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斗新征程”
—我为学院添光彩系列活动之考研光荣榜

水利学院广大学子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对青年学子的号召，厚植专业素养，不

断提升个人本领，111 名 22 届毕业生积极投身考研，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在 2022 年的考研中，学院全日制本科生录取 32 人，其中水利水电工程 16

人、土木工程 5人、农业水利工程 4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3人、水文与水

资源专业 2人、土地整理与治理专业 1人、水利水电卓越工程师班 1人；非全日

制水利水电工程专升本专业 1人。共计 33 人成功上岸。

陈玉斌：男，中共预备党员，18 水利水电工程学生，考研成绩 335 分。录

取昆明理工大学。

大学平均绩点 3.48，排名班级第一，专业第三。

个人荣誉：①云南省“优秀毕业生”②云南省“三好学生”③云南农业大学

“三好学生”④云南农业大学“优秀学生干部”⑤云南农业大学“学习优秀奖”

⑥2019、2020 连续两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云南省二等奖”⑦国家励志

奖学金⑧省政府奖学金⑨参与发表论文 2篇，申请软件著作权 3项，申请实用型

专利 5项，主持校级课题 1项，作为核心成员参加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各 1项，参与完成多项实际工程水工模型试验研究。

考研心得：①合理选择目标院校，熟悉考试内容，制定学习计划；②态度决

定考研结果，摆正心态，严于律己；③方法决定复习进度，劳逸结合，高效学习；

④考研是一场持久战，不要急于求成，前期基础打牢固，后期才会事半功倍。



陈志影：女， 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22 分，录取云南

农业大学。

个人荣誉：①通过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②曾获得“校级奖学金”③参与社团

活动被评为“优秀干事”④参与家乡志愿者服务获得“志愿者证书”

考研心得：①考研不仅仅是持久战也是信息战。②选定目标院校后，主动沟

通，获取有用信息。③关注哔哩哔哩网站上面大博主的课程视频。④利用好百度

网盘等便捷存储器。⑤可以在闲鱼 APP 上购买复习资料，经济实惠。

陆志明：男，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44 分，录取昆明

理工大学。

个人荣誉：①英语 46 级②计算机二级③普通话二甲。

考研心得：①选择适合自己的目标，制定本季度/月/周/日计划，广泛听取

名师的学习方法并找到最适合自己节奏的方法严格执行。②每天按部就班完成计

划，切忌与他人比进度，保持好心情，适度放松不要有心理压力，坚持到最后一

刻，定上岸。



刘志伟：男， 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40 分，录取华南

农业大学。

个人荣誉：①2018-2019 校级奖学金 ②2019-2020 华昆三等奖学金 ③

2020-2021 校级三好学生 ④2020-2021 国家励志奖学金 ⑤2021-2022 省级三好

学生 ⑥大学英语四级 ⑦通过全国计算机二级考试。

考研心得：①考研信息要多打听，也要多求证；②选择很重要，慎重考虑学

校；③切忌自我欺骗，当你决定考研之后，就一条路走到底；④充分的复习时间

能够保证成绩的下限，也能降低成绩的不确定性。⑤建立自己的逻辑思维框架，

从整体上把握知识。对于数学，多做题，数学不是看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文妮：女，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共青团员，考研成绩 355 分，录取

昆明理工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在学习过程中要有坚定的决心，坚持就是胜利；②制定每天的

学习计划；③考研是效率战，注意劳逸结合。



姚远远：男，中共预备党员，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30

分，录取昆明理工大学。

大学四年总平均学分绩点 3.41，排名班级第二、专业第四。

个人荣誉：①通过全国计算机二级②大学英语四级考试③被评为校级三好学

生，省级三好学生④获得红河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

考研心得：①学习方法：高效，有用。②目标明确，有足够的学习时间和高

效的学习效率，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信心。③没有准备，就是准备失败。

罗涓：女，中共预备党员， 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录取云南大学。

个人荣誉：①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②获得过两次校级奖学金③一次校

级三好学生④获得了校级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考研心得：①明确并了解目标院校②注重英语单词积累③善于归纳总结，不

