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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铸师者风范 勤学笃志树时代楷模
——我校2017年度宝钢教育奖获得者事迹展

编者按：2017年暑期，校友总会、校团委联合组织了“寻访榜样校友”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活动。同学们奔赴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广州和深圳等地寻访优秀校友，
采撷那些与西大一起成长的印记，重拾那些从学恩师的温暖朝夕，聆听那些执著追
梦的欢声笑语,漫谈那些各行各业的奋发故事……如今，校友们或满头银丝，岁至耄
耋；或雄姿英发，正处壮年；或风华正茂，花样年华。但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作为求
学母校的西大学子，还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西大校友，他们都矢志不移，自强不息，
在母校的发展史上，在中国梦的前进征程，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奋进的足迹，书写了
母校学子拼搏进取的壮丽诗篇。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访校友陆维杰、霍铭鼎
邓薇

陆维杰，电力系1959级校友，曾任广东省水利厅基建处副处长、党支部书记，广
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中心站常务副站长、高级工程师。

霍铭鼎，电力系1959级校友，曾任广东省电力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西大求学之路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陆维杰和霍铭鼎两位59级

老学长的心愿，现在两位校友都已经将这个心愿完成。作为西大自1958年复学后的
第二届学生，五年上下铺的情谊、毕业后被分配到同一座城市，这就是陆维杰与霍铭
鼎的同学情缘。他们同于1937年出生，共于1997年退休。

1958年广西大学在国务院的批准下开始恢复办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就在
1959年，来自广西不同地区的陆维杰与霍铭鼎考入广西大学电力系，开始了他们在
广西大学的求学生涯。西大的求学经历是两人情谊的开始，陆维杰当时是班里的班
长，霍铭鼎是劳动委员兼体育委员，两人既是上下铺的兄弟，又是工作学习中的益
友。

那时候刚刚复学的西大办学条件很差，很多基础课几乎都是全系一起上，虽然
可以参考的资料和书籍很少，大家上课仍旧非常认真。除了上课，那时候的大学生
还要参加劳动。班里每月主持开会，规划好怎么给学校交蔬菜、交多少斤……作为
劳动课的一种，广西大学沿用至今，只不过形式和内容已改变。坚持写了数十年日
记的霍铭鼎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很多关于劳动课的内容。刚入学那时，学校并没有那
么困难，至少还不会闹饥荒，但到了两人求学的中后阶段，即1962、1963年，学生开始
吃不饱饭，无奈之下只好“另谋生路”。霍铭鼎日记里仍旧清楚地记载着他们和舍友
们怎样利用简陋的器皿和原材料培养小球藻。他们拿宿舍的搪瓷盆烹饪从水池里
捞起的小球藻，没有油没有盐，就随便放水里煮煮就艰难地咽下。

学校还安排给学生很多课外实习。陆维杰和霍铭鼎的专业是发配电，当时参与
实习的机会几乎与上课同等重要，而且实习的内容雷同：到工厂参观，和工人一起劳
动，听带队老师介绍工厂里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实习的地点有远有近，他们既到
过广西桂林县城的一个电机厂，也到过广西柳州的电机厂。实习期间霍铭鼎还会和

“老陆”时不时切磋一下棋艺。像这样的实习每个学期都会占去几乎一半的时间，因
此课堂学习机会十分宝贵，他们也非常渴望校内课堂学习。回想当年西大求学情
景，陆维杰用校训的四个字概括：勤恳朴诚。

不难想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学生显得特别“金贵”。三年自然灾害，全
国普遍农业减产，粮食欠收，生活开始变得困难，粮食供应短缺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存

