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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感动 引我前行
—访 2015 年感动西大学生年度人物
——
2016 年 1 月，学校授予电气工程学院 2012 级本科生陈珍秀、体育学院广西大学
游泳队、国防教育学院 2012 级本科生林波、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2012 级本科生
吕一樵、机械工程学院 2012 级本科生马俊生、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012 级本科生莫
飞杰、政治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王万奇、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徐金俊等 8 名学生（团队）2015 年广西大学“感动西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感动西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以“寻找感动人物、宣传感动人物、学习感动人
物”为主线，选树在道德模范、自强励志、服务奉献、创新创业、文体才艺等方面表现
突出、感动西大学子的先进典型，旨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先进
人物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感染和激励广大学生，营造“学习有榜样，赶超有目标”的
良好校园氛围。下面，让我们跟随专访记者的笔触，走近 8 名 2015 年“感动西大学生
年度人物”的心路历程。

陈珍秀：
公益之光照耀心灵之路
在前辈、同学、后辈眼中，担任过农业电
气化与自动化 121 班团支书和电气工程学
院本科生第三党支部组织委员等职务的陈
珍秀，有着一副温暖大气的热心肠。对于学
校任务，她向来不负众望；当同学遇到困难，
她总是乐于帮助。玉林农村出身的陈珍秀从
小照顾四个弟妹，使她养成了独立自主并习
惯于照顾他人的性格。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这个爱笑的女孩，
“值得信赖” 是最贴切不
过的。

同苦共甘，不是同甘共苦。”在游泳队里，每天的训练强度很大，有时队员身体会吃不
消，运动过程中也容易受到一些意外伤，夏日皮肤灼伤脱皮、冬日池水冰冷刺骨已是
常态。作为游泳队的中坚力量，副队长宁浩深有感触，
“竞技游泳的痛苦或许只有体
验过的人才懂，每天几公里的训练量、参赛前期的加练、各种泳姿的训练对于每一个
队员都是不小的挑战，但无论多么艰苦，身边都有队友陪着自己，每次遇到瓶颈或者
想放弃的时候都会想到队友，这种在竞争环境中的成长是很好的，队友都在坚持，自
己又怎能放弃呢？慢慢的也就从中获得无限乐趣。”坚韧以待“苦”，
方能享受“甘”，
酷暑寒冬，春去秋来，
广西大学游泳队用辛勤汗水和黝黑肌肤迎来丰收喜悦。

良师益友

家的温暖

当被问到在游泳队的感受时，宁浩的表情瞬间放松了，
“就是家的感觉！教练李
老师（体育学院教师李一玉）真的很好，在训练时尽心尽力教导我们，经常下水手把
手地教我们动作要领。平日里教练也很关心我们，经常会带些家里的小特产给我们。
很多时候，我都会有一种错觉，教练和队友就是我的亲人，这里就是我的家！”队员梁
晓莹也说，游泳队员们还一起出去玩、露营、爬山、去教练家做菜聚餐等等，她很庆幸
自己能够加入游泳队，训练虽累，但收获的更多是感动与温暖。李老师是“慈母严
师”，在生活中对他们关怀备至，在训练中既严厉要求队员，又给予队员最大的支持
与肯定。无论严寒酷暑，李老师总是最早到达泳池。训练时，李老师不仅指正队员的
各个动作细节，而且身体力行地教导队员改进动作，一天训练下来，李老师的训练量
远远超越所有队员。其实作为教练，李老师完全可以“偷懒”，但她没有，而是以身作
则地告诉每一位队员，走向成功需要更多的刻苦与坚持。

