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文 

              ————写在大禹学院首届学生毕业之前 

2013年 6 月 21日，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日子，是大禹学院首届

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这种心情就像一个父亲在自己女儿结婚

典礼上的心情。浓浓的喜悦，孩子长大了、要飞了。淡淡的忧伤，离

别了、见面的机会少了。 

人老了，总喜欢回忆些往事。3 年前，我在校长的带领下，到大

禹学院任职，在校长面前我说过这样的话，希望这里是我职业生涯中

的最后一个岗位。孟子有句话：“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

有那么多优秀的学生在身边，我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希望能为大禹的孩子们创造优良的环境。就这样，我们出台

2012 版培养方案；形成新的大禹学院管理模式；组建精干的学生工

作队伍；希望大禹学院学生优良的学风在学校中能起到榜样性的作

用。为了这些，我们就像父母亲为儿女成长而忙碌一样，无怨无悔。 

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到伤害这是每个父母的天性，东北人称之为

护犊子。我们也总希望大禹的孩子每一个都能朝着理想的目标成长；

总想给他们更多的庇护，但还是常常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委屈了个别

孩子。俗话说，拖鼻涕的孩子自家的好。那我们的学生是否优秀，还

是让别人去评价吧。 

飞吧，小鸟。远行吧，孩子。当你困了、倦了，想歇歇了，大禹

学院永远是你的家！ 

                     ——河海大学大禹学院党委书记 

 

 



 

此集锦册中收录的奖项包含大禹学院 2013 届毕业生在校期间获

得的校级或校级以上科研、竞赛获奖以及各类专业论文和国家专利等

科研成果。编纂《大禹殿堂》不仅是为了记录大禹学院第一届毕业生

本科阶段取得的各类荣誉，更是为了激励学弟学妹们朝着“致用、致

高、致远”的目标去发展。 

在本册的编纂过程中，大禹学院党委书记李冠华给予了大量的指

导，09 级辅导员张超老师给予了我们全面的配合，09 级各班班长帮

助我们更快地收集资料，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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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学院 2013 届毕业生花名册(126 人) 

水       

文      

专      

业 

陈芸芸 邱丽颖 徐华亭 徐敏 蒋晓蕾 朱丽丽 余胜男 

袁莹 徐秀丽 汪苗 胡丹 沈优 张良艳 周萌 

吴丹文 周敏敏 管静 孙冲 江雨田 姜凌峰 焦力 

李博通 钟栗 陈晖 赵崇旭 蒋迅 张焱 刘忱潇  

李源 李禹君 李朋  曼     二曼 妈妈  二曼  

水       

工      

专      

业 

朱沙珊 孙志凌 李路明 王婷 李凯英 毛佳 谭箐 

王嫔 吉康 江汇 陈姣姣 林璧辉 刘欣欣 熊瑶 

张伟 冯逸君 戴梦玲 袁敏洁 赵英华 漆江 聂智蓓 

蔡小莹 彭俊华 杨旭 邱雪寒 徐宽 周廷璋 鲁洋 

粱嘉斌 郑峥 范振东 张凯 蒋明 郑士鹏 二曼  

港      

航             

专      

业 

李瑜 黄丽蓉 何祥瑞 孙可 谢婕 李江夏 乔海艳 

于立婷 常曼 丁雪霖 席欢 刘博雅 段坤 王乔 

张兵 闫笑铭 童麒 翟法 段士可 唐晖 储锡君 

金飞  鄂俣锟 陶海强 沈冬 刘韬 孙朴 邓星宇 

李诚 董伟良 余豪丰 胡玉植  徐阳 田万青 滕一宁 

土       

木      

专      

业 

李颖超 彭程程 于牧萍 毕靖 宋秋璐 李坤坤 柏宁 

励彦德 王安冬 吴克雄 樊扬 周后川 杨超舟 梁智 

赵文博 彭怀风 龚傲龙 徐大雷 赵晨 石少雄 胡晓阳 

袁扣峰 袁中 唐仕勤 郭万里 凤良 二曼  妈妈  

注：大禹学院 2013 届毕业生共计 126 人，此集锦册中共计收录 60人。 



 

 

大禹学院 2013 届毕业生奖项统计 

水文班： 

国家级、部级奖学金：     2项 

国家专利：               3项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     4项 

省级竞赛获奖：           2项 

省级创新训练项目：       1项 

省级以下竞赛获奖：       6项 

省级以下创新训练项目：   2项 

论文：                   5篇 

 

