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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感谢贵公司出资设立河海大学“中国港湾奖（助）学金”，

奖励河海大学的优秀学生。2021 年度河海大学“中国港湾奖

（助）学金”评审工作已完成，学院发布《关于做好 2020-2021

学年河海大学“中国港湾奖（助）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河海港航〔2021〕35 号），由各学院根据评选要求及相关

文件精神，经学生申报、年级推荐、学院审定和公示，共确

定了 16名学生获得 2020-2021学年“中国港湾奖（助）学金”。 

非常感谢贵公司对于我校学生的无私帮助，正是因为你

们的支持和鼓励，才让受助学生能够安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构画自己的未来，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衷

心祝愿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员工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 

     

             

 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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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项目执行情况表 

项目名

称 
中国港湾奖（助）学金 

项目责

任单位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项目负

责人 
沈国军 办公电话及电子邮箱 83787707/guojunshen259@hhu.edu.cn 

项目性

质 
    限定性捐赠项目    非限定性捐赠项目□ 

项目类

型 

1.学生培养项目     4. 科学研究项目□       7. 文化建设项目□ 

2.教师发展项目□     5. 国际交流项目□       8. 基础建设项目□ 

3.学科建设项目□     6. 院（系）发展项目□   9. 其他□ 

项目立

项时间 
2019年 6月 

项目执行年限/

年 
3 项目经费总额/万元 18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编号 捐赠用途 使用金额/万

元 
受益人数 

1 2018-2019学年港航专业优秀学生 6 16 

2 2019-2020学年港航专业优秀学生 6 16 

3 
2020-2021学年港航、海资专业优

秀学生 
6 16 

 合    计：                                          18/万元 

 项目余额：                                           0/万元 

项目总结（可附项目执行中重要事件、活动、新闻报道、图片、受益人感谢信等相关材料）： 

学院每年 12 月发布“中国港湾奖（助）学金评选工作通知”文件，按照要求组织学

生申报、审查、评选、公示，并形成评定结果文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零投诉。 

项目责任单位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基金会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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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港航学院“中国港湾奖（助）学金”推荐候

选人公示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0-2021学年“中国港湾奖（助）学金”

评选工作的通知》（河海港航〔2021〕35 号）的要求，经学生申报、

年级初评，院奖学金评审小组评审，一致推荐樊煜等 8人获“中国港

湾奖学金”，杨龙威等 8人获“中国港湾助学金”。 

具体名单如下： 

2020-2021 学年中国港湾奖助学金候选人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2021年 12月 17日 

类  别 学  历 年  级 专  业 姓  名 推荐等级 

奖学金 

本科生 

2018级 港航 樊煜 一等 

2019级 海资 张祎阳 二等 

2020级 港航 陈家骥 二等 

2019级 大禹港航 钱竹隐 二等 

研究生 

2019级 船海 丁延旭（硕） 一等 

2018级 港航 曹向明（博） 二等 

2018级 港航 迟善航（博） 二等 

2019级 港航 张海明（硕） 二等 

助学金 本科生 

2018级 港航 杨龙威 

2018级 港航 章雪芬 

2019级 港航 刘君伟 

2019级 港航 高亦康 

2019级 港航 蒋志文 

2019级 海资 李璐 

2020级 海资 洪川婷 

2020级 港航 周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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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9级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专业 2班学生高亦康，很荣幸获得本次助学金，

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

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我都锐意进取，

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做好每件事。入学两年多，

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收获，学习上力争上游，获得过“优秀团员”

称号，并连续两年获得了学业优秀奖学金，并积极参加竞赛活动，在

工图竞赛中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在工作上，我担任港航 2班文体委员，

工作能力得到了一定提升。在生活中，我积极团结同学，并与宿舍成

员一起获得了“特色宿舍”、“文明宿舍”等称号。此外还积极参与

体育文化运动，在校运动会和校乒乓球比赛中都获得过佳绩，坚持锻

炼身体。 

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一如既往，再接再厉。把贵公司、

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化成努力学习的动力，争取更加长足

的进步。最后，再次向贵公司致以由衷的感谢，并祝贵公司前程似锦，

再创辉煌！ 

此致 

敬礼！ 

高亦康 

2021年 12月 23日 



 18 

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20级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学院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 1 班学生洪川婷，

