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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之花绚烂
——2018届广西大学优秀毕业生简介

编者按：2018年，我校评选并表彰了一批2018届广西大学优秀毕业生。透过一
项项荣誉和一个个奖项，无不彰显同学们的榜样之光。在学校这片沃土，同学们担
起使命，勤学笃志，只争朝夕。不管是在本科阶段还是在研究生生涯，他们都怀揣梦
想，挥洒汗水，磨砺意志。他们潜心领悟一个个老师的课堂，他们执著破解一道道疑
难习题，他们挑灯攻关一个个课题症结；他们忘我于书的海洋，他们歌舞在文艺舞
台，他们活跃于运动场；他们奔赴于“三下乡”路上，他们奋战在实践现场……他们用
梦想的力量，他们用坚实的脚步，刻写青春，锻铸芳华。本期专版简介部分优秀毕业
生。

南君培 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

保送至浙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国家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十大团员标兵、优秀学生、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项；获得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2项；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

母校寄语：感恩西大给予了我希望，给我提供了许多成长的机遇，由衷地向您道
一声：感恩您，祝您九十岁生日快乐！

梁菁媛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科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获得者。毕业后留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

学生、马君武博士纪念奖学金等荣誉。曾获得全国动物科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母校寄语：在这毕业离别之际，原此去前程似锦，再相逢依旧如故，祝福母校年

年桃李，岁岁芬芳。

邹须永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考取定向选调生到基层工作。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优秀学生、三好学

生、一等专业奖学金等荣誉。主持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项，发表
论文2篇。

母校寄语：四年间校园里每一片树叶，每一滴水珠都是最美丽的风景，感恩西大
的博大胸襟，感恩西大的和谐美丽，祝福西大更辉煌。

凌玲 法学院法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预备党员。
2018届广西大学优秀毕业生和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留校攻读硕士研究

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等荣誉。

在广西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出色，获得优秀志愿者称号。
母校寄语：九十年栉风沐雨，沧桑砥砺；九十年励精图治，君武传承。学子游天

下心系西大情，祝愿母校桃李芬芳，更展宏图。

马秀梅 法学院法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留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广西大学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母校寄语：感谢母校四年来的培养和教育，我将铭记校训，继续努力。愿母校越

来越美，提前祝母校生日快乐。

张玉雪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

保送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十大团员标兵等荣

誉。主持1项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1篇论文
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母校寄语：时光荏苒，转眼已在西大体验过四场春秋，离别之际祝愿我的母校能
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子，桃李满天。

郑慧 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保送至四川大学攻读硕士研究

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优秀团员等荣誉。
母校寄语：在西大学习和生活的四年里，老师和同学给予我很多鼓励和帮助，饮

水思源，永难忘怀，在西大九十华诞来临之际，祝愿西大的未来更加辉煌！

黄璐 化学化工学院应用化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
优秀毕业生。毕业后保送至华中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
学生等荣誉。

母校寄语：九十载辛勤汗水结硕果，跨世纪芬芳桃李满天下。祝西大九十岁生
日快乐，愿西大明天更美好！

陈鹏 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广西普
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发表中文核心论文1篇。获得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西南赛区三等奖。

母校寄语：在毕业与母校90周年校庆之际，感谢母校与学院老师在我四年学习
生活中给予的帮助与支持。祝福母校永远朝气蓬勃，未来发展日新月异。

姚春莹 化学化工学院化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
秀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共
青团干部、优秀学生等荣誉。在外文期刊发表2篇论文，并被SCI收录。

母校寄语：在母校的生活和学习的四年里，老师和同学给予的非常大的鼓励和
帮助。饮水思源，永难忘怀。在母校90校庆来临之际，祝愿母校的未来更加辉煌!

李鑫垚 机械工程学院车辆工程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广西
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
誉，并获得3项实用新型专利。

母校寄语：作为西大的学子，我深切的感谢母校的栽培，同时也祝愿母校发展的
越来越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年年桃李，岁岁芬芳。

黄章镕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信息安全专业 2014 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
2018届广西大学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优秀奖学金、优秀学生奖、优秀学生干部和网络安全
奖学金等荣誉。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项，主持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1项。

母校寄语：临近母校九十华诞，愿母校成为更多人实现梦想的舞台，在新的时代
更展宏图，再谱华章！

昌攀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生，中
共党员，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学
生干部等荣誉。已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省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母校寄语：勤恳朴诚，西大学子创辉煌；厚学致新，与君共筑“双一流”。恭祝母
校校庆快乐，祝愿母校蒸蒸日上，老师桃李遍地。

荣慧 林学院生态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
育优秀毕业生者。毕业后保送至中国科学院攻读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共
产党员、十大团员标兵、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