偏科。④成功贵在坚持。



蒋春辉：女，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考研成绩 283 分，录取辽宁科技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英语：可以早些时间准备英语的学习；语法不好的可以听刘晓

燕的长难句；阅读听唐迟的，建议多做②数学：要早开始，一定要多复习：一轮

夯实基础，视频加练习；二轮分专题听课，总结加做题；三轮强化练习，做真题。

数学建议听新东方的，高数聂岩讲的不错，概率论孟玉讲的不错。③政治：可以

听肖秀荣、腿姐或徐涛，最后的肖四肖八等模拟题很不错。④专业课：买的红果

研水力学资料，听课加真题加课后习题。⑤利用好暑假复习。

李宗激：男，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考研成绩 319 分，录取重庆交通

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合理选择目标院校，熟悉考试内容，制定学习计划；②态度决

定考研结果，摆正心态，严于律己；③方法决定复习进度，劳逸结合，高效学习；

④考研是一场持久战，不要急于求成，前期基础打牢固，后期才会事半功倍。



毕红春：男，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10 分，录取云南

农业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确定目标，坚定信心，有计划备考；②英语词汇量要够，每天

多记几个单词，作文的话可以自己写个模板背下来；③政治的话不宜太早，主要

靠背，肖四肖八很不错；④数学的话要好好过一遍知识点，然后多做题，包括真

题；⑤专业课要熟悉课本知识点，多记多练。

周瑜杰：男，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考研总分 393，录取浙江工业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合理选择目标院校，熟悉考试内容，制定学习计划；②态度决

定考研结果，摆正心态，严于律己；③方法决定复习进度，劳逸结合，高效学习；

④考研是一场持久战，不要急于求成，前期基础打牢固，后期才会事半功倍。



王靖超： 男，中共预备党员，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学生，考研成绩 326 分，

录取昆明理工大学。

个人荣誉：①国家奖学金 ②国励志奖学金 ③云南省级三好学生 ④云南省

级优秀学生干部 ⑤第十一届“挑战杯”云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节云南省一

等奖 ⑥参与发表论文 1篇，申请软件著作权 3项，申请实用型专利 5项

考研心得：①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学习目标，合理的分配学习时间，并长期坚

持不懈的为之努力；②讲究学习效率，劳逸结合。

杨淑敏：女，中共预备党员，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30

分，录取昆明理工大学，本科四年平均绩点 2.9。

个人荣誉：①水利学院 2019 学年、2020 学年“优秀学生干部” ②云南农

业大学 2020 学年“优秀学生干部”。

考研心得：好好学习，早睡早起，天天开心，劳逸结合，合理计划，戒骄戒

躁。



黄姿慧：女，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推免至河海大学。

个人荣誉：①获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 ②获

2020-2021 学年云南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③获 2018-2019 学年校级奖学金 ④

2019-2020 学年校级奖学金 ⑤获 2020 年云南农业大学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 ⑥

获 2019-2020 学年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⑦通过大学生英语四级、六级 ⑧以第一完

成人被授权计算机软著五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五篇论文，以第一

申请人被授权实用新型专利两项。

考研心得：⼀定要有自己清晰的目标，给自己精确的定位和足够开始的理由，

明确的目标会是自己前进的不懈动力。



穆艳贞：女，中共预备党员，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推免至河海大学。

个人荣誉：①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次。②获云南省政府奖学金 1次。③获校

级“三好学生”2次、省级“三好学生”1 次。④通过英语四级和计算机二级考

试。⑤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云南赛区二等奖。

考研心得：①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当然也不只有学习。②学习时一定

要脚踏实地，心无旁骛。③劳逸结合是最佳的状态，在学习之余可以多参加学校

活动来扩充自己的交际圈，多参加各种竞赛来提升自己的能力，要尽量让自己忙

起来。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希望大家可以不留遗憾。

扶莘洋：男，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考研成绩 352 分，录取福州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合理选择目标院校，才有可能事半功倍！②分阶段安排学习计

划。③考研是一场长久战，要不留退路的持之以恒。④最后，请你记住，“自己

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坚持走完这条路，就意味着已经成功一半了，我们终

将上岸！加油！



杨吉：男，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学生，考研成绩 335 分，录取昆明理工大

学。

个人荣誉：①2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②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③就业创业互