水工班： 

国家级、部级奖学金：      12项 

国家级竞赛获奖：          14项 

国家专利：                 6项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       6项 

省级竞赛获奖：            17项 

省级创新训练项目：         1项 

省级以下竞赛获奖：        15项 

省级以下创新训练项目：     3项 

论文：                    11篇 

港航班： 

国家级、部级奖学金：     3项 

国家级竞赛获奖：         7项 

国家专利：              13项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     3项 

省级竞赛获奖：           9项 

省级以下竞赛获奖：      10项 

省级以下创新训练项目：   4项 

论文：                  10篇 

土木班： 

国家级、部级奖学金：       1项 

国家级竞赛获奖：           4项 

国家专利：                 7项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       2项 

省级竞赛获奖：             5项 

省级以下竞赛获奖：         3项 

省级以下创新训练项目：     2项  

论文：                     2篇 



 

 

总计：大禹学院 2013 届毕业生共获得国家级、部级奖学金 18 项，国家级竞赛

获奖 25 项，国家专利 29 项，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 15 项，省级竞赛获奖 33 项，

省级以下竞赛获奖 34 项，省级以下创新训练项目 11 项，论文 2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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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徐华亭                               

人生格言：平凡的心发现不平凡的人生。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江苏盐城人。目前担任大禹学

院水文专业第一党支部书记，曾担任大禹学院 09 级本科

学生第一党支部书记、大禹学院新闻中心主编及编辑部部

长。有较强领导能力。 

 

 

 

已获奖项： 

•获国家奖学金 

•获首届刘光文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2012-2013 年河海大学创新训练计划《基于模拟土壤含水量干旱指数的研究》院级

团队负责人 

•获校“优秀共青团员”、“创先争优活动”学生党员先锋岗、“优秀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优秀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文专业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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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蒋晓蕾                            

人生格言：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天津人。目前为 09 级水

文班团支书，土木专业第二学生党支部书记；曾任院

学生科协副主席。 

 

 

已获奖项： 

• “新型分时段雨样雨量器”为国家级创新训

练项目  

 •江苏省水文化第三名 

 •河海大学“桥夺天工”第三名；“登峰造塔”第三名 

 •获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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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文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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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萌 

人生格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陕西人。曾任校社团联合会社团服务

部副部长，院青年志愿者大队策划部部长，院青年志愿者大队队

长。 

 

已获奖项： 

•第二届校青年知识竞赛，第七届南京高校无线电寻宝大赛三等奖 

•校级科技创新：电动车安全装置的研究 

•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文专业学术型硕士  

 

 

姓名：陈芸芸             

人生格言：一切皆有可能。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江苏淮安人。曾

担任大禹院学生会外联部副部长。 

 

 

已获奖项： 

     •论文：水电站日调节对河流生境条件影响的生态水文评价方法研究 

 

毕业去向：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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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姜凌峰                     

人生格言：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湖北宜昌人。现任大禹 1

班班长和辅导员助理。大学期间，在学习之余积极参

与科技创新项目，并获得若干奖项。 

 

 

已获奖项： 

•2012-2013 年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新型雨

量雨样器”课题负责人 

•2012 年江苏省“水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三

等奖 

•2010 年河海大学“水工杯”大赛三等奖 

•多次荣获校“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城市水务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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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朋                           

人生格言：与其诅咒黑暗， 

不如点亮蜡烛。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河南社旗

人，中共党员。 

 

已获奖项： 

•2010.09-2011.02：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第二申请人 

•2012.04-2012.11：实用新型国家专利（ZL201220176517.2）第一申请人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城市水务专业学术型硕士  

 

 

姓名：李博通                           

人生格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个人简介： 

    09级 1 班，水文专业。陕西岐山人，中共党员。 

已获奖项： 

•校科技节三等奖  

•实用新型专利（ZL201220176517.2）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利工程（水文方向）专业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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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崇旭                                  

人生格言：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郑州人。曾担任辅导员

助理、大禹学院新闻中心主任、大禹学院青年志愿

者大队大队长、河海大学青年志愿者总队副队长、

在宁高校志愿者联席会主席。现任南京青年公益事

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南京青奥会首批策划类志

愿者、河海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已获奖项： 

•国家级科技创新：省级创新训练计划团队成员 

•国家专利：获得实用新型国家专利（第一设计者） 

•论文：在核心期刊《人民黄河》上发表论文（第二作者） 

•省级创新训练计划团队成员 

•校级优秀团干部，河海大学志愿之星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第一届支教团计划，河海大学水文