传授泳技

共享阳光

出师未捷

自我怀疑

创业的道路并非坦途。一上路，
吕一樵就摔
了个大跟头，这一次打击使他开始怀疑自己的
选择，差点就放弃了梦想。
2013 年 11 月，吕一樵和舍友组建了一个工
作室，从事无人机航拍工作，他们给工作室起名
为“绿莺”,“绿”代表绿城南宁，
“莺”则是一种
美丽的鸟，象征飞翔的梦想。2014 年，
央视“中国
创业榜样”节目到广西大学选拔创业团队，吕一
樵和他的团队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闯入前三，获
得在央视演讲六分钟的机会。吕一樵将作为团
队代表进行演讲，他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先后找
了七位老师指导，将演讲内容修改了不下十遍，
甚至睡梦中都在背诵演讲词。为增加“实战”经
验，他还在我校副校长、校团委书记、文学院老
师、企业董事长等领导前辈面前试演讲过不下
十次。
然而，节目录制前夜，却收到导演通知，他
们落选了。吕一樵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向充满期待的大家开口，作为项目负责人，
他无
颜面对领导、老师和团队伙伴们，他默默地回到宿舍，一个人对着电脑，泪水打湿键
盘。
“一直深信不疑的东西，被权威否定，最可怕的不是被否定，而是你自己的自我怀
疑”。后来，团队就这样散了，
“因为大家心里都认为：
‘我们不行’。”吕一樵略带无
奈地说。

平日里，游泳队员们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在游泳池给游泳爱好者现场传授一
孤身奋战 一鸣惊人
些游泳技巧。队长张天润和副队长宁浩还协助老师进行课堂教学，下水为体育课学
生做正规的动作示范，传授和指导动作要领。队员蔡尚斌还利用暑假在家乡开设游
在电气工程学院，男生人数占绝大部分 泳训练班帮助当地人学习游泳。宁浩说，
“而我，却一直不甘心”。冥思苦想近半年，被他人否定的梦想再一次被吕一樵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上游泳，我们也很
比例，身为女生的陈珍秀用耀眼的成绩与实 高兴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也算是服务与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
重新拾起，他决定卷土重来。本来不负责技术部分的他，开始自学无人机操作，攻克
力证明了理工科学院里 “巾帼不让须眉”。
技术难题，
“我就想试试看到底有多难”，同时还从设计、财务等各方面不断充实自
她曾获广西大学 “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
己。从 2014 年 8 月开始，吕一樵不仅花了几个月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国内无人机行
产党员”“三好学生”“优秀奖学金”“优秀
业现状，而且走出校园，参加各种商会、路演，
“从一开始跟在别人身后扮演配角，到
学生干部”等荣誉，在班级里她尽职尽责，带
主动上台演讲，甚至在上千人的舞台上也演讲过四五次”。他逐步积累经验，一步步
领班级获得广西大学 “五四红旗团支部”
完善自己的项目。
他是国防生的队列标兵、体能尖子，
“优秀班集体”“优良学风班”“十佳团支部”等称号。
2014 年 12 月，吕一樵独自一人参加广西首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别人都是七八
也是连续四年稳坐专业第一宝座的“学 个人的团队，热热闹闹地用餐，他孤身一人坐在角落吃饭；别人热火朝天地讨论、争
完成学业与学生工作之余，陈珍秀于 2013 年参加了广西大学公益社团思源社
霸”。他的同班战友称他为“钢铁营长” 辩，他一个人默默地背稿、备战。在 6 天封闭式比赛中，没有人注意到他。然而，
组织的“爱心宿舍”环保助学志愿活动，和志愿者团队一起长期到“爱心宿舍”收集
功夫
“拼命三郎”，
由他带训的军训营员赞他 不负有心人，是金子总会发光，吕一樵在大赛中一鸣惊人，
废旧书报、矿泉水瓶等废旧物品，最后由组织方集中将废品变卖为善款，用于资助贫
“绿莺”项目击败全广西
“先人后己”“侠骨柔肠”。他叫林波，国 103 支参赛队，喜获特等奖。这一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困山区学生。在学校一系列爱心志愿活动中，这是一项比较脏比较累的辛苦活。收集
“绿莺”终于得到了认可，也使
防教育学院 2012 级财务管理专业本科 吕一樵重拾信心。
废旧物品除了脏乱繁杂，也会遇到不理解，需要更多的耐心，需要放下身段、吃苦耐
生，现任广西大学国防生模拟营营长、国
劳。陈珍秀说，当时人手不足，一栋五层的宿舍楼那么多个宿舍往往只有两三个志愿
防教育学院学生会主席。
者在长期做这项工作，有时遇到挫折会有小抱怨，但是再苦再累还是坚持了下来。因
绿莺启航 展翅翱翔
大学四年，林波斩获大大小小几十
为这个公益活动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由衷地为自己感到自豪和骄傲。
项奖项，
“自治区三好学生”等数十项荣
吕一樵重新组建了“绿莺”团队，
并于 2015 年 5 月成立了公司。“创业的艰辛，
誉称号。他现已被保送至中国人民解放
无私奉献在血站
只有真正体验过的人才会明白”，仅是公司的注册一事，他就跑了工商部门七八趟，
军装备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一切，对 一个“股权”的概念就弄得他晕头转向。“现在再回想之前的困难，那都不算什么
于出身寒门的林波来说，实属不易，却也 了”，他笑着回忆道。
陈珍秀说到自己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她在大一时加入了南宁市红色爱心无偿献
实至名归。
血志愿者服务队，在南宁中心血站坚持服务于大众，将青春奉献于公益事业。在大学
现在，他的公司已逐步走上正轨，建立了公司官方网站，承接了广西交通投资集