助协会“优秀部长” ④云南农业大学暑假“三下乡”活动典型团队 ⑤四年平均

绩点 3.3，大二从园林园艺学院转专业到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无挂科修完所有课

程；担任就业创业互助协会活动组织部部长，学生宿舍兼职辅导员等。

考研心得：考研是一场持久战，保持学习节奏，讲究效率，多沟通交流，不

放弃，坚持到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你终将胜利；学如逆水行舟，逆水行舟用力撑，

一篙松劲退千寻，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音。

马远志: 男，18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29 分，录取昆明理工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考研四门课都很重要，要做到每门都要齐头并进；②政治腿姐

技巧班很实用；③把英语真题阅读的生词都搞懂；④数学要重视基础，真题要反

复刷；⑤专业课是取得高分的关键，专业课历年真题重复率很高；⑥坚持不懈，

砥砺前行，你我皆能上岸。



王涛丽：女，中共预备党员，2018 级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推免至云南大学。

个人荣誉：①2018 至 2019 学年获校级志愿服务奖；②2019 至 2020 学年获

校级三好学生③2018 至 2019 学年获云南农业大学校级奖学金；④2019 至 2020

学年获云南农业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⑤2020 至 2021 学年获校级三好学生；⑥

2020 至 2021 学年获国家奖学金；⑦2019 至 2020 学年荣获院优秀干部；⑧获云

南农业大学花艺茶苑协会先进个人。

考研心得：①学习上：大学四年平均积点 3.37。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认真

学习，做到预习、听讲和温习三结合。先后通过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英语

四级考试、英语六级考试、普通话二级乙等水平测试和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始终

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②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不

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③生活上：积极乐观、活泼

开朗，同时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律自强、遵纪守法、热爱集体、团结同学。④四

年心得。认真对待所学习的每一门课程，成绩的最终绩点包含所有学科，任何一

门学科的弱势都会拉低你的绩点。当然学习最有效的方法不在于刷题多少，而在

于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成绩的高低，放平心态，始终抱着期待与热情

对待知识。

星光满载，初心不改。努力完成自己每一期的目标，努力向前，风雨兼程也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最终让大学时光散发耀眼夺目的光芒。



王鹏：男，2018 级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270 分，录取云南农业大

学。

个人荣誉：①曾获校级奖学金 ②校级励志奖学金。

考研心得:①有明确的复习计划。在制定一个相对较长期目标的同时，一定

要制定一个短期学习目标，这个目标要切合自 己的实际，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

实现的。达到了一个目标后，再制定下一个目标，确保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实现。

每看完一遍专业书需要用几天，都得有明确规划。②劳逸结合。每天的备研复习

是很累的，在每天做完自己的备研计划时可以去运动一下，健康的身体也很重要。

③数学要记得多练，多动手。有些题眼睛看着都会，但下手写的时候会发现很多

问题。④不需要买很多参考书，一本好书读五遍胜过五本好书读一遍。

感言：成功要靠自己努力，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坚信自己

我能行!



来锦江：男，2018 级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16 分 录取江苏科技

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你必须确定对自己目标的信念，不要举棋不定，一旦定下目标

就要不放弃，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②要有实现目标所必须的毅力，对待问题

死磕的韧性。

粟滟鸿：男，2018 级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14 分，录取广西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认真对待所有课程；②针对薄弱学科，要制定专属计划，从基

础开始；③手脑结合，不要一味地光看不练；④高数中的微积分应当多花功夫，

是一个重要工具；⑤确定目标，持之以恒。

感言:人总要面临选择，选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既然做出了选择，就不要

害怕困难，要坚持初心，相信自己，成功就在不远处。



邹宇：男，2018 级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学生，考研分数 363 分，录取昆明理

工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明确自己为啥考研、想考什么学校，因为这是备战过程中让自

己坚持下去的动力来源。②一旦明确了目标就要尽快进入复习状态，宜早不宜迟，

复习的时间最迟也要在 4月前。③让自己在一个较好的环境中备考。备考过程就

是自律的过程，尽量把一切会影响备考的诱惑给扼杀。备考地点强烈建议图书馆，

氛围好。④建议复习规划：从 3月份到 6月份就只看两科----英语和数学，这 3

个月就是打好基础。英语的任务就是在这 3个月把大纲单词熟练过完一遍，语法

学完。数学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知识点详细的过完，多做基础题巩固自己的知识点，