母校寄语：2014-2018，我的芳华遇见了西大，是一种妙不可言！西大，感谢你！
九十岁生日快乐！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陈思柳 马克思主义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

广西大学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优秀奖学

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1项。
母校寄语：勤恳朴诚、厚学致新，希望呵护了我四年的母校永远年轻，再创辉煌！

黄秋艳 马克思主义学院应用心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广西
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广西大学优秀奖学
金，以及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曾获得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广西赛区铜奖。

母校寄语：世事浮华，您教我做事勤恳待人朴诚以存初心；学问难究，您育我厚
学以致新。愿九秩积淀，再创辉煌。

黄文成 农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 2018届广
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考取定向选调生到基层工作。

在校期间，曾获得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
产党员、优秀研究生会工作者等荣誉。参与广西科技计划项目、钦州市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委托项目等多个研究项目

母校寄语：忆往昔，母校的一草一木，老师的一颦一笑，仍记忆犹新。我身在广
西边陲，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感恩西大，90载风雨兼程，90年青春如歌，“勤恳朴诚、厚
学致新”的校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过程和成长过程。

刘俊延 农学院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2018届广西大学
优秀毕业生和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在校期间，获得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宝钢优秀学生奖等荣誉。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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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发表SCI
论文6篇，中文核心论文5篇。

母校寄语：感谢母校提供给我们创造无数可能的平台，“勤恳朴诚，厚学致新”定
当谨记。祝愿母校砥砺奋进，再续华章。

谭梦超 农学院作物环境及生态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2018届
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在校期间，曾获得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研究生、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等荣誉。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以第一
作者发表5篇SCI收录论文。

母校寄语：十年西大情，承载着我的青春年华，见证我的成长。九十华诞在即，
祝福母校积历史之厚蕴，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再书华章！

李紫艳 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广西普通
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芙蓉学子经管
之星等荣誉。曾获得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流通业经营模拟竞赛一等奖。作为
第一发明人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项。

母校寄语：九十年载风雨，造就精英无数，九十年沧桑，培育桃李满园，难忘你
——西大，是你给了我知识的蓓蕾，是你赐予我前进的动力，是你孕育了代代西大学
子，祝福你！西大！祝福永远辉煌！

谢秋云 商学院会计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
教育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保送至华南理工大学攻读
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自治区三好学生以及广西大学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干
部、优秀学生等荣誉。获得“广西会计技能大赛”本科组第一名和“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广西选拔赛银奖等奖励。

母校寄语：祝母校90岁生日快乐！西大为我提供了飞翔的天空，我将永远心系
这里！祝福母校未来再创辉煌，培养更多杰出人才。

王琪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
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保送至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曾获得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广西选拔赛银奖
等奖励。

母校寄语：轻轻地挥手，告别昨日的懵懂；静静地回眸，遥看曾经的奋斗；时光刺
客难停留，毕业之际各自走；难忘母校，恩情长流。

蔡莎莎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管理科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
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保送武汉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学生、十大团员标兵、芙蓉学子自强不息奖学金等荣誉。曾获得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

母校寄语：归去来兮，在我心怀，光芒万丈。感谢西大授予我知识，让我能惠及
他人。愿母校的明天更加辉煌！西大，生日快乐！

夏挚宇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
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自治区优秀共青团员以及广西
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十大团员标兵、优秀学生等荣誉。以第一作者获得实
用新型专利3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项。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1项。

母校寄语：母校即将走过90年岁月，在这90年里，母校以“复兴中华 发达广西”
为立意，为国奉献，为民工作。年年躬耕育桃李，岁岁俯首作源泉。值此90周年校庆
到来之际，祝母校更加辉煌，培养出更多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

曹城城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2018级毕业生。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
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保送至同济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班
干部、优秀学生等荣誉。 曾获得中南地区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结构力学竞赛一等奖。

母校寄语：十载风雨沧桑，培育万千栋梁。是母校给了我知识的蓓蕾，赋予我前
进的动力，愿母校岁岁桃李，年年芬芳。

陆振华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201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广
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学习优秀类)和
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荣获第三届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金
奖。

母校寄语：饮水思源，我深切感激母校的栽培，时刻希望能有机会为母校“双一
流”建设学科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世强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2013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
教育优秀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奖学金和优秀学生等
荣誉。1篇学术论文被收录在中国建筑史学年会论文。在第九届、第十届广西园林
园艺博览会城市展园创意设计竞赛中获得佳作奖。