很荣幸获得本次助学金，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

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

的感谢！ 

  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中，我都严格要求自

己，努力做好每件事，不断奋进、拼搏。入学一年多来，我在各方面

都有不少的收获，学习上勤奋刻苦，专业排名第五。在努力学习的同

时，积极参加各类活动，担任海资一班心理委员，能力得到极大的提

高。助学金从表面上看来是对学生物质上的帮助，但它对我精神上的

帮助更不容小觑，它激发我继续前进的动力，朝着更加优秀的目标前

进！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不断锻炼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在

2021 年 7 月第一届流动的红色记忆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在大一，我

所在的宿舍也获得了 2020-2021学年文明示范宿舍以及 2020-2021学

年江苏赛尔港航星级宿舍的称号。同时我也热心志愿服务，在过去的

一年多，获得七十多个志愿学时。助学金时刻在提醒我，除了要夯实

基本功，更要不断开阔眼光，到更高的平台上去学习竞争。 

   以上是我个人近期生活学习的情况，特此汇报，并祝愿贵公司前

程似锦，事业辉煌！ 

此致 

敬礼！ 

                                                   洪川婷 

                                           2021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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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9 级港口航道与海岸

工程专业 3 班学生蒋志文，很荣幸获得本次

助学金，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

学的关心、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来自湖南的一个小乡村，父母年事已

高，并且没有稳定工作，家中除了供我读大

学以外，还有重病在身的爷爷奶奶需要照顾，

所以父母所承担的经济压力较大。所以这次

能够获得贵公司的助学金，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入校以来，遇到

任何事情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他，尽管不是每件事都能得

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也确实有不少的收获：努力学习并担任班级的

心理委员；积极参与课外活动与社会实践，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生活

中保持良好的心态，不断奋进、拼搏。 

此次获得助学金，不仅帮助我解决了生活中的问题，也是对我的

一种肯定与激励，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能更好地前进。再次感谢贵公

司对我的帮助！ 

此致 

敬礼！ 

                                                 

 

 蒋志文 

                                          2020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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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杨龙威，是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

学院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非

常荣幸和感激能获得中国港湾助学金，在此对贵公

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支持与认同表示

由衷的感谢！   

我来自山西省忻州市代县的一个小村庄，通过努力学习，考上了

大学，走出了农村，来到繁华的南京。在河海大学读书仿佛是我的梦

想成真，我感到无比幸运，所以更下定决心认真学习，不辜负父母的

培养，老师的期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取得理想的成绩，在海岸工程

等专业课取得了满绩点的成绩。我也尽己所能为集体作出自己的贡献，

曾担任港航 3班生活委员，参与班级事务服务班集体。在课余时间我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追求德智体全面的发展，获得校运会

跳高第二名的成绩。生活中我也勤俭节约，明白父母赚钱的不易。 

感恩是人最美好的品质，我一定继续不懈努力，用更加优异的成

绩来反馈，将来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回报社会！ 

最后诚挚地感谢贵公司的资助!祝愿公司全体员工万事如意，阖

家幸福！ 

    此致 

敬礼！ 

                                            杨龙威 

                                         2021年 12月 27日 



 21 

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9 级海洋资源开发技

术专业 1班学生张祎阳，很荣幸获得本次奖

学金，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

的关心、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大学期间，我坚持以勤奋认真学习为

第一要务，用学生工作锻炼综合素质。入学

以来，学习上始终保持在班级最前列，获得

了“优秀团员”、“优秀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并担任海资一班学

习委员、港航院学生会主席。奖学金不仅是物质上的奖励，更是对我

此前学习工作成果的精神认可，它激励着我不断自我反省、锐意进取，

朝着更远的目标坚定迈进。 

作为奖学金获得者，我深感“道阻且长”。在大学期间，我积极

参与多项比赛，获得了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江苏省笔译

竞赛三等奖，带领团队获评江苏省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我要继续

在学科上保持学习奋斗的拼劲，以优秀前辈为目标努力！ 

感谢贵公司设立奖学金激励大学生的行动，我会将这份认可化作

坚实的行动，用优秀的成绩去回报贵公司的支持。最后，再次向贵公

司致以由衷的感谢，并祝贵公司前程似锦，事业再创辉煌！ 

此致 

敬礼！ 

                                                 张祎阳 

                                           2021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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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8 级港口、海岸及近海工