把数学基本的知识点（列如公式、定理等）记牢。到了 7月份：英语数学就要进

入强化阶段，并开始专业课的复习，英语单词不能断，并开始阅读和长难句的学

习。数学可以开始听强化阶段的课并刷强化阶段的题。专业课用这个月把知识点

过完。8月份到 9月份：英语和数学复习同 7月份，专业课开始刷题巩固知识点，

并开始适度的政治学习。10 月份：对于英语，单词依然不能断，并开始做英语

真题，积累真题词汇。对于数学，依然是刷题，在这个月把基础和强化彻底结束

并巩固。专业课和政治复习规划同 8 月份。11 月份：进入冲刺阶段，数学开始

做真题，英语除了正常的复习大纲单词外还要刷真题累积真题词汇，如果目标院

校有专业课真题就开始刷专业课真题，政治复习规划同 8 月份。11 月份总结起

来就三字：做真题，能刷几遍就刷几遍。12 月份：此时英语、数学和专业课已

经完全复习完，所以这 3科在这个月的任务就是差缺补漏，把真题里做错的知识

多看几遍。这个月要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政治上，政治就一个字：背。政治个人建

议不用做往年真题，因为政治出题都与时政紧密结合。第五，考研过程中每天的

学习时间。3到 6月，每天学习 8小时。7到 10 月，每天学习 10 小时。11 月到

考前第 5天，每天学习 13 个小时。考前 5天，保持充足的睡眠迎接考试。

考研的路途充满了艰辛和泪水，但结果会是快乐的，只要你认真的努力了，

全心的投入了，我相信在考研的路上你收获的不仅仅只是最后的录取通知书，而

更多的是一份受益终生的经历，一段永远难忘的经历。考研这件事，永远都不是

因为你看到希望才努力，而是玩命努力后才真正看到希望！



莫韦熠培：男，2018 级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59 分，录取广

西大学。

个人荣誉：①一次校级奖学金②一次校级三好学生。

考研心得：①坚持去图书馆，规律作息，注重学习效率；②选择适合自己的

老师(尤其数学)，切勿跟风；③不报班，不攀比，进度慢可能学得更好，选择有

时大于努力。

刘清圣：男，2018 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295 分，录取云南农

业大学。

个人荣誉：①一次校级奖学金②两次国家励志奖学金③一次校级先进个人、

创新创业奖。

考研心得：①合理安排复习计划，制定好复习方式；②要有坚定的信念、明

确的目标；③寻找适合自己学习的学习资源；④劳逸结合，缓解学习压力；

感言：成功路上往往是孤独的，放弃不难，但坚持一定很酷！



杜尚武：男，2018 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39 分，录取兰州理

工大学。

个人荣誉：①两次水利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②一次云南农业大学校级优秀学

生干部 ③一次国家励志奖学金。

考研心得：①英语单词很重要，每天一定要抽出时间背，词汇量上去了成绩

自然就考的高了；②要对自己每天的时间做好规划；③政治不宜复习太早，最后

的肖四肖八一定要吃透背熟；④数学要早点开始复习，打好基础真的很重要。不

管考数几，数学的知识点又多又杂，看了后面忘前面，翻回来看了前面又忘后面，

所以只有反复复习，反复总结，反复思考，反复记忆；⑤专业课一般都能找到往

年真题，学校出题有一定的延续性，专业课一定要考高，不然很拉分；⑥考研期

间一定要注意身体，吃好睡好，作息有规律。要把功夫花在每天每时每刻，不一

定要有多累，但是积少成多，按照计划执行下去，才不会将计划一拖再拖，即使

有落后于计划，也要及时赶上，这样才不会到后期发现根本赶不上进度；⑦最后

考研心态很重要。坚信只要自己认真准备，我一定可以考上。

最后送给学弟学妹一句话“磨刀不误砍柴工，读完硕士再打工”。



张峰玮：男 18 级的水保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407 分，

录取西南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刻有高效的学习和良好的备考状态；②

坦然面对备战过程中的坎坷，稳住心态，相信自己会成功上岸；③珍惜时光，就

算备考一年，也不要觉得时间太富裕，匆忙中一闪而过，所以加油吧！成功以后，

你一定会感谢曾经你自己做出的努力。

谭豪：男，2018 级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33 分，录

取西南林业大学。

个人荣誉： ①参加过全国大学生 BIM 比赛②通过大学英语四级

考研心得：① 复习要有自己舒适的节奏。 ② 对于复习的科目制定每天的

安排计划表。 ③ 一定要有信心和耐心。④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在繁华里自律，在落魄里自励；在尘埃里自尊，在伤痛里自愈。