在的大难题——有钱也难买到食品。残酷的现实对大学生来说同样是一场灾难，营
养不良所导致的身体浮肿已经影响学生的学习和老师教学。

浮肿带来的痛苦远不止是身体上的摧残，更多的是对知识分子们精神上的折
磨。陆维杰和霍铭鼎也有不同程度的浮肿现象，在全班乃至全校多数人员身体浮肿
的情况下，很多班陆陆续续停了课，以减少体力活动来维持身体机能的基本运作。
学校食堂的伙食也不乐观，甚至离国家规定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很远。原本学生每月
标准的伙食费为十一元，但当时实际只有每月六七元、平均每天两三毛的伙食。这
就容易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学生吃不饱饭就会导致营养不良，甚至出现大范围内
身体浮肿的症状，浮肿稍微严重的同学还能按照校医院医生开具的相关证明到学校
小卖部买到糠饼或者红糖；不大的糠饼能暂时缓解浮肿带给自己的痛苦，等到浮肿
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就买不到糠饼或获得其他补贴了；食不果腹，又继而再次引起身
体的营养不良……

为了消退身体的浮肿，霍铭鼎每天都坚持跑步。身体的浮肿对于他来说是苦不
堪言的，即使很晚才入睡，第二天早晨不到四点，身体的疼痛感还是会迫使他清醒，
睡不着的时候他就选择出去跑步。陆维杰也选择跑步。他们就是这样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和劳动。

1964年，59级电力系发配电班毕业分配工作时，陆维杰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广州
省工作，曾想着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的他，写材料给领导要求到海南岛去工
作，但最后还是被分配到广州。“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想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去建设，去工作”。班里28位同学，最后一共有9名同学被分配到了广州，陆维杰和
霍铭鼎同分到一个局里，巧的是两人在广州的家邻近，曾经的上下铺如今成了邻
居。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霍铭鼎和陆维杰的同学情谊更为深厚。后来两位59级校
友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大放光彩。

闲不下来的老陆
退休后的陆维杰，依旧闲不下来。按照他的话说，祖国培养了他，他理应为祖国

做出一些贡献。即使不久就将八十高龄，他依旧神采奕奕。在陆维杰不大的客厅里
尽是堆积如山的材料，其中还有他主编并正在审定的关于水利水电的专业化标准书
籍——《水利水电工程单元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填表指导及范例》。“搬家不久，家里
头没有收拾，有点乱”，陆维杰说后就为我们寻找他即将捐给广西大学校友总会的珍
贵的毕业证书和毕业照。他拿出一个锈迹斑驳的小铁盒出来，小铁盒里装的就是他
精心收藏的毕业证书和毕业照。每一张照片他都用白纸细心地包裹着，这些都是珍
藏了近60年的照片。“现在我全捐了，也不知道你们拿去学校有没有用。”这些珍贵的
资料正是学校筹建之中的“校友之家”所需要的展品。之前在机关学习雷锋精神得
到的优秀学员奖章原本也是陆维杰的捐赠物品之一，但由于搬家次数过多，奖章现
在已经很难找到，陆维杰深表遗憾。其中一张照片，是陆维杰和毕业多年的同班同
学一起在广州合影留念，他怕年轻的校友不知道这些师兄师姐的名字，拿过纸和笔
就开始写同学们的名字。时光荏苒，一些老同学也已经不在了，陆维杰眼神中有一
抹惋惜：“这个老同学也不在了，她也不在了……”他还打开自己的电脑，给笔者看59
级的老同学们在2016年的冬天参观水电站的照片。他告诉笔者，大学同学有空就会
聚在一起，去曾经工作过的水库参观。

陆维杰是原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中心站常务副站长、高级工程
师。退休前，他就很少出去旅游，到外地很多时候都是与工作有关。那时候工作都
是亲自到现场，一年365天，几乎250多天都在大山里度过，“全广州大大小小的县城
我几乎都去过。”他笑称除了在大山里生活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开会。1988年，陆

维杰转到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领域，监督水利工程建设都需要自己亲自去到现
场，因此他几乎住在山里。认真负责、全力以赴是他的工作特质。在会议上发表讲
话前，他都要自己写好提纲，确认讲话内容；质量监督报告和质量监督总结，他也要
亲自认真书写。有几次施工方偷偷塞钱想让陆维杰改写报告，陆维杰坚决拒绝：“贪
了就坏啦！”

