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浙江大学 2014 级学生： 

浙大很好，我在入学的一年里收获很多。学习上课余时间比高中多了很多，但我却不敢

怠慢。第一学期下来，我的 GPA 为 4.25，大类排名前 20。第二学期开学，我申请报名竺可

桢学院，参加考核，并成功通过，成为竺可桢学院混合班的一员，而此次竺院在全校范围内

只招收 40 人左右。进入竺院后，身边高手如林，我丝毫不敢懈怠。第二学期，我的 GPA 为

4.39，大一学年 GPA 为 4.32，但我仍然会努力。 

生活上，一年中我认识了很多朋友，见识到全国各地优秀同学的风采。杭州的气候和宁

国几乎一样，食堂饭菜也有全国各地的风味，宿舍条件也可以，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困难。 

接下来新的一年，我就算是一名老生了，大一的同学得喊学长了，我要继续努力，做好

真正的“学长”！ 

 

2. 阜阳师范学院 2013 级学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大二结束，我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三了。还记得刚刚上大学时的

心情，满怀激动，满怀感恩，充满对未来的期许，斗志昂扬。现在的我更多的是对现实的考

虑，对人生抉择的思考。 

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充实的一年。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所以会计证书是不可缺少的，一

些同学在大一报辅导班，考会计证。但在我看来，我们是学习这个专业的，报辅导班是不必

要，在经过大一一年的学习，对于会计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大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不断地做题练习，最后通过了会计考试，拿到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我相信，经过我不断的

学习，我一定可以拿到更高一级的证书，为以后的就业提供一份保障！ 

同时，学校每年都会在每个班级推选 4 名学生为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校培训，为共产

党培养青年后备力量。我很荣幸，今年得以入选，参加党校培训，经过几周对于党章的学习，

和一段时间自己的复习理解，通过了学校党校结业考试，顺利结业，拿到学校颁发的结业证

书。 

在今年还参加了英语四级考试，虽然成绩没有出来，但是我也是很努力的复习，不仅做

了模拟卷，还做了真题卷，加起来应该有几十套吧，英语成绩一向不太好的我希望勤能补拙，

能考出好成绩，通过四级考试！ 

在学校课程上，专业课在增加，课程难度也在加大，这就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去复习，

去学好专业课，当然，我也是这么做的，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自己复习，努力掌握好专业知

识，拥有一技之长。我想，这不仅对于我未来的就业是有帮助的，也能够对社会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3. 巢湖学院 2012 级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巢湖学院二等奖学金 



    首先，在这里说一声，为中美爱心无私奉献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感谢这么多年

来陪伴我们成长，孜孜不倦。 

    先来谈谈大三这一年来我的学习情况吧。经历了大一紧张的学习生活和丰富的课余

生活，忙忙碌碌的充实已经伴随着我又走过了大二。在大三来临的时候我做出选择，参

加 2015 年 12 月份的研究生考试。自己想要站得更高一点，看的更远一点。不管结果怎

么样，至少不让自己后悔，不让自己在以后的岁月里恨现在的自己不努力。一年后的结

果好的话，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自己喜欢的专业，继续在校园里学习，为自己

的理想而奋斗。一年后的结果不如意的话，我同样可以为自己的理想而追逐，不停下自

己的脚步。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方面稳步的学习本身的专业课知识，另一方面也在为以

后的研究生考试做准备，前期主要是英语方面的学习。3 月至 6 月的时间里侧重数学和

英语的复习。让我欣慰的是，有付出就有回报，在 2014 年 12 月份我成为了预备党员，

一年后就可以如期转正。并且同时在这个阶段获得了上一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和二等奖

学金。这对我来说，不仅是对上一阶段我的付出的肯定，也是对我之后的道路的鼓励。

鼓励我继续走下去。 

对于考研这条路，我首先的想法是坚持。前段时间，我们专业比学校期末时间提前

了两周结束了期末考试。于是身边陆陆续续的同学离校了、回家了、出去玩了。那两个

星期，我独自一人吃饭、看书、跑步、回宿舍。不知道怎样描述那种孤独的感觉，在这

条路上，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劝或者逼自己起床。在学习困乏的时候，用尽各种办法使

自己集中精神学习。应了四个字，“剩者为王”，用对得起自己汗水的态度坚持到最后

的话，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欣然接受啊。 

2014 年 11 月开始在学校旁边的驾校学驾驶，然后如愿拿到了驾照。今年 3 月回到

学校，参加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拿到了计算机二级证书。这两张证书是在考研路上给

自己的，觉得值得纪念。这一年过得充实所以觉得格外开心幸福，每一天都充满朝气与

正能量。周末或者没课的时候，会邀三五好友一起骑自行车去花地或者巢湖，或者去没

去过的地方。这样的出游是在挑战自己体能极限的时候告诉自己，没有什么是我坚持不

下来的，我这么年轻，当然要在能吃苦的年纪不退缩。 

最后，祝咱们中美爱心的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祝同学们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4. 合肥工业大学 2014 级学生。“管理学院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 “经