夏天：男，群众，2018 级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考研成绩 339 分，

录取中国科学院大学。

个人荣誉：通过英语四级。

考研心得：①考研是场持久战，要端正态度，不懈努力；②稳住心态，打好

基础；③不用去质疑自己的学习效率，让自己有所收获便是好的学习方法。

廖颖倩：女，2018 级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270 分，录取

重庆交通大学。

个人荣誉：①院级“优秀学生干事”、“优秀学生干部”、院级简历设计大

赛“三等奖”②校级“学习优秀奖”、“优秀学生干部”、校级励志奖学金、③

华昆二等奖学金④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研心得：①要坚定信心，不轻言放弃，不被他人左右。②做好每一阶段的

学习规划，正视薄弱，不断完善。③正确面对挫折，多份坚定，多份耐心，人生

的路就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黄明霞：女，2018 级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284 分，录取

昆明理工大学。大学四年平均绩点 3.37。

个人荣誉：①通过英语四六级②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学术英语词汇竞赛中获

得全国三等奖③曾获两次校级奖学金④一次国家励志奖学金⑤获得院级“优秀干

事”⑥校级“三好学生”⑦校级“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考研心得：①基础一定要打好，政治肖四肖八刷 2-3 遍，分析题材料熟读并

记住答题思路；②英语坚持每天背单词，保证每天做两篇英语阅读真题；③数学

多练习历年真题，考试时尽量多写；④专业课学习按照报考院校给出的大纲并结

合历年真题进行学习；⑤保持好心态最重要，不要放弃，坚持到最后。坚持就意

味着成功，因为你战胜了自己，只要不放弃，就还有希望，一个不放弃的人是不

可以被称作失败者的。



普进兵：男，2018 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考研分数 286 分，录取云南

农业大学。

个人荣誉：①获得校级优秀毕业生②国家励志奖学金

考研心得：①备考期间，也会因为种种事情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但是，想想

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也没办法改变，只能改变现状，改变自己。每个人都想上

岸，梦想足够你去粉碎所有的犹象没有横空出世的幸运，只有不为人知的努力。

②保持平常心拿住该拿的分，看过的背过的一定会在脑子里留下痕迹的咱们走好

最后这一步相信自己。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当你的才华不足以支撑你的野心时，

那就静下心来好好努力。

人生格言：请不要假装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选择就用心，加油！！



周高志：男，2018 级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学生，考研成绩 315 分，录取昆明

理工大学。

个人荣誉：无

考研心得：①考研是一场持久战，一定要早准备，早准备！有考研想法的同

学，最好大三上学期就开始有意识的开始背诵考研英语单词，有基础的过一遍同

济大学版的高等数学课后习题，考工科的话，英语数学是避不开的，抓住自己的

主要矛盾（薄弱的点）。②有时候，选择更重要，择校也非常重要，确定好学校，

确定好自己的专业课，然后，拼命学吧！③英语：跟唐迟研究历年真题，绝对没

问题。④数学：多听几个老师的课，每个人适应的老师风格不一样，还有按自己

的基础。数学一定要多复习几轮。政治：不要想着最后看，考试前 6个月就开始

准备，最后肖大大押题很重要。

人生格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努力必不可少，选择同样重要。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

最有效的磨砺，希望水利学院广大学子以他们为榜样，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不

断挑战自我不断超越自我；希望水利学院广大学子以时代使命为己任，心怀天下、

志存高远，在青春的赛道上努力奔跑在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云南农业大学水利学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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