学习工作公益三不误

林波：君武尖兵在磨砺中成长

四年间，她每周坚持为血站做志愿服务，包括寒暑假也常常在血站服务一整个假期。
截至目前，她所在团队的志愿服务时长达 1500 小时，她个人服务时长达 600 小时。
因表现突出，陈珍秀荣获南宁市“优秀志愿者”“五星级志愿者”“工作积极分子”
等称号。
原本只在血站协助献血工作、宣传献血科普知识的陈珍秀，在 2013 年暑假目睹
了一件事后，心态发生了变化。那时，陈珍秀看到一位母亲焦急地为她不足两岁却身
患地中海贫血的幼儿寻求急救血液，久等之下却无人施以援手，那位母亲眼中深深
的无助与绝望在陈珍秀心中留下了强烈震撼，陈珍秀主动上前献了血。“热血传承，
大爱善行”不应该只是口号，更应该是行动。陈珍秀体会到，每一滴献血都是赠予他
人生命的爱心礼物。从此之后，她养成了定期献血的习惯。截至目前，她个人献血次
数达 18 次，献血量达 13800 毫升。
陈珍秀说，很多年过六旬的老阿姨都还到血站做志愿服务，发挥生命余热，这使
得正当青年的她更坚定地要将公益进行下去。“在有能力的时候尽可能地去帮助他
人，我还想在今后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她如是说。

在奉献中升华
“做”是本分，
“坚持做”是精神，陈珍秀始终记得一位老师对她的教导：
“党员
最基本的义务是日行一善”，她希望她的公益精神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让青春在奉献
中成长，在奉献中升华。时光荏苒，毕业在即，陈珍秀坦言希望毕业后能到供电部门
工作，并继续坚持公益服务，服务到更多人身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与
记者的对话中，陈珍秀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趁着年轻，多做点”，青
春洋溢的一句话，满满的乐观向上。