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曹向明，很荣幸获得本次奖学

金，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

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我认真学习，专业

成绩 89 分，入学以来连年获得博士生一等学业

奖学金和优秀学生荣誉称号，开展科研工作，在行业知名 SCI 期刊

Applied Ocean Research 发表论文一篇，为非静压模型参数选取提

供依据。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国际会议等学术交流活动，在国际会议上

做分会场报告，并获得优秀报告人荣誉称号。在社会工作方面，我担

任学院 2018级博士研究生班长，曾任博士生党支部书记，团结同学，

认真工作，组织班级、党支部活动，在疫情期间一丝不苟完成同学们

的行程统计工作，曾获得优秀研究生干部荣誉称号。 

再次感谢贵公司的资助！ 

此致 

敬礼！ 

                                                 曹向明 

                                       2021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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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20级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专业 5班学生陈家骥，很荣幸获得本次奖学金，

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支

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中，我都严格要求自己，

努力做好每件事，不断奋进、拼搏。入学将两年

多来，我在各方面都有不少的收获，学习上力争第一，获得了“河海

大学优秀学生标兵”、“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在努

力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类活动，担任河海大学弦乐团声部长、港

航五班班长，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奖学金是对学生物质上的帮助，

但它也是精神上的鼓励，激励着我朝着更加优秀的目标前进！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积极参加各种比赛，在大一刚开学，

我便加入河海大学弦乐团，积极训练，备战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并

取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在大一下的时候，我积极参加“挑战杯”、

“互联网+”等比赛，均取得了优秀的名次。奖学金时刻在提醒我，

自己还需更加努力，不负年少时光。 

    最后，诚挚地感谢贵公司的资助！ 

此致 

敬礼！ 

                                                     陈家骥 

                                           2021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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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8 级港口、海岸及近海工

程专业博士研究生迟善航，很荣幸获得本次奖学

金，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

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中，我都严格要求自己，

努力做好每件事，不断奋进、拼搏。入学以来，

我认真科研并积极参加各类活动，连续获得特等奖学金和优秀研究生

荣誉称号，并入选“河海大学优博培育计划”，现已发表 SCI论文 2

篇，EI 论文 1 篇，授权发明专利 2 件，在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上做

了多场报告，并获评“学生优秀论文奖”。在校院级活动中，先后获

得河海大学第十七届研究生足球赛季军、港航学院羽毛球赛冠军等荣

誉。在社会工作方面，曾任博士生党支部宣传委员，组织系列党支部

活动，并多次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真心感谢贵公司对我们的支持，祝贵公司事业辉煌！ 

此致 

敬礼！ 

                                                     迟善航 

                                           2021年 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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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9 级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

学硕 3 班学生丁延旭，很荣幸获得本次奖学金，

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支

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生活和学习中，我都做到严于律己、努力

拼搏。首先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我时刻以一

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各类活动。作为一名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在学业上，我取得了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在科研上，

我参与了导师的多个科研项目，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奖学金从表

面上看来是对学生物质上的帮助，但它对我精神上的帮助更不容小觑，

它激发我继续前进的动力，朝着更加优秀的目标前进！ 

在研究生阶段，基于我在课题领域的研究成果，我曾发表六项发

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均获得了授权；此外，我也在发表了一

篇 SCI3区论文；平时我也积极参加学术竞赛，获得了 2019年第八届

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大赛一等奖、2020 年第九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

计与制作大赛二等奖、2020 年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江苏省赛铜奖的好成绩。奖学金时刻在提醒我，除了要夯实

基本功，更要不断开阔眼光，到更高的平台上去学习竞争。 

   真心感谢贵公司对我们的支持，祝贵公司事业辉煌！ 

此致 

敬礼！ 

                                                     丁延旭 

                                           2021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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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8级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专业 6 班学生樊煜，很荣幸获得本次奖学金，

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

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自成为河海大学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

的本科生以来，在学习上，我一直坚持严恺院

士的十六字校训“艰苦朴素 实事求是 严格要

求 勇于探索”。积极向老师和优秀的同学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改

进自己的学习方法。学年绩点 4.86，排名 6/194。在社会工作方面，

我现任港航院本科生第二党支部宣传委员，2018 级港航 6 班学习委

员。 

同时我积极参与各类学科竞赛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使大学生

活更加紧凑高效、增强自己的创新能力。参与一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受理国家发明专利 5项，获得国家奖学金、河海大学学