坚持为国家工作是陆维杰的心愿。即使退休快二十年，他每年出去旅游的时间
依旧很少。儿子劝他不用这么拼了，但他退休后大部分时间都坚持在家工作。他觉
得是国家培养了他，哪怕仅存微小的力量，也理应回报。退休多年，陆维杰还是坚持
主编《水利水电工程单元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填表指导及范例》。他的解释是，不论
做什么工作，都要按照国家的标准，出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名利，而是希望自己的
书可以为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个参考，什么都应该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办，
才不会出差错。陆维杰的书尚在修改。

故事多的老霍
与陆维杰相同，霍铭鼎对广西充满着难忘的回忆。刚入学时，因为国家对大学

生有一定的补贴，大学生活不算艰苦，但他的家境不是很宽裕，因此霍铭鼎非常心疼
父母，经常在外面勤工俭学补贴家用。在学校念书期间他甚至没有回家过一个团圆
年，唯一一次回家还是因为关系很好的堂哥要结婚了，堂哥不断写信给他，催他一定
要回家看看。每逢假期，他都会和没有回家的同学一起到南宁市区打工，以补贴下
学期的开支。思念家人的时候他就翻出父亲的亲笔信，父亲在信件里会写到家里的
近况，这让远在南宁求学的他感到一丝温暖。

五年大学时光，头两年的基础课程，将霍铭鼎培养成了全能型的人才。退休多
年，在描绘工作的情景时他依旧兴致盎然。

他笑着说：“以前是五年回一趟家，工作了以后是八年才回一次家。”当时原本要
回家和父母过团圆年的霍铭鼎，因为当时广东省委下通知号召青年工作者过“革命
化春节”，他就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无怨无悔。在广州电力设计院工作三
十余年，霍铭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住在工地，那时候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霍铭
鼎还不断思考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力求推陈出新；几乎每年都要在期
刊上发表一篇关于工作经验方面的论文。

谈到在工作当中遇到印象深刻的事情时，他回忆起一件惊险的事故。那时全广
州的供电系统还不完善，停电是家常便饭，他感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广州的供电问
题。没有电，很多依靠电力工作的产业也就没有办法得以顺利发展。在对广州供电
设备进行改造的时候，工程施工差点出了大问题。因为供电系统电压过高，导致发
电机起火，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稍有不慎，整个供电厂就会因为电路起火而发生爆
炸，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后果不堪设想。霍铭鼎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心有
余悸：“幸好有一个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电路总闸关了，不然工厂一爆炸，损失就相
当大了。”提及此事，霍铭鼎依旧十分佩服这位舍己为人的工人。

后记
陆维杰和霍铭鼎虽然离开母校已多年，但两人依旧心系母校，关心母校的发

展。耄耋之年的两位师兄，在每次广州校友会举办活动时都会参加。在他们心里，
西大早就是他们抹不去的一种情怀。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他们
更加希望看到年轻的校友在社会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国家健康工作五十
年！他们很自豪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也希望年轻的校友能够同他们一样。

（作者系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学生）

驾风牧雨在母校成长 行稳致远为祖国茁壮
——优秀校友访谈选编（二）

编者按：在2017年度的宝钢教育奖评选活动中，我校共有3位教师获得宝钢优秀
教师奖，5名学生获得宝钢优秀学生奖。在从教生涯，老师们悉心从教，严谨治学，用
责任、才能和爱为学子们的茁壮成长铺路架桥；在求学岁月，学子们用勤奋、创新和
健康为青春注入了天天向上的源动力。他们在学校建设发展，创建“双一流”征程中
谱写了昂扬的奋进之歌。

