院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 

 核心期刊论文《波形钢板管桩承载性能研究》第二作者 

大禹印象： 

河海大禹院好，河海力学好，使我四年来获益良多！ 

毕业去向： 保研河海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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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曲艺 

 

人生格言：  

逻辑可以把你从 A 点带到 B 点，但想

象力可以让你到达任何地方。 

个人简介：  

12 级大禹徐芝纶班，来自辽宁省大连

市，曾担任 12 级徐芝纶班第一任班长。 

禹林拾萃： 

 第二届南京大学志新杯中国商业模式创新大赛二等奖。 

 2014 年注册南京错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今年 5 月天使轮获投 200w，目

前市值 2000w，投资方为重庆征晟创投。 

大禹印象：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人生的开始，不同的学校决定你人生起步的高度。大

学四年，收获很多，是因为大禹学院的政策才能让自己随心而行，跟着自己的

想法走并做出成绩才算是对青春的不辜负，再次感谢大禹院各位领导以及任课

老师对于我的肯定以及支持。四年大禹院，一生大禹人。 

毕业去向：  保研至河海大学流体力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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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周傲 

 

人生格言： 

生活就像过山车，有高峰，也有低谷，

这意味着，无论眼下是好是坏，都只是暂

时的。 

个人简介：  

   12 级力学班，原 12 级 4 班，来自辽宁

省葫芦岛市，共产党员，12 级力学班学委，

曾任大禹学院学生会办公室副主任。 

禹林拾萃： 

 2014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涉河桥梁墩柱形态调查及其对水体流动影

响研究》 

 2015年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桥梁加固及其优化设计研究与应用》 

 2014年南京青奥会优秀志愿者 

大禹印象： 

大学的四年生活很短暂，大禹学院培养了我们，也给了我们太多东西，四

年的大学是我人生中的特别美好的回忆，迈步向前时不会忘记回首凝望曾经的

岁月。 

毕业去向： 保研至大连理工大学运载与工程学部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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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山中猛虎，水中蛟龙；大禹学院，卧虎藏龙”，伴随着响亮的

口号，大禹学院 2012 级全体成员毕业了。作为大禹学院第 4 届毕业

生，2012 级大禹学院全体成员通过集体努力，为学校，为学院取得了

大量的荣誉成果，这也是我们编纂本集锦册的原因所在。除此以外，

我们还希望后面各届的学弟学妹们能够在 16 届各位优秀的学长学姐

身上得到激励，继续朝着“致高、致用、致远；大禹、大才、大任”的

目标继续前行，为学院，为学校，乃至日后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为民

族，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集锦册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大禹学院党委书记李冠华的大量

指导，12 级辅导员薛璟老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12 级各

毕业班班长给予了大量的配合，使得我们的材料能够快速的收集、整

理。在此，向以上各位表达衷心的感谢！ 

再次祝福大禹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前程似锦，祝大禹学院的未来

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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