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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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禹君 

人生格言：宽容他人就是包容自己。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河海大学大禹学院辩论队成员。 

已获奖项： 

 •《中国科技博览》上发表论文《乡镇农业水利工程

护及对策分析》，第一作者 

 •《山西建筑》上发表论文《混凝土类材料损伤声发

射信号滤噪研究》，第二作者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硕士 

 

 

姓名：周敏敏                      

人生格言：当你只有一个目标时，整个世界

都会给 你让路。 

 

个人简介： 

09级 1 班，水文专业。江苏启东人。曾任河海大学大禹

学院青年志愿者大队副大队长，大禹学院学生会实践部副部

长，河海大学图书馆读者协会文化中心助理。 

已获奖项： 

•第六届河海大学无线电寻宝大赛优胜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文专业学术型硕士 



大禹学院 2013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 8 -- 

姓名：邱丽颖                     

人生格言：坚持就是胜利。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辽宁凌源人。现为

班级文艺委员，多次举办班级晚会。曾任院学生

会文艺部副部，院辩论队队员，校体育部干事，

咖啡店妹抖。 

 

已获奖项： 

•论文：《水电站日调节对下游生境的影响》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硕士 

 

 

姓名：张焱                             

人生格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文专业。江苏大丰人，中共党员。 

 

 

已获奖项： 

      •河海大学结构创意大赛二等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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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江汇                             

人生格言：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

然，争其必然。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江苏人。曾担任院学生会

实践部副部长、班级学习委员，河海大学广播站成员。

独立而不孤僻，平和却不消极，喜欢阳光、喜欢微笑。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已获奖项：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 

•第八届周培源杯全国力学竞赛三等奖 

•第二届全国十佳未来水利之星 

•Google“益暖中华”公益创意大赛决赛入围奖 

•国家奖学金、潘家铮水电奖学金、宝钢优秀学生奖、

茅以升工程教育奖 

•实用新型专利“手机定位式生命探测装置”（专利

号 201020645788.9） 

•论文“基于手机探测定位救灾系统的设计研究”发

表于《电子设计工程》（第一作者） 

•论文“火场救灾装置的设计”发表于《中国仪器仪表》（第二作者） 

•创新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手机定位式生命探测装置》 

•江苏省第十届高等数学竞赛一等奖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木渎杯”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特等奖 

•江苏省三好学生、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河海大学“精神文明先进个人” 

•2013 年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生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清华大学   

http://211.157.104.87:8080/sipo/zljs/hyjs-yx-new.jsp?recid=CN201020645788.9&leixin=syxx&title=�ֻ���λʽ����̽��װ��&ipc=H04W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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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婷                          

人生格言：选择之前，选自己

所爱；选择之后，爱自己所选。 

个人简介： 

    09级 2 班，水工专业。江苏南京人。

曾担任院新闻中心副主任，现担任班级组

织委员，校广播站播音员。担任院新闻中

心副主任期间，组织出版了好几期院报，

并协调院五大组织开展活动。 

已获奖项：                          

•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爆炸冲击作

用下结构的动力响应分析” 

•2011~2012 年度国家奖学金 

•2011 年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多

功能箱式取暖器》 

•2011 年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新式节能型多功能球拍》 

•《ANovel RNA Genetic Algorithm for 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th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Multiple Solutions》刊登在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CMSE2011)》 

•《A Novel RNA Genetic Algorithm for the Application with Boundary-layer Problems of the 

Fluid Mechanics》刊登在国际期刊 

•江苏省第八届“滨江杯”大学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特等奖                                   

•河海大学首届“登峰造塔”水塔设计大赛二等奖 

•2011 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校优秀奖 

•2011 年河海大学第四届“水工创新杯”三等奖 

•荣获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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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漆江                             

人生格言：机会来临时，我已经准备好了。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江西宜春人。目前为大禹水

工二班学委，曾任大禹水工班团支书，大禹学院学生会外

联部副部长。 

 

 

已获奖项：                      

•2010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2011 年国家奖学金  

•2010 年河海大学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地震救援土拨鼠微型挖掘机》 

•2011 年河海大学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力学趣味实验设计》 

•多次荣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工结构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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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鲁洋                     