宝钢优秀教师李有志

李有志，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
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严谨治学，潜心科研，关爱学生，致
力改革创新，取得较好成效。为广西高
校百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资助人选、省
级精品课程《分子生物学》（英汉双语）负
责人、广西一流学科-生物学一级学科的
学科带头人（目前）。

曾获广西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广西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师德模范、十
佳教师、创先争优先进基层优秀共产党、
三育人先进个人，第六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
师”。

先后指导24名本科生获得并完成国家级、校级和院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9项，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获2010届广西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论文，指导本
科生4人的团队获得第六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广西区一等奖，
指导的本科生先后有10人次在核心期刊和外文杂志公开发表8篇研究论文，其中作
为第一作者的SCI收录论文1篇。

作为学院本科实验教学“中心”分管院领导，李有志教授带领中心全体教师确定
了“模块化、分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2007年将中心建成了广西区（省）级示范实验
中心。主导建成了18个符合不同培养层次和不同门类课程之间通用实验平台。促
成并建立了7家校外产学研实训创业基地。近5年来，以该开放性实验教学平台为
基础，学院本科生完成了28项国家和省级创新项目，发表SCI论文20篇，获省级以上
奖励14项；全院教师发表教改论文32篇，专著2部，获省级和校级教学成果奖10余
项。该教学改革成果获2017年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个人排名
第一）。

主持和承担了国家863、97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农业部948引进农业国际农业先进技术项目、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
项目以及科技部科技基础型工作专项项目和省级科技攻关项目。发表研究论文53
篇，其中以第一或者通讯作者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的SCI收录论文24篇。主持
通过省部级鉴定和验收项目5项。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第一发明人）。获广西自然
科学奖三等奖（2014年，排名第一）和广西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0年，排名第五）各1
项。

宝钢优秀教师耿葵花

耿葵花，教务处副处长，教授。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爱教育

事业，坚持本科教学一线，关心爱护学生，是
学生的良师益友。近五年承担多门本科生课
程的教学任务，教学工作量饱满，在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专业建设、教学改革、学科竞赛和
教学管理工作等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
获得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以及广西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优秀
共产党员、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优秀本
科教学管理工作者等。

工作中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把科研和教育教学紧密结合，取得较好学术成果。
近五年主编出版教材1部，发表教学论文5篇。指导本科生获得省部级以上学科竞
赛奖13项；获得授权专利16项；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实验技能训练
项目3项。

创建君武学堂机械创新班，学生课外活动成绩显著。负责自治区级动力与机械
工程特色专业群建设，负责自治区级动力与机械工程协同育人平台设计，依托广西
千亿元产业，开展多元化、多样化、全程化机械类专业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获同行认可，示范效应强、形成有效辐射，获得2017年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机械自动化专业成为目前广西唯一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机械
类专业。

在压缩机减摩防漏技术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近年来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作为合作单位负责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3项，广西重点实验室项目2项。合作出版专著1部，发表科研论
文10多篇，获发明专利近20项。

宝钢优秀教师刘民坤

刘民坤，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从教13年来始终秉承勤恳朴诚、厚学致新的

校训精神，爱岗敬业，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始终
以培养人才和推进教学改革为己任，注重学生思
想教育，乐于传播前沿知识，并善于将鲜活生动
的案例融入专业教学，课堂上师生互动中的循循
善诱以及实践教学中的言传身教都赢得师生们
的认可。曾两次获广西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两
次获广西大学毕业生工作先进个人，1次广西大
学优秀班主任，指导多名学生在全国旅游院校服
务技能大赛中取得良好成绩。并担任广西本科
高校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带领团队积极投身旅游管理教学实践改革，
研究成果《旅游管理专业的“双轮驱动”人才培养改革研究与实践》获广西大学教学
成果一等奖和自治区教学成果三等奖。2018年入选广西高校千名骨干教师计划。

在工作中不忘持续提高自身教学和科研综合实力，通过参加国际会议、论坛和
讲座紧跟学术前沿，并于努力为广西高等教育事业和广西旅游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