业优秀奖学金等 9 项奖学金，在力学、数学和数学建模等方面的 14

项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中获奖。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定会越发努力，取得更优异的成绩，绝不会

辜负中国港湾集团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会继续不忘初心，严格要求，

做一名合格的水之子，为祖国的水利事业做出贡献。 

最后，再次向贵公司致以由衷的感谢，并祝贵公司前程似锦，事

业再创辉煌！ 

此致 

敬礼！ 

                                                      樊煜 

                                           2021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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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9 级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专业大禹班学生钱竹隐，很荣幸获得本次中国港

湾奖学金，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

的关心、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天道酬勤是我的人生格言，因此，在进入了

大学之后，我依然坚持勤奋学习、勤俭生活，并

收获良多。学习上，我将绩点保持在第一，获得

了一系列荣誉称号；工作上，我在担任年级宣传委员之后在策划活动、

文案撰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生活上，我友爱同学，在课余时间积

极参与志愿活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满足。在获得了本次奖学金之后，

我更加受到了鼓舞，为了不辜负这份认可，我将向着更高的目标继续

攀升。   

作为中国港湾奖学金的获得者，我深刻体会到了持之以恒的重要

性。在大学期间，我在各项比赛活动中踊跃参与，在大一期间获得了

高数省赛三等奖、大英竞赛二等奖；在大二阶段，我克服了自己在理

论力学知识运用上的薄弱点，在材料力学课程取得高分的同时获得了

江苏省力学竞赛一等奖。中国港湾奖学金的获得，更是提醒我，学生

的本职工作是学习，我应当始终坚持在学习中投入充分的精力，不断

成长，将自己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最后，感谢贵公司对莘莘学子的支持，祝贵公司事业蒸蒸日上！ 

此致 

敬礼！ 

                                                    钱竹隐 

                                           2021年 12月 22日 



 28 

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9 级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专业研究生张海明，很荣幸获得本次中国港湾奖学

金，在此对贵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

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时光飞逝，记忆如初，在河海大学的求学生涯

美好而难忘。总结过往经历，才能更好地拥抱未来。

以下是我对研究生学习生涯的总结： 

在思想政治方面，我积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我将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 

在学习成绩方面，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平均分达到 85分。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专注于水波动力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目前，共发表若干篇论文，其中以第 1 作者发表了 1 篇 SCI、1 篇中

文核心、1篇会议论文，以第 3作者发表了 1篇 SCI、2篇中文核心。 

在社会实践方面，我担任了 2019 级研究生团支部团总支、2019

级学硕 3班副班长、《海岸动力学》课程助教、海岸灾害及防护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河海大学）网站管理员等职务，这些学生工作在提升

工作能力和丰富工作经验方面有重要意义。 

在所获荣誉方面，我获得“2019 级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一等奖

学金”、“河海大学第十四期研究生骨干培训优秀学员”、“河海大

学 2019 年度优秀共青团员”、 “2019 级硕士研究生第二阶段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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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河海大学 2020 年度优秀研究生” 、“河海大学 2020

年度优秀研究生干部”、 “2019级硕士研究生第三阶段一等奖学金”、

“2021年度严恺港口、航道及海岸、海洋工程专项奖学金”、“2021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等荣誉。 

通过对三年研究生经历的总结，我有对科研、工作和生活方面的

些许感想：科研需要坚持，工作需要认真，生活需要勇气。天道酬勤

是我在科研道路上不懈努力的动力，责任担当是我在工作岗位上认真

负责的初心，迎接挑战是我在日常生活中鼓足勇气的原因。未来，我

将坚守初心，奋力向前，以最大的努力来回报贵公司对我的信任和关

怀，成为祖国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再次向贵公司致以衷心

的感谢，并祝贵公司在未来前程似锦！ 

此致 

敬礼！ 

                                                     张海明 

                                           2021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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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您好！ 