济学院读书月活动”二等奖 

“创业生存体验大赛”团体一等奖， “校科技之星”， “校优秀科技

之星”， “校科技之星优秀主持人 

这一学期我在学习上全力以赴，取得了很大成绩。工作与生活上

也有很多收获。 



      我这学期专业课成绩优秀，报考了英语四级考试，即将考计算

机二级。获得“管理学院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经济学院读书

月活动”二等奖，“创业生存体验大赛”团体一等奖，“校科技之

星”及“校优秀科技之星”，担任校科技之星答辩仪式主持，担任

创业生存体验大赛负责人，校大艺团舞蹈队成员，华硕硕市生合肥

团队成员。 

      在校学生会社团里我充当骨干角色。我在 kab 创业俱乐部担任

第一轮主任助理，第一轮代理副部长，第一轮组长，完成了“创业

者风云论坛”的策划联系高校及组织活动。第二轮代理副部长，组

长，第三轮代理部长独立领导社团完成“创业生存体验大赛”并获

一等奖，“互联网行动”合工大高校负责人。这学期我将竞选校学

生会主任及部门的部长，我相信我的能力及表现会让我赢得这个职

位。 

     下学期我会再接再厉，会报考六级并考一些会计方面的证书，并

提高专业课成绩努力争取前五名，争取保研，并为考研做准备，部门

方面高效愉快地领导部门，安排好学习与工作，在领导部门时发展完

善领导力。暑假我会预习下学期内容，报考驾照，普通话测试，提高

英语成绩，研修日语，葡萄牙语等至少一门小语种。我会努力创造辉

煌的！ 

 

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4 级学生，在上学期获二等奖学金 800 元。 

光阴似箭，这个词真的是一点都不假。不知不觉间这条大一的漫漫长路就快要走完了，

即将成为学姐，很是不舍。曾几何时，还在听老师们说着：上了大学你们就轻松了，就自由

了，所以一定要努力，考一所优秀的大学。现在，我做到了，并且已经在大学度过一年时光。 



这一年里，我感触颇深。还记得刚步入大学的时候，一副天真与懵懂的样子。辛苦却又

充实的军训生活，充满着欢声笑语；全新的生活环境，一切充满着新奇；最重要的是陌生的

学习环境，学习氛围。大学的课程说紧也紧，说松也松。在大学，我看到最重要的是自觉。

课是比较轻松的，然而要想掌握却需要课下两倍甚至更多的时间才可以。于是，自习便必不

可少。 

     当然，也有翘课同学的存在。其实一开始我完全不赞同翘课，因为总感觉翘课的学生不

是好学生。然而，一年之后的我却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些课确实是听了等于没听，几乎学不

到什么。当然，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我会去上课。在这期间，我也许会做自己的作业，也许

会看看有益书籍。也许有一天，如果碰到比上课更要紧的事，而且那门课刚好又不是很重要

的话，我想我可能也会翘课的吧。总之，现在对翘课是有点改观了。 

   在大学，我知道我的责任，于是不敢有丝毫松懈。每天提前进教室，在上课前背诵单

词。我们学校大一不允许考四级，所以在这期间，我会通过背诵单词与阅读大量英语作文来

提高英语水平，保持英语的记忆量并学习新的内容。此外，在上课期间认真做笔记，课下认

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在自习室待着。当然这也是最基本的，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学

习方法。 

   在课余时间，除了完成作业，我也会经常去图书馆，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来读。毕竟

图书馆可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不用岂不是太浪费。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励志类书籍，

尤其是名人传记，我佩服他们的毅力，佩服他们的果断，也佩服他们的机智。 

  这一年里，我认真完成学业，不只没有挂科，还赢得了奖学金，更提高了阅读量，拓

宽视野，家人对此表示很欣慰。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珍惜四年的大学光阴，让每一天都过得

充实。 

  学习是快乐的，也是充实的。相信在三年之后毕业的那天，我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而是感恩在校的每一天。感恩西电带给我的一切，让我学到了，也看到了这个新奇的世界。

感恩西电，我会在你的哺育下健康成长，走向美好而光明的未来。 

 

