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月纷纷车走坂，少年意气何由挽——武汉学院 CIMA 专业首届毕业生 8

位学霸收获 27 份海外名校 Offer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大学四年弹指一挥间，毕业生们即将怀揣梦

想，踏上人生新的征程。人生本无意义，追寻人生意义的过程确实有意义的。他们，正是鲜

衣怒马少年时，安能坐谈论胜败！ 

武汉学院 CIMA2016 级毕业生徐梦婷 

徐梦婷，武汉学院 2016 级 CIMA 专业学生，本科在

校期间通过 CIMA 考试 11 门，通过 CIMA 国际基础会计中

级国际管理会计和高级国际管理会计考试.高中时曾代表

中国发明协会参加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并获金奖.分别

获得 2017 及 2020 年度 GBC 全球商业精英挑战赛获区域

赛决赛华中西南赛区优胜.大二暑假期间申请获得全球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实习资格并顺利结束实

习。充分利用寒假时间参加国际志愿者项目去往印度尼西

亚巴厘岛支教并获得国际志愿者证书。四六级通过,雅思

七分，拿到多所知名海外院校研究生 offer,将前往悉尼大

学就读 

 



 

 

武汉学院 CIMA2016 级毕业生程昊 

程昊，武汉学院 2016 级 CIMA 专业学生，本科在校期间

通过 CIMA 9 门国际统考，获得 CI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ccounting 证书。通过中级国际管理会计 P1& F1 考试。

2018 年获“优秀共青团员”称呼，2018 年武汉学院 CIMA 案例

分析实战赛季军，2018 年武汉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奖。

大三暑假在信用中和顺利结束实习。四六级通过，拿到多所

知名海外院校研究生 offer,，计划前往悉尼大学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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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学院 CIMA2016 级毕业生邹一凡 

邹一凡，武汉学院 2016 级 CIMA 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通

过 CIMA 9 门国际统考，获得 CI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ccounting 证书。通过中级国际管理会计 P1& F1 考试。大

三暑假前往世界 500 强香港友邦保险公司顺利完成实习，通

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雅思六分，拿到多所知名海外院校研

究生 offer,，并准备前往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就读。     

 

 

 

 

 

 

 

 

 



                

                 武汉学院 CIMA2016 级毕业生徐雯清 

徐雯清，武汉学院 2016 级 CIMA 专业学生，在学期间，

通过 CIMA 9 门国际统考。获得 CI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ccounting 证书。通过中级国际管理会计 P1& F1 考试。获得

2017-2018 学年获得优秀学生及二等奖学金，2018-2019 学年

获得优秀学生及三等奖学金，2018 武汉学院 CIMA 案例分析

实战赛亚军，2019 年参加香港 OB 训练营，通过英语四六级。

转眼间，那些熬过的夜，在图书馆、自习室和操场度过的时

光都要随着一声“毕业快乐”藏进回忆里。回首过往，我由衷

感激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希望学校越办越好，希望老师同学

们万事顺意，希望自己有所进步，快乐相伴！想用一句话送

给即将迈入新阶段的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拿到

多所知名国外院校研究生 offer,将前往兰卡斯特大学就读 

 

                 

 

 

武汉学院 CIMA2016 级毕业生崔丁雨 

崔丁雨，武汉学院 2016 级 CIMA 专业学生，通过 CIMA 9

门国际统考。获得 CI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ccounting 证书。

高分通过中级国际管理会计 P1& F1 考试。。GPA 年级前 10%,

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并获奖学金; 2018 年获湖北省

第 24 届外语翻译大赛决赛一等奖；GBC 商业精英挑战赛校

内前+;大二寒假经选拔参加了香港 OB 训练营,并担任 OB 外

展协会秘书部部长;获 2020 届"优秀毕业生"称号。拿到多所知

名国外院校研究生 offer,将前往雷丁大学就读。 

 

 

 

 

 

 

 



 

                              武汉学院 CIMA2016 级毕业生江明威 

江明威，武汉学院 2016 级 CIMA 专业学生，CIMA1602 班文娱

委员，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雅思 6.5 分且通过 CIMA 包括

OCS 案例考试在内的 11 门全球统考；获得了 CIMA 基础级证书以

及管理会计师文凭证书；获得 2018 年武汉学院“优秀五四青年”

称号以及 2019 年武汉学院二等奖学金。在课外，积极参加各种比

赛和活动，获得 2017 年和 2018 年连续两届的 GBC 全球商业精英

挑战赛区域“团队优胜奖”，并在 2020 年的 GBC 大赛中获得华中

&西南区域第五名的成绩；武汉学院第二届“十佳歌手”大赛 15

强；湖北省 CYEC 青年电子竞技大赛 LOL 亚军、武汉学院“第四届

英雄联盟大赛”冠军、斗鱼杯 DUEC 武汉站 LOL 冠军。并且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活动，通过多轮选拔，参加香港 OB 训练营活动、

2017 年 CGMA 全球管理会计师中国大奖暨 CFO 高峰论坛等等。拿

到多所知名海外院校研究生 offer,,将前往悉尼大学就读 

 

      

 

武汉学院 CIMA2016 级毕业生赵益民 

赵益民，武汉学院 2016 级 CIMA 专业学生。本科

在校期间通过 CIMA 考试 9 门，获得 CI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ccounting 证书。通过中级国际管理会计 P1& 

F1 考试。2017 年第一届全国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

赛校内赛一等奖，2018 年武汉学院优秀共青团员，同

年暑假进入全国最大的农村连锁超市企业-湖北富迪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实习。2019 年以专业课平均分年级第

一的成绩拿到了学校的三等奖学金。2020 届优秀毕业

生。现已通过雅思，拿到多所知名海外院校研究生 offer,,

并获得麦考瑞大学 5000澳币奖学金毕业后计划前往世

界排名前 50 的昆士兰大学就读。 

 

 

 

 

 



                       

武汉学院 CIMA2016 级毕业生段晨昕 

段晨昕，武汉学院 2016 级 CIMA 专业学生，本科在校期

间通过 CIMA 考试 9 门，获得 CI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ccounting 证书。通过中级国际管理会计 F1 & P1 考试。高

中时曾赴英国游学。在校期间曾获校级奖学金。2017 年组队

参加 CGMA 商业精英挑战赛获区域奖，有幸采访到协会亚太

区首席财务官兼运营官 Aidan Goddard 先生，并被学校推荐

到武汉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实习一个月。曾参与

武汉学院剑桥大学访学项目，接待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校方

代表。多次在英语比赛和学科竞赛中获奖；多次参与志愿者

服务。四六级通过,拿到多所知名海外院校研究生 offer,,将前

往伯明翰大学就读。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时间可以解释一切，时间可以成就一切。 

              

 

 

 

 

                             文：武汉学院国际会计教育中心 CIMA 新闻报道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