潜心科研，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迄今共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课题1项、主持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近5年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6
项。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2本，以独著或第一作者在《管理世界》、《旅游学
刊》、《人文地理》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并获得2015年国家旅游局优秀成果
奖优秀奖（独著）以及多次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目前在商学院拥有一支比
较稳定的、积极进取的旅游研究团队，为学院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和刻苦钻研的科
研精神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宝钢优秀学生陈丽媛

陈丽媛，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2014 级本科
生学生，中共党员。

曾获 2015-2016、2016-2017 学年度国家奖
学金；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2017年“挑战杯”广西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二等奖、2017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铜奖等。多次获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三好
学生等荣誉；合作发表论文3篇（SCI和EI各收录
1篇），主持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项目和校级纵
向课题各1项，参与大学生创新项目国家级2项、
自治区级1项。
获北京大学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

宝钢优秀学生姜言

姜言，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2015级博士研
究生，中共党员。

2017年9月获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
派研究生项目”的资金支持，现于美国西密歇根
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交流
学习。

曾获2015年度“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总决赛优秀奖”、2015年度“创青春广
西青年创业创新大赛二等奖”、2016年度“第十

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赛铜奖”、2016年度“创青春广西大学生创业大赛金
奖”。担任学生带头人的“纳赛科技创新团队”获得2016年度“小平科技创新团队”；
曾获2015年和2016年度“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7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
派研究生项目”、2016年“中国电信奖学金•飞Young奖”等。以第一作者在高水平
SCI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四篇，包括一区Top SCI期刊Bioresource Technology (IF=
5.651)1篇，三区SCI期刊Bioresources (IF=1.425)3篇；主持研究生创新项目1项，并参
与多项导师的国家级、省级项目研究。

宝钢优秀学生刘俊延

刘俊延，农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中共党
员。

曾获“硕士国家奖学金”、“全国植物生产类
大学生实践创新二等奖”，广西大学陶建明“十佳
研究生”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优秀研究
生”。曾获“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国家级
铜奖、中国第二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国家级铜奖以及自治区级、校级创业比赛的
金、银奖数项。

参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任务1项，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任务2项，发表SCI论文6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5篇，省级核
心期刊论文2篇。创新地设计了“一种朱红毛斑蛾的室内饲养方法”，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1项。

曾任广西大学艺术团第三届主持人班班长、农学院学生会主席等职，担任自治
区“五四”晚会、南京青奥会南宁站起跑仪式、校“心目中的好老师”颁奖晚会等大型
活动的主持；2017年4月参加校研究生羽毛球赛获季军。

宝钢优秀学生吴东

吴东，电气工程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中共党
员。

曾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一等奖、第七
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美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一等奖、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
大赛全国二等奖，以及10余项省级竞赛奖。曾获“博
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广西大学科研标兵”、“广西
大学陶建明奖学金”和“广西大学优秀研究生”等。

已发表和收录共15篇论文，其中2篇为SCI收录
期刊，10篇为EI收录期刊，3篇为中文核心期刊；获得
专利18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4
项；主持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1项，主持广西
科技厅项目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
与南宁供电局项目1项，参与广西电力系统最优化与节能技术实验室项目1项。设
计出应用于10kV配网线路的压缩灭弧防雷装置（国内首创）。

宝钢优秀学生毕伟

毕伟，机械工程学院2014级本科生，中共
党员。

曾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一等
奖、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
二等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一等奖、全
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10
余项省级竞赛奖

在参加2017年全国大学生建模数学竞赛
时。毕伟所在参赛小组选择了系泊系统设计
问题。这个问题是确定系泊系统的模型，以便
设备能够达到最佳的工作效果。在团队中，他主要负责数学建模，为系统的每个部
分建立一个模型，根据设置约束条件解决问题，最后经过几十次的调试，他用matlab
通过循环算法计算出结果，该结果与竞赛组委会公布的答案误差仅仅在1%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