6. 合肥工业大学 2012 级学生。校级三等奖学金 

   转眼大三已经接近尾声，我也即将毕业。这一年的学习是忙碌的，首先是

因为学校的排课排的很满，几乎每天都是满课或者上机做实验，所以没有时

间让我去想别的事情，反而觉得很充实。大三的学习基本都是专业课，也就

意味着以后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感觉作为一个电商的学生要学的东西很多，

专业涉猎太过广泛，现在是信息的时代，感觉自己选对专业的同时也面临着

就业的压力。之前面临着考研或者就业的抉择，但是或许社会需要的并不是

适合自己的，选择去就业的同时下决心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希望自己的才能

撑得起梦想吧！然后是生活上，后半学期一直在投简历，暑期有份实习对于

应届生来说是很必要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选择了中国电信，希望暑假

能得到一些锻炼。一直在学校里，感觉仰望的永远是那一方的天空，社会和

我想象的也许并不一样，需要不断的去经历去磨合，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适

应新环境，承担自己应该的责任。很多以前的同学已经由学校安排实习，我

们学校的毕业见习安排在合肥企业参观，这次见习增长了我们的知识，开阔

了我的眼界。这学期最特别的经历就是金工实习，穿上军训服在工程训练中

心操作机床，虽然对于女生来说并不轻松，但是是一次不错的人生经历，当

拿着自己的作品总是很满足，所以生活无时无刻验证着有付出就有回报这句

话是真理吧。虽然顾城先生已经逝世，但是他那句既然选择远方，便只顾风

雨兼程永远是我人生的座右铭，何况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尤其是无名的爱心



人士和中美爱心大家庭，我想我应该更加努力，不久的将来才能够有所回报。 

 

7.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级学生。2013-2014 学年美的风范奖学金；2013-2014 学年二等奖学

金；2014-2015 年度“明德奖学金”；2014-2015 学年教育学部“东杰奖学金”特殊贡献

奖 

 

我叫 XX，是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大三的学生，家住安徽省宁国市汪溪办

事处 XXX 村，家中有爸爸和我两人。 

从大一到现在，有两年多时间，大一上学期的专业排名是 36，到整个大一结束

专业排名是 31，大二通过自己的努力专业排名 13，免师第 4，获得了二等奖学

金，美德风范奖学金，还获得了明德奖学金和炜然名师奖学金的提名，虽然没有

得到，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肯定，激励着我继续前进，为这这些我下了不

少功夫，平时比以前更加认真了，知道用心对待去每一件事，什么事情都需要付

出，需要努力。在这段时间里，我感觉做每一件事态度的重要性，哪怕是一次小

小的作业，都需要你认真去对待。大一的时候不懂老师为什么会推荐那么多的书，

总觉得专业课用的书都不一定会看，渐渐的我开始尝试去看老师推荐的书，它会

让我对一个问题有了更加全面和深的了解，当你真真走进这些书，会带你走进不

一样的世界。 

除了学习，这一年在社会实践方面也收获了汗多。暑期的时候我们几个安徽老乡

组织了一个社会实践团队，参加教育学部的社会实践活动——关于暑期小学生补

课情况的调查，获得教育学部一等奖，校级社会实践自费项目优秀成果奖。同时

还参加了农村教育研究所办的关于二胎政策的社会调研，获得二等奖。在体育部，

我成了体育部的副部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东北师范大学田径运动会

第一名，获得九年冠。在这些社会实践中，我收获了很多，也渐渐成长，在实践

团队中，我们有过摩擦，更多的是一起讨论实践，并和指导老师一起探讨而收获



的成长。在体育部，我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部员，只需要和大家一起组织完成各项

活动，而是要作为一个学姐的角色，向部员们传授经验，带着他们一起成长。在

宿舍呢，我是一舍 b407 的宿舍长，跟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吉林的几个妹

子因为缘分住到了一起互损，一起成长，携手走过未来的大学时光，这里面需要

的是包容、谅解以及关心。 

我将用心经营我的接下来的大学生活，而作为即将成为大四学生的我需要做

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有计划的去逐步完成自己的目标。 

 

8.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级，参加院系党团知识竞赛，获得三等奖 

首先，我想谈一下自己的学习情况。胡适曾说：“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必不唐捐。”由于

学校的综合评比会在今年的 9 月进行，本学期的成绩也还未完全得知，所以到现在自己并不

了解排名情况及奖学金情况，但自己会尽量争取。因为它能给自己一个较为客观的评定，并

且让自己认清不足，有竞争意识，即使不能取得，也决不灰心丧气。自己的差距与不足将成

为我前行的动力。通过一学期的学习，自己对外交学专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明白了理想

与现实的差距，学外交学并不一定只有外交官一条道路可以走，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培养

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的视角以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情怀。这是比成绩更为重要的，当然也

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 

除了学习之外，自己加了几个社团，感觉与人交流就是思想的碰撞，我很是受教。就拿加入

学校北外风象来说：在这个社团里，我们要自己写稿件，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优秀文章将

被刊登在杂志上。社团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从中体悟到的跟从书本上学习的知识同等

重要。 

一年下来，我也习惯并适应了宿舍生活，学校生活，我感觉自己已经练就一颗强大的内

心，虽然一度找不到归属感，认为自己跟同学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不会再自怨自艾，