母校寄语：亲爱的广西大学，我将要离开您温暖的怀抱，带着您的名字走向外面
的世界。在您的九秩之年，祝您光辉历程更辉煌，人才辈出代代强，薪火相传，勇创

“双一流”！

王亚星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 2014 级本科学生，中共预备党员。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保送
至浙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学习标兵、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等荣誉。曾获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一等奖、第二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选拔赛金奖、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
竞赛广西赛区一等奖、第五届数学建模国际挑战赛一等奖等奖励。

母校寄语：谢谢西大在我的青春里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祝愿母校的未来更加

辉煌。

吴婷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2018届本科学生，中共党员。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

母校寄语：泓歌如水串起一个个阳光温暖的日子，荡漾着记忆的涟漪。漫步校
园，琅琅书声，激荡思绪飞扬，母校培育恩难忘。母校，祝愿您永远朝气蓬勃，桃李满
天下。

唐佳 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2014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
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保送至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在全
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母校寄语：我想象着自己如刚学会飞翔的雏鹰在广阔的天空翱翔，是母校给了
我飞翔的动力和能力。在母校九十周年校庆之际，祝愿母校：积历史之厚蕴，更展宏
图，再谱华章！

何锦秀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
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保送至华中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研
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共
青团员等荣誉。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广西选拔赛银
奖。

母校寄语：预祝母校90周年校庆活动圆满成功！愿母校的发展日新月异，培养
出更高层次的人才!

张世武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物理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大
学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保送至清华大学攻读硕士研
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三好学生和校级优秀团员等荣誉。在中文核心期刊
上发表2篇论文。

母校寄语：风华四载，母校给我了太多的助力和培养，千言万语都不能表达我的
感激之情，学生即将远航，但始终忘不了母校的恩情，唯愿母校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再创辉煌。

张思源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
党员。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保送至东南大学攻读硕士研
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团干等荣
誉。主持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1项。

母校寄语：忆往昔，勤恳朴诚，自有风雨话沧桑;看今朝，厚学致新，更续辉煌誉九
州！相信西大在经历九十年的风风雨雨后再展宏图！祝西大母亲90周年生日快乐！

范德力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物理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普
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广州校友会德云奖学金等荣誉。曾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广西赛区一等奖。
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1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篇，

母校寄语：心系西大，祝福母校。九十年风雨兼程，饱经沧桑，辛勤耕耘，桃李芬
芳，精心哺育，永生难忘；长江后浪，更加光芒，强壮西大，明天更美好。

韦文旺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材料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在本校攻读博士学位。

曾获得广西大学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母校寄语：胸怀强国兴桂志，育得四海文武才；九十载风雨兼程，英姿勃发向未

来。祝福您俊采星驰，再铸辉煌！

彭秋萍 新闻传播学院广告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广西大
学优秀毕业生和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保送至湖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荣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学生等荣誉。获得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第14届春季赛影视广
告金奖。

母校寄语：“勤恳朴诚 厚学致新”感谢母校教会我这做人治学的道理，在90周年
校庆之际，祝愿母校生日快乐，人才辈出。

李佳 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
育优秀毕业生。

曾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优秀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母校寄语：九十年代风雨兼程，赢得桃李满天下。祝母校光辉历程更辉煌，人才

辈出代代强。

陶泠秀 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
优秀毕业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等
荣誉。

母校寄语：在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之际，祝福母校积历史之厚蕴，再创华章，
更铸辉煌！

龚玲珍 医学院制药工程专业2018级本科学生。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
毕业生获得者。毕业后保送至华南理工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
学生、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上获得广西赛区金奖。

母校寄语：风雨沧桑九十载，桃李芬芳遍九州，披星戴月同奋战，共贺华诞九十
辰。感恩母校，祝愿母校积历史之厚蕴，大展宏图，再创辉煌！

姚斯佳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计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员。2018届广西普
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共青团干部、黄奕聪奖学金等荣誉。

母校寄语：九十载西大蓬勃发展，奋发图强，得以桃李满天下；忆往昔峥嵘岁月，
望未来任重道远，祝愿母校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佳绩，明天更好！

王坤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2014级本科学生，中共党
员。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和广西大学校长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
保送至浙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广西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学生等荣誉，入围“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以第1作者获得2
项实用新型专利，发表学术论文1篇。

母校寄语：在母校90周年校庆之际，真挚祝福母校在“双一流”建设道路上继续
勇进，取得更大的成就。祝福我的西大100分！

甘恒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矿业工程专业 2015 级硕士研究生生，中共党员。
2018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毕业后考取定向选调生到基层工作。

在校期间，曾获得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会干部、优
秀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参与2个国家基金的项目研究和多个企业项目。
发表中文核论文5篇，取得发明专利2项。

母校寄语：在母校90周年华诞之际，祝愿母校桃李满天扬四海，硕果累累振中

华！愿母校的明天更加辉煌、更加灿烂！ （学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