人生格言：青年，当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

教般的 信仰，并投之于所爱好的事业。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江苏六合人。本科期间，曾在

河海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秘书处工作；曾任大禹学院

学生科协科技创部部长，院科协副主席，水工班学习委员

等职务。 

 

已获奖项： 

•2009—2010 学年度国家奖学金； 

•2012—2013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专利：一种多功能水力发电尾水再利用系统（ZL 201220296645.0） 

•2010 年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第十届高等数学竞赛本科一级组三等奖； 

•2011 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江苏赛区三等奖。 

•2012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水车（群）式低水头微型水力发电系统的探

究与设计》。 

•南京市首届外观设计专利与创意设计大赛优秀奖； 

•河海大学第四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三等奖； 

•河海大学第六届力学创新思维“青奥会体育场馆结构造型”大赛优秀设计奖。 

•2010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探究挖入式港口口门淤泥淤积的解决办法》； 

•2011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寒地粘土心墙坝混凝土护坡受冻破坏分析》。 

•多次荣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工结构专业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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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毛佳 

格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江苏泰州人。曾任

院科协办公室主任，院学生科协秘书长。 

 

已获奖项： 

•2009-2019 学年度国家奖学金 

•2011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工结构专业直博生 

 

 

 

姓名：杨旭                           

人生格言：学习要加，骄傲要

减，机会要乘，懒惰要除。 

个人简介： 

     09 级 1 班，水工专业。浙江人。曾任

大禹学院分团委财务处组长。 

已获奖项： 

•论文：水库泥沙调度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专业学术型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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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范振东                         

人生格言：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

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

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福建三明人。曾任校公寓自

管会外联部干事、院文艺部副部长，现为水工班班长。

曾参加 “益暖中华”谷歌杯第四届中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并入围决赛。 

 

已获奖项：                              

•论文：在《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发表论文“基

于 solidworks 的一种新式水沙分离器样机的研

制”（第三作者） 

•“情侣 U 盘”、“骰子插座”获南京市首届外观

设计专利与创意设计大赛“优胜奖” 

•河海大学“红色经典·中华颂”第二名 

•河海大学科技文化节“登峰造塔”比赛二等奖 

•河海大学第十四届“钱家欢岩土工程奖学金” 

•获校“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学生”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工结构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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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英华                     

人生格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河南周口人。 

 

 

已获奖项：                        

•“第八届周培源力学竞赛”优秀奖 

•2012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自发光波光泉装置”项目 

•自发光波光泉装置（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0 2 0645811.4，第一申请人） 

•机动车紧急刹车智能系统（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2 2 0176517.2，第二申请

人）   

•“木渎杯”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二等奖 

•校力学创新思维大赛优秀参赛奖 

•校结构创意大赛最佳外观奖 

•获“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

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工结构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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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璧辉                  

人生格言：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

想。 

个人简历：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浙江绍兴人。大二学年任校大学

生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一职，组织了校美食节与跳蚤市场等

活动，深受学生欢迎。 

已获奖项：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中荣获 二等奖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第十届高等数学竞赛本科一年级组二等奖 

•《高速碰撞下物体变形与侵彻的研究分析》在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江苏省选拔赛荣获 特等奖 

•“爆炸冲击作用下结构的动力响应分析”作品荣获“滨江”杯江苏省高校第八届大学

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 特等奖 

•《锥头弹弹尖角度对侵彻效果影响的数值分析》发表在《四川兵工学报》 第四作者 

•第二十二届校园科技节第七届南京高校无线电寻宝大赛三等奖 

•第二十二届校园科技节首届“登峰造塔”水塔设计大赛“美轮美奂”组二等奖 

•《高速碰撞下物体变形与侵彻的研究分析》在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河海大学校内选拔赛荣获一等奖 

•获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就业单位: 上虞市水土保持监督站（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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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姣姣                  

人生格言：有付出才会有收

获。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山东东营人。

曾任班级学习委员、班团支书，明基医

院志愿。 

已获奖项：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二等奖  

•2011 年国家级大学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爆炸冲击作用下结构的动力响应分析》 

•获潘家铮水电奖学金 

•2010 年江苏省非理科高等数学竞赛三等奖 

•2010 年校园科技节获无线电寻宝大赛三等奖 

•校桥夺天工桥梁设计大赛三等奖 

•校登峰造塔大赛二等奖 

•获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工结构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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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谭箐                   