广西大学游泳队：泳者无畏

劈浪前行

团、杨氏宗亲会、第八届中国—东盟汽车博览会等一系列的大型航拍业务。
吕一樵说，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仍需要继续学习，
“如今的创业已不仅仅是大家
普遍认为的流汗、奋斗，当然这也是需要的，但更需要智慧、眼界、创新。不管别人怎
林波出生在广东汕头的一个农村家 么说，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说着，他脸上绽放出自信的光彩。
庭。自初中开始，懂事的他便利用寒暑假
到村中的工厂打临时工，减轻家庭负担。
高中时由于经济困难，父母经常四处借钱勉强凑齐他的学费。每每拿到得来不易的
学费，林波默默心想，长大之后一定要有所作为，决不能再让父母这样为难。入读高
中之后，他怀揣着与同龄人一样的大学梦，刻苦学习。但这个梦，却再次因学费变得
“吾日三省吾身，高吗？帅吗？富吗？
渺茫。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大学宣传册上了解到“国防生”这一特殊群体，这是同
都没有。
那么，奋斗吧，
青年！”这是马俊生的
时实现他“读大学”和“从军”两个梦想的机会。2012 年 7 月，经政审、体检等层层筛
座右铭，也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梦想准则。干
选，高考成绩优异的林波如愿加入广西大学国防生队伍，从小有着“当兵梦”的林波
净清秀的面庞，活泼搞笑的言语，记者看到了
感到十分光荣。
欢乐而亲切的马俊生。
2015 年，机械工程学院 2012 级热能与动
拼命三郎 携梦征程
力工程专业本科生马俊生被保送到天津大学
攻读硕士研究生。本科期间，
他获得全国奖项
林波所在班级的班长叶培思说：
“拼命三郎，这是形容他最贴切的词。训练的时
和省部级奖项共
10
余种，
获授权专利
17 项，
候，出汗最多、动作最标准、队列中最认真的就是林波。”
实质审查发明专利 80 项，在中文核心刊物上
2012 年刚入学为期 20 天的新生集训挑战了林波的体能极限，这让高中三年猛
发表论文 9 篇，还获得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
扎在书堆里的他有“超负荷”的感觉。
“那时候我有些沮丧，感觉吃不消。但我特别敬
自治区三好学生、国家励志奖等
10 余种荣
佩的老班长覃兵是一个体能尖子，我也想像他一样争得荣誉。”就这样，刻苦训练的
誉。
众多光环的背后，
蕴藏着一名坚强青年追
林波从 120 名国防新生中脱颖而出，获得 “广州军区国防生新生入学集训先进个
逐梦想的故事。
人”荣誉称号。

家道贫寒 砥砺前行

马俊生：
以强者之心走出坦途

然而在 2013 年，命运挡住了林波一路飞奔的脚步。一次障碍训练中，他不幸膝
盖严重扭伤，正常走路都已成问题。但休养几周后，他咬紧牙关带伤坚持暑期国防生
集训，并一直坚持到 2013 年全校学生军训。
“他在宿舍疼得满头大汗，整个人汗湿得
像刚淋过雨一样。”舍友刘威回忆道。提及伤病史，林波说：
“再疼，忍一忍就过去了。
最难熬的是看着别人在提高，自己却动不了。养伤期间我特别苦恼，担心会拖连队后
腿。”
2014 年，林波成为广西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军训连长。带训头两天，汗流浃背
的他总累得吃不下饭。训练场上，他只需短短一周时间，就能将“军纪涣散”的学生
变成一支严肃规整的队伍。
除了有一股子拼劲，林波还有一纸傲人的连续四年专业课第一的成绩单。同班
同学陈宁说：
“他的空闲时间都会去图书馆学习。他的作业、笔记永远都是最详尽、最
整齐的。”

看到记者走进办公室，广西大学游泳队队员苏立洋黝黑的脸上顿时绽放出灿烂
的笑容，恍若夏日骄阳，耀眼夺目。热情、
阳光，是广西大学游泳队给记者留下的第
一印象。
广西大学游泳队成立于 1986 年，现有 1 名教师和 10 名学生队员，队员分别拥
有体育、生命科学、文学、商学等多个学科背景，云集校内国家级游泳健将和高水平
运动员等精英。5 名高水平运动员与 5 名拥有游泳特长的普通学生队员因共同的爱
好集聚在蓝色泳池，相互竞争，共同成长。
近年来，在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中，广西大学游泳队代表学校三度折桂称雄，
钢铁营长 绿色暖男
四番夺银摘铜，并揽获多个前八名次。在队员共同努力下，我校还荣获“体育道德风
尚奖”等团体奖项。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游泳队傲人成绩的背后自是蕴藏无数艰辛。面对重重考
“他不仅自己浑身拼劲，还帮助大家一同进步。刚入学时，我体能很差，负重跑步
验，这 10 名勇敢的年轻人在教练老师的带领下，高呼“泳者无畏”，劈浪前行。
时经常体力透支。林波就用绳子牵着我跑，带着我坚持跑完全程。”班长叶培思回忆
道。
2014 年底，林波成为国防生模拟营营长兼国防教育学院学生会主席。“这是大
同苦共甘 先苦后甜
家对我的信任，”他说，
“我愿意也应该为大家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任职期间，他将
“这样对每一位同学都更
谈到对于游泳队最想说的一句话时，队员梁晓莹脱口而出“同苦共甘！是的，是 评奖评优制度由混专业排名变为分专业各自排名，他认为，
公平。”
他还多次组织国防生志愿者赴隆安县南圩镇三宝村小学开展支教活动。自小在
艰苦环境成长的林波深知农村孩子学习生活的困难，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鼓舞
带动更多同学投入到今后的支教活动中。除了支教，林波还是大学生志愿者联合会
的一员，曾多次参加艾滋病宣传等志愿服务。
“平凡如草，刚毅如松”是林波的座右铭。平凡如草籽，无论飘散至戈壁或沙丘，
都能扎根发芽。无所谓功与名，愿为寸土添绿意；无惧风霜雪雨，仍如松柏坚毅挺立，
心怀橄榄绿，逐梦前行。