我是章雪芬，就读于河海大学 2018级港口海岸

与近海工程学院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现在是

一名大四学生。非常荣幸获得中国港湾助学金，在

此对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长期以来给予河海大学学子

的关心、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的感谢！ 

  从步入大学开始，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中，我

都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每件事，不断奋进、拼搏。入学将三年多

来，我在各方面都有不少的收获，学习上勤奋刻苦，绩点排名名列班

级前列。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类活动，能力得到极大的提

高。曾担任晨读社社长、院传媒网络部部长、班级团支书，现任班级

学习委员。这笔助学金对于我来说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我继续

前进的动力，朝着更加优秀的目标前进！我将时刻保持对待学习的严

谨和热情，从各个方面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开阔自己的眼界，

为今后能早日为社会的建设做出贡献而努力。 

  我在受到别人帮助的同时，深深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助学金时

刻在提醒我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因此，我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热

心的帮助需要帮助的同学，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不断的锻炼自己的耐心

和能力。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一如既往，再接再厉。把社会、

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化成努力学习的动力，争取更加长远

的进步。最后，再次向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致以由衷的感谢，并祝

愿我国水利事业再创辉煌！ 

此致 

敬礼！ 

                                                     章雪芬 

                                           2021年 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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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 2019 级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

学院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 1班学生李璐，感谢

各位领导老师的关心和爱护以及支持和鼓励，让

我有幸获得中国港湾助学金，在此对贵公司长期

以来给予河海大学的关心、支持与认同表示由衷

的感谢！ 

  我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妹妹在读高中，

母亲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工作且需常年服药，全家

仅靠父亲一人支撑。即便是生活拮据，父母对我的学习也是倾尽全力

地支持，让我有机会实现大学梦。入校以来，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中，

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每件事，不断奋进、拼搏。入学将两年

多来，我在各方面都有不少的收获，学习上获学业进步等多项校级奖

学金。工作上担任班级班长和校级学生组织外联部副部长，带领班级

获得心理班会三等奖以及优秀团支部荣誉称号，带领部门获得优秀部

门荣誉称号。除此之外，我还积极参加各类活动，获得过原创心理剧

本优秀奖、优秀新生“助学导师”和南京高淳马拉松优秀志愿者等荣

誉称号。此次能够荣获该助学金，既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也是对我

的一种激励，激励着我前进，成为更好的自己，以便将来尽自己的绵

薄之力帮助他人。 

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进步，并根

据自身情况，对于需要帮助的同学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其他人，将这份关怀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 

最后，再次诚挚地感谢贵公司对我的帮助和关怀，并祝愿贵公司

蓬勃发展！ 

此致 

敬礼！ 

李璐 

2021年 12月 23日 



 32 

感 谢 信 

尊敬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您好! 

我是刘君伟，就读于河海大学港口海

岸与近海工程学院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

业，现在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接受到中国

港湾工程有限公司的资助我感到十分荣幸，

很感谢协会对我们贫困大学生的关心和关

爱。 

我来自于河北承德的一个小山村，是

父母的支持和陪伴支撑我努力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农村，来到南方

繁华的城市里读大学。我觉得自己来到这所水利高等学校很幸运，因

为它不仅帮助了我实现了大学梦，而且自己可以不必因为家里贫困的

经济状况而为大学的生活费发愁，可以在这里安心地学习，体验自己

丰富的大学生活。如今我在学习上不甘落后，认真的学习，每天上课

争做前排，目前我的绩点 4.68，排名 14/168，在课余时间我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让自己可以更加全面的发展，目前我获得了 

“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心理剧本大赛三等奖，“感悟平语近人”

朗诵比赛优秀奖等文体艺术类比赛奖项。在生活中我勤俭节约，不乱

花钱，珍惜父母的劳动成果和外界对我的资助，我与同学们和睦相助，

尽自己所能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在寒暑假期间我还参与了三项学校

发起的社会实践活动，希望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

在工作上我担任了班级生活委员和学院团委青年发展部的部长，勤勤

恳恳努力工作，希望通过这样提升自己的组织能力，也希望通过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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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内部的同学。另外，我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

为一名预备党员。 

滴水之恩定以涌泉相报，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尽自己所能让自己

变得更好，让你们知道对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没有徒劳无功! 

再次诚挚地感谢您们对我的照顾和帮助! 

此致 

敬礼！ 

刘君伟 

2021年 12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