人生格言：做什么都不要后悔。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江西人。曾担任过班级

学习委员。 

 

已获奖项： 

•第八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优秀奖 

•核心期刊《现代电子技术》中《测量船质量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第三作者 

•核心期刊《现代电子技术》中《实验室内部网络终端安全管理》第二作者 

•非核心期刊《科技风》中《植树造林对本段流域及三角洲演变不利影响的分析》第

二作者 

•核心期刊《飞行器测控学报》中《船载测控系统遥控小环误码分析与解决方案》第

三作者 

•“木渎杯”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本科）个人一等奖  

•第六届河海大学力学创新思维大赛参赛奖 

•校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探究挖入式港口口门淤泥淤积的解决办法》项目负责人 

•获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力学专业学术型硕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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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蔡小莹 

人生格言：静水流深。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校优秀共青团

员，入党积极分子。河南潢州人。 

 

已获奖项： 

•第八届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三等奖 

•第七届木渎杯江苏省力学竞赛个人特等奖 

考研方向：清华大学水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姓名：张伟 

人生格言：平平淡淡才是真。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班。江苏盐城人，曾担任班级心

理委员和生活委员。 

 

 

已获奖项： 

•江苏省第十届高等数学竞赛一等奖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江苏赛区二等奖 

•校级科技创新：“挖入式港池口门淤积解决方案研究” 

•河海大学 2011 年度“读书之星”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工结构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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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戴梦玲 

格言：追求有目标的生活。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水工专业。湖南澧县人。任班级

生活委员。 

 

已获奖项： 

•国家励志奖学金 

•全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三等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建管专业学术型硕士 

 

 

 

姓名：朱莎珊 

格言：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湖南郴州人。 

 

已获奖项： 

•第八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优秀奖 

•“木渎杯”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本科）个人二等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利工程（水工方向）专业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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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凯 

格言：天道酬勤。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江苏南京人。 

 

已获奖项： 

•江苏省高等数学竞赛一等奖 

•大二获得江苏省力学竞赛省级一等奖（全国三等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利工程（水工方向）专业型硕士 

 

 

 

 

姓名：熊瑶 

格言：要成为你自己存在的主宰，

而不是被问题或事件折磨的无助的

奴隶。  

个人简介：09 级 2 班，水工专业，湖北武

汉人，曾任大禹学院辩论队队长。 

已获奖项： 

·论文：《碳化作用下固化氯离子失稳特性研究》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灾害与水安全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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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孙志凌 

格言：大音希声。 

个人简介： 

  09 级 2 班，水工专业，安徽人。 

已获奖项： 

•论文 1D and 2D Coupled Numerical Model for Flood 

Control in Middle Reach of Huaihe River，期刊《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第二作者 

•论文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Flood Control Risk Rate for Dykes and Dams in Middle 

Reach of Huaihe River， 待发表，第二作者 

 

     

 

读研方向：卡内基梅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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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于立婷                       

人生格言：不是我有我所爱，而是我

爱我所有。 

个人简介： 

    09 级 3班，港航专业。黑龙江人。曾任河海

大学大禹学院新闻中心采访报道部副部长，大禹

学院科协科技创新部副部长。南京市博物馆志愿

导游，2013年亚青会志愿者。 

已获奖项：                             

•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 一等奖； 

•益暖中华谷歌杯第四届中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决赛入围奖 

•张光斗科技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学金； 

•国家专利：ZL 2011.2.0212225.5，发明人排序:2 

•国家专利：ZL 2011.2.0221477.4, 发明人排序:1 

•国家专利：ZL 2011.2.0404050.8, 发明人排序:3 

•国家专利：ZL 2011.2.040153.3 , 发明人排序:2 

•国家专利：ZL 2012.2.0289054.0, 发明人排序:1 

•论文：《几种水质现场快速检测法的比较及优化研

究》（中文核心，第一作者，） 

•河海大学第四届水工创新杯竞赛 二等奖 

•第七届电气创新杯设计制作竞赛 三等奖 

•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校级重点项目  负责人 

•获校“优秀学生”、“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2013 年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生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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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瑜                      

人生格言：做自己喜欢

的，仅此而已。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西

上饶人。曾任河海大学社联采访

团编辑，学院辅导员助理，班级

组织委员等。现为班级学习委员 

 