吕一樵：创业梦想展翅翱翔
他面容白净，身着一件休闲西装，举手投足尽显成熟儒雅气质，很难想象他只是
一名大四学生，更难想象，现在尚未满 22 岁的他，已是绿莺无人机文化传播公司的
法人和 CEO。绿莺无人机文化传播公司是南宁安吉华尔街工谷大厦里唯一一家在
校大学生创办的企业，被政府选入广西“万企千店”电商扶持计划。他是计算机与电
子信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大四学生吕一樵。

家庭变故

命运转折

2012 年，马俊生的母亲被查出患有尿毒
症，而马俊生正面临高考，全家人为了让他安心考试，选择隐瞒。当他欣喜地回到家
中等待成绩，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看着母亲被病情折磨得日渐消瘦的身躯和家中背
负的巨债，他萌生了放弃上大学的念头，但是母亲不同意，母亲把他的学业看得比自
己生命更重要。
于是，马俊生一边坚持自己的学业，一边开始支撑起家中重担。他曾经几天几夜
没合眼，去寻求老师、同学、外界媒体、慈善组织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他还当起了
家教，赚取一些生活费。谈及现在的生活，他笑着说：
“我是一个正能量的人，我觉得
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好！”

勤补课业

钻于科研

“我的偶像就是我的目标，我获得的奖项都是以他为榜样去努力的。”马俊生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大两届学长的资料，为资料上密密麻麻的荣誉奖项所震撼与
折服，于是他把学长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习惯‘当日事当日毕’，不喜欢拖
延。”马俊生课余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兼职上，课程作业只能用晚上时间到通宵自习
室完成，在这样的时间强度下，他仍一直保持着专业第二名的好成绩。
谈到科学研究，马俊生双眼闪闪发光，仿佛一瞬间回到实验室，有滔滔不绝的故
事想要分享。他是科研团队队长，负责团队协调分工，时常为团队提供新题目新想
法。在实验室的日子并不轻松，他和团队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吃饭都在实验室里解
决。他们提出的发明都以实用性和合理性为准则，根据各人擅长分配不同方面的设
计。
“我获得的荣誉，有一半是我的团队的。”说到这里，马俊生由衷感谢队友一直以
来团结协作，互帮互助。

感恩于心

回报社会

马俊生一直把好心人的帮助铭记在心。进入大学后，他也尽自己力量去帮助更
多的人。他加入了广西大学公益社团思源社并成为项目部副部长。这期间，他参与组
织开展“爱心宿舍”环保助学志愿活动，在当时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招募和安排
志愿者到各个宿舍收集废旧物品，并变卖废品获得善款购买形成“爱心包裹”，寄往
全国多个省市的贫困学校。2013 年 7 月，马俊生成为广州恒大集团在广西地区贫困
家庭入户调查志愿者四名成员之一。他深入山区，走进贫困家庭，核实情况反馈恒
大，帮助贫困家庭孩子进入恒大足球学校实现梦想。
采访结束，马俊生说：
“我想把这期校报和获得的荣誉证书带回家给妈妈看看，
让她为我感到骄傲。”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