我的人生，可以慢，但不可以停。 

前些日子我们学校刚军训完，通过军训，我收益良多，变得更坚强。 

最后，我想用这句话自勉：往高处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有上等心，结中等缘，享

下等福。 

感谢中美爱心的帮助！衷心感谢，你们的爱心也是我前行的动力！ 

 

9. 淮南师范学院 2013 级学生。 

2014 年 9 月，荣获淮南师范学院“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

生”和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4 年四月，在淮南师范学院“物品报修竞赛”中荣获“先进个人”称号； 

2014 年 5 月，荣获淮南师范学院“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在“我为评估做贡

献”演讲比赛中荣获三等奖；在中华诵经典诵读比赛中荣获优秀奖； 



2015 年 3 月，荣获教育学院粉笔字一等奖 

2015 年 5 月，荣获淮南师范学院“优秀共青团干”称号；荣获教育学院教师

技能大赛二等奖。 

    一、学习方面，我努力做到脚踏实地。作为一名在职人员工作与学习是分不

开的，怎样努力学习专业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是该同学不断思考的问

题。虽然平时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我积极做到把工作和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合

理安排时间，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在学习上，我努力做到勤奋刻苦，虚心好

问，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努力做到一步一个脚印。2014 年度综合测评，我以优异

的成绩荣获第一名。 

 

二、工作生活方面，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7 月担任教育学院团总支学生会

学习部部员，认真负责。2014 年至今担任教育学院 13 级小学教育 1 班生活委员

兼文艺委员，认真负责。 

 

  三、思想方面： 我始终将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放在首位，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一直努力在各个方面严以律己，思想上积极上进，自进入大学以来曾先

后多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能定期与不定期的向党组织汇报自己思想工

作，同时还要求自己力争在行动上入党的同时先思想上入党。如今已是入党积极

分子。 

 

10. 安徽工业大学 2014 级学生。奖学金评比还没出来，不过，依我第一学年的成绩，拿的

概率很大 

这是大学的第一年，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改变，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事方法，但

有一点是不会变也不能变的，向上的心。正如我妈说的，不能因为成了大学

生便开始放松，不好好学习，路还很长，得一直走下去。所以，这一年，我

很好的完成了妈妈的嘱托，从刚进学校时的倒数，到现在的全院前几，我没

有放松，我依旧在很努力地学，我清楚的知道，我想要成功比别人难得多，

这是压力，却也是动力。 

    也许你会觉得我是个书呆子，然后才是学霸。很明显不是，我刚进学校

就被选入篮球队，在院级，校级比赛上挥洒汗水，因为从小想要成为一个心

理咨询师，大学给了我更多的自由去追求理想，我经常埋头在图书管理看相

关资料，心里比赛的领奖台上经常出现我的身影…… 

也许是自我感觉吧，但我真的感觉到，一旦你走出去，你的心境就会不

一样，以前特别自卑，现在为了生计，我做起大家不屑做的工作，发传单，

服务员，宿舍管理员，后勤数据管理，我努力地去做我能做的，也许不高端，

我却乐此不疲，比如这个暑假，同学都去学车了，我却接了几份家教工作，

每天都被安排的满满的，我知道学车很有必要，但我想如果学，学费就得自

己挣。 

 

11. 池州学院 2014 级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团干。 

我是 2014 年专升本的学生，很幸运的可以继续念本科，所以也很

努力的想把自己的成绩提高。转眼间，2014 年已经过去了，到了



2015 年。回想起这一个学年，从专科毕业到重新考入本科，我觉

得在这个学年里我收获了很多。经过专科，我比以前更懂得珍惜学

习的机会，我在图书馆里认真的学习，通过努力，我 2014-2015 学

年第一个学期的成绩都在 80 分以上。不过，我也有遗憾，可能是

自己的努力不够，我自己报考的人力资源管理师 3 级没有通过，

只是差 1 分。看到成绩，那几天我很难过，后来我想了几天，是自

己努力不够，所以成绩才不通过。我想以后要更努力，才可以取得

好的成绩。这个学期的成绩还没有出来，我 7 月 10 号才考试结束。 

在这个学年里，课程不是很紧张的时候，我经常自己兼职，学习工

作经验。我想这也是一种经历，一次次锻炼。所以在这个暑假里我

想好好的找份暑假工，学习学习工作经历，我想在下个学年里，我

会更加努力。 

随着爸妈年纪越来越大，爸妈的身体也不是很好。爸爸因为去年被

毒蛇咬伤，今年没有更好的身体去做重活。自己因为参加过暑假工

及一些兼职，更加明白了赚钱的不易。爸妈为了我念书，操劳了很

多，我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在最后的一年大学里，我会更加努力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