已获奖项：                  

•挑战杯二等奖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成功参赛奖 

•国家奖学金 

•国家专利：两个实用新型专利 

•论文：一篇 EI 文章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省二等奖 

•校级竞赛获奖：读书月正文三

等奖 

•水工创新杯鼓励奖 

•“力学思维创新大赛”结构参赛

奖 

•获校“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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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金飞                      

人生格言：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苏苏州人。曾组织学生

团队参加“益暖中华”Google 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

环保项目《“爱”的分类回收》获得决赛入围团队奖，

利用业余及暑假时间开展了多种垃圾分类回收的实践

活动。 

已获奖项： 

•河海大学国家级创新训练计划《手机定位式生命探测装置》 

•国家专利：手机定位式生命探测装置 ZL 201020645788.9  

•国家专利：多功能应急梯 ZL201120230707.3 

•论文：《基于 SolidWorks 的一种新式多功能应急梯》 

•论文：《基于手机探测定位救灾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2011 年高教社杯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江苏省三等奖 

•河海大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多功能应急梯》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大连理工大学港航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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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董伟良                   

人生格言：宁愿做过了后悔，也不要

错过了后悔。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苏人。 

已获奖项： 

•第八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特等奖 

•论文：cad 二次开发在防波堤设计中的应用 

•江苏省数学竞赛二等奖 

•校级竞赛获奖：cad 二次开发在近海工程中的

应用 

•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姓名：余豪丰                  

人生格言：你可以一无所有，但绝不能

一无是处。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西人。 

已获奖项： 

•第八届周培源力学竞赛三等奖 

•国家奖学金 

•省级竞赛获奖：高数竞赛一等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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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玉植                       

人生格言：No Pains, No Gains。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安徽省六安人。现担

任班长职务。 

 

 

 

已获奖项： 

•第八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优秀奖 

•江苏省力学竞赛一等奖 

•江苏省高数竞赛二等奖 

•心灵健康征文三等奖 

•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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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诚                    

人生格言：办法总比困难多。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四川乐山人。目

前为班级生活委员。 

 

 

 

已获奖项：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优胜奖   

•第八届华东地区高校结构邀请赛优胜奖 

•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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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丁雪霖                   

人生格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西新余人。曾任河海大学

学生社团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并参与爱心超市、大禹学

院青年志愿者大队多项志愿活动。 

已获奖项： 

•2012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三等奖 

•2011-2012 学年 河海大学力学思维竞赛“结构参赛奖” 

•2009-2010 学年 第七届南京高校无线电寻宝大赛三等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姓名：乔海艳                              

人生格言：不要怕走错路，只有不曾迈出

脚步才值得后悔。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苏连云港人。 

已获奖项： 

•论文：基于 SolidWorks 的一种新式水沙分离器样

机的探讨（发表于“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第四

作者） 

•南京市首届外观设计专利与创意设计大赛优秀奖 

•获校“优秀学生”、“科技创新宿舍”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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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邓星宇                    

人生格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天津人。目前为学生处

助管,河海大学记者团骨干成员，金陵晚报大学生记者，

在校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专访过省教学名师、河海

大学十佳学生、河海优秀老新闻人等优秀个人和团体；

在现代快报上以校园新闻达人身份发表的《河海食堂情

侣盖浇饭引围观：师傅，来个“爱如潮水”》反响较为

热烈。 

已获奖项：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科技竞赛（哈电杯）二等奖   

•科技创新“输水廊道水头利用研究”正在积极申请国家级创新性训练项目  

•第六届河海大学力学创新思维大赛二等奖，参赛作品亮相南京青奥文化节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硕士 

 

 



大禹学院 2013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 31 -- 

姓名：常曼                        

格言：细节决定成败。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苏徐州沛县人。

曾任院学生会实践部部长，院学生会副主席。 

 

 

 

 

已获奖项： 

•国家发明型专利：一种圆度的自校准方法及其测量装置  

•国家励志奖学 

•2010 年—2011 年 河海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校级项目 

•《爱的分类回收》获河海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实践课题优秀调研报告一等奖 

•获“优秀学生会干部”，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

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物理海洋学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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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乔                      

人生格言：但求心之所安。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山东莱芜人。曾任班长，

科协办公室副部长。 

 

 

已获奖项： 

•实用新型专利《可伸缩便携式马扎》专利号 ZL 2011 2 0405153.6 

•实用新型专利《多层水域污染物打捞船》专利号 ZL 2011 2 0404057.X 

•第四届“水工创新杯”鼓励奖 

•第六届“河海大学力学创新思维大赛”鼓励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利工程（港航方向）专业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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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储锡君                   

人生格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浙江宁波人。 

 

 

已获奖项：                          

•第二十一届校园科技节一等奖 

•获“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学生干部”

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物理海洋学专业学术型硕士 

 

姓名：孙朴                    

人生格言：热爱生活，永不言弃。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苏盐城人。 

 

已获奖项： 

•国家级科技创新：《碳化作用下固化氯离

子失稳特性研究》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高数竞赛二等奖 

 

毕业去向：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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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沈冬                      

人生格言：心有多大，舞台就会有多大。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苏苏州人。曾任院学生

会副主席。 

已获奖项： 

•江苏省大学生话剧节演出奖 

•校才艺大赛二等奖 

•获“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

学水利工程(港航方向)专业型硕

士 

 

姓名：刘韬                           

人生格言：办法总比困难多。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苏盐城人。

在校期间，担任过校文学社团部门部长、

院体育部副部长。 

已获奖项： 

•在国家级期刊《科协论坛》上发表

《对库伦主动土压力的误差分析修

正意见》 

•第六届河海大学力学创新思维大赛优秀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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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单位：中交上海航道局航道建设有限公

司 

姓名：唐晖                       

人生格言：人要知道自己真的喜欢什么，要什

么。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江苏吴江人。 

 

已获奖项： 

•河海大学第四届水工创新杯竞赛中获得鼓励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硕士 

 

 

姓名：闫笑铭                          

人生格言： Hard Work Paid 

Off。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河南兰考县

人。曾任大禹学院学生会实践部副部长，现任大禹 09 级港航班体育委员。 

 

已获奖项： 

•在《科技风》发表论文《植树造林对本段流域及三角洲演变不利影响的分析》；第一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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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水北调及水利科技》发表论文《水闸工程现场安全监测工作探讨》；第三作者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水

利工程（港航方向）专业型硕士 

姓名：陶海强                      

人生格言：社会充满不公平现象，你

先不要想去改造它，只能先适应它。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天津人。曾任班长，

院科协办公室副部长，院科协副主席。 

已获奖项： 

•国家专利：“一种应急海水淡化杯” 

•论文：《几种水质现场快速检测法的比较及优化研究》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硕士



大禹学院 2013 届毕业生荣誉集锦册 

 
 

-- 37 -- 

姓名：段士可 

人生格言：持之以恒 

个人简介：09级3班，港航专业。河南许昌人。

曾担任班级体育委员、组织委员。 

 

已获奖项： 

•校级竞赛获奖：2009 校级学业优秀奖学金 

•校级科技创新：2009 校园科技节三等奖 

 

 

考研方向：河海大学港航专业学术型硕士  

 

 

姓名：鄂俣锟 

人生格言：愿大家美梦成真，一切顺利。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辽宁凤城人。 

已获奖项： 

•实用新型专利两项：1.一种新式多功能应急梯 2.

多功能球拍 

•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以 dna 双螺旋结构为例浅析 

solidworks 随行阵列功能》发表在《电脑编程与应用》

杂志等 

•校级科技创新：《一种新式多功能应急梯》 

•荣誉称号：2009-2012 年度“科技创新奖”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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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博雅 

人生格言：要自信!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湖南长沙人,曾任校社联秘书部部

长。 

已获奖项： 

•论文：《CAD 二次开发技术在防波堤断面设计中的应

用》发表在《水运工程》杂志 

•校级科技创新：《CAD 二次开发技术在近海工程中的应用》 

•荣誉称号：2009-2010 年优秀学生；2009-2010 年优秀学生干部；2009-2010 年优秀

学生标兵；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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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滕一宁 

人生格言：为爱的人活着。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东北人。 

已获奖项： 

•论文：《CAD 二次开发技术在防波堤

断面设计中的应用》发表在《水运工程》杂志 

•校级科技创新：《CAD 二次开发技术在近海工程中的应用》 

•荣誉称号：2009-2010 年度“优秀学生” 

读研学校方向：佐治亚理工大学  

 

 

 

姓名：田万青 

人生格言：人在做，天在看。 

个人简介： 

  09 级 3 班，港航专业。山东人。 

已获奖项： 

•论文：《CAD 二次开发技术在防波堤断面设计中的应用》

发表在《水运工程》杂志 

•校级科技创新：《CAD 二次开发技术在近海工程中的应用》 

•荣誉称号：2009-2010 年度“优秀学生”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港工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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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柏宁                           

人生格言：心有多大，舞台

就会有多大。 

个人简介： 

      09 级 4 班，土木专业。江苏盐

城人。目前为河海大学党委组织部、

党校助管，曾担任大禹学院学生科协

主席。曾带领创业团队天马行空工作

室进行了一系列创业活动与创业尝试。 

已获奖项：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第一申请人两项，参与申请六项 

•专利项目获得第二十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铜奖 

•河海大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新型节能生态

房屋系统的研究与设计》项目组组长 

•河海大学校级创新训练计划《未知路面信息

采集行走装置》项目组组长 

•河海大学第四届“水工创新杯”竞赛三等奖 

•河海大学第四届“土木工程创新杯”结构设

计竞赛三等奖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

“学生科协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1 年江苏移动 12580 求职通大学生创业大赛南京赛区十强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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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万里                  

人生格言：淡薄明志，宁静致远。 

个人简介： 

  09 级 4 班，土木专业。湖北仙桃人。大禹学院土木

专业第一学生党支部书记、土木班学习委员，保送河海大

学 20133 届岩土工程直博生，现已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论

文 3 篇。 

已获奖项： 

•第八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优秀奖   

•国家级项目“水泥基材料结合氯离子的释放行为及机理研究”  

•2012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论文：碳化作用下固化氯离子失稳特性研究[J].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2012  

•论文：袋装砂井对软土地基工后继续影响的分析[J]. 土工基础，2013 

•木渎杯”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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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华东杯邀请赛暨土木创新杯三等奖 

•2012 年河海大学“我的心灵故事”主题征文比赛二等奖 

•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岩土工程专业直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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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凤良                  

人生格言：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 

个人简介： 

      09 级 4 班，土木专业。安徽宣城

人。目前为土木班体育委员。 

 

已获奖项： 

•科技创新“自发光波光泉装置”项目为国家级创新性训练项目  

•国家专利：“自发光波光泉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专业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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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颖超 

人生格言: 驾驭命运的舵是奋斗。不抱有

一丝幻想，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日

努力。 

 

个人简介： 

 09 级 4 班，土木专业。山东烟台人。现任班级团

支书。 

已获奖项： 

•国家级竞赛获奖：2011 年第八届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优秀奖 

•国家级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多功能应急梯”（专利号 ZL201120230707.3）,第四发明

人 

•论文：2011 年在国家期刊《机械工程师》(第 10 期)上发表论文《基于 solidWorks 的

一种新式多功能应急梯》（第五作者） 

•省级竞赛获奖：2010 年江苏省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竞赛二等奖 

•校级竞赛获奖：第六届河海大学力学创新思维大赛优秀参赛奖 

•校级科技创新：2009 年创新训练计划校级团队项目组成员 

•荣誉称号：河海大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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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励彦德 

人生格言：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

更长的路。 

人生简介： 

09 级 4 班，土木专业。河北衡水人。大学期间，多

次参加各类竞赛活动。 

 

已获奖项： 

•发明专利：一种电渗电极及其电渗排水系统，第三作者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有机质土含水率的测定装置，第三作者 

•发明专利：一种支挡结构后土体主、被动土压力破坏模拟分析仪，第四作者 

•发明专利：复式真空负压软基加固技术室内模拟分析仪，第五作者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可控温数字化电热水器，第二作者 

•太沙基三维固结方程在一维下精确解的物理意义解释，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2012，

10（6）：14-17（核心期刊），第三作者。 

•Calculation method of bearing capacity improvement of soft soil foundation 

under vacuum preloading,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Materials (EI刊源)  第三作者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新型节能生态住宅系统的研究》  校级优秀 

•南京河西真空预压监测项目，现场监测。 

 

 

免试推荐研究生方向：河海大学岩土专业学术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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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晓阳 

人生格言：认识你自己。 

个人简介： 

  09 级 4 班，土木专业。江苏无锡人。 

 

 

已获奖项：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个人一等奖 

 

就业单位：无锡市阳山镇村建办（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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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荣誉 

 

 

大禹学院 09级 3班（分专业前）在 2010 年荣获“张闻天班”荣誉称

号，在 2010—2011年度被评为江苏省先进班集体。 

 

 

 

大禹学院 09级 3班（港航班）在 2011—2012年度被评为江苏省先进

班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