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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标兵：“B面”青春同样闪光
复旦标兵是他们共同的称

号，学业上的优秀是他们为人熟

知的“A 面”，而他们的“B 面”青

春同样熠熠闪光。

战场无论在哪，都要做
个好兵

受红色军旅影视作品和“军

事迷”母亲的影响，“做个军人”

的梦想，自幼时便深深扎根于郭

繁颖心中。高考后，她进入复旦

附属华东医院临床医学（五年

制）学习，但儿时的军旅梦，一直

都在。

大二参军后，郭繁颖发现，

军旅生活并非原先想象的那样

“金戈铁马”，日复一日的军事训

练、频繁的体能考核才更接近军

队真实的日常。早上六点起床

集合、晚上十点熄灯，每天 100

个俯卧撑、100 个仰卧起坐、100

个深蹲……新兵营的三个月，让

郭繁颖完成了从学生到军人的

蜕变。有过落差，也有过迷茫，

但郭繁颖从未后悔参军。队列、

战术、格斗、投弹、射击等十项考

核指标，她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

的答卷。

在扛数十斤线缆爬墙头、入

井底的女兵班长身上，郭繁颖看

到了“光荣在于平淡”的真正内

核。担任通信站话务员和基地

政工部新闻报道员的她，也不断

思考如何在有限时间里为军队、

为国家贡献力量。

两年间，在媒体累计发表文

章七十余篇。作为唯一一名义

务兵选手，她参加“四会”政治教

员大比武并荣获师级单位第一

名，还前往新疆、甘肃多地巡讲，

将基层官兵动人的坚守故事，讲

述给更多人听。

重回校园的郭繁颖，经历了

一段艰难的适应过程，但“吃过

部队的苦，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有解决的办法。”功夫不负有

心人，她大四学年综合考评院系

第一，获评国家奖学金，并成功

申请一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获“望道”项目支

持，目前已推免至附属肿瘤医院

大肠外科攻读科研型硕士。

“我曾是保家卫国的战士，

日 后 将 是 护 卫 人 民 健 康 的 战

士。”无论战场在何处，郭繁颖都

以“一个好兵”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

是辩手，是编辑，也是志
愿者

专业绩点排名院系第一，获

评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

……法学生韩时东在许多人眼

中，是一名标准的“学霸”。

“辩手”则是他的另一重身

份。他曾获得华语辩论世界杯

2020赛季上海赛区冠军、复旦大

学第二十届系级辩论赛冠军、全

国民商事模拟法庭优秀辩手等

荣誉，还担任复旦大学法学院辩

论队队长。

在他看来，辩论与法学专业

学习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辩论

是一个挖掘命题底层冲突的过

程，它所锻炼的批判性思维，恰

恰是学术研究的开端”。他在动

产担保法领域深入钻研，提出动

产担保法治最优设计的初步构

想，进入复旦大学科研学术项目

“卿云计划”。

他加入法学院学生学术刊

物《阶梯》编辑部，从写稿人变成

审稿人，在担任《阶梯》主编的两

年多里，审阅了近三十篇朋辈优

秀论文。

“学术为业，由己及人”。大

三上学期，他创办了法学院第一

个本科生自主自发、施行“主讲

人领读报告+同学提问”的研习

小组。

他积极参加各类法律援助

服务，担任复旦法律援助中心志

愿者、上海市老年人法律服务中

心值班志愿者，以所学为所用，

连续三年通过线上线下值班相

结合的方式，累计回应各类案件

共二十余起、服务时长超六十小

时，案件回应率达 100%。针对

民间借贷、消费者保护等系列问

题，韩时东通过“小援说法”线上

普法广播剧的方式阐述其背后

的法律问题和法律依据。

基层志愿服务让他了解到

广阔世界的本态，也进一步明晰

研习法律的初心。韩时东逐渐

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将法

学研究作为其一生的志业。以

规则之治实现每一个人民群众

心中的公平正义，将是他一生矢

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未来，他将进入北京大学法

学院继续深造。

拿下英文演讲全球总冠
军，当上基层门诊导医

2022 年 5 月 14 日，时隔 17

年，杨康绮成为国际公共演讲史

上第三位夺得 IPSC 全球总冠军

的中国大陆选手。

作为复旦基础医学院临床医

学八年制2020级本科生，杨康绮

在大学期间多次参加国家级、世

界级的英语演讲与辩论赛事，获

得第 26 届中国日报社“21 世纪

杯”英语演讲比赛大学组全国总

冠军、第四届“外教社杯”全国高

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全国特等

奖（冠军）、“外研社· 国才杯”全国

英语演讲比赛季军等多项荣誉。

实际上，对杨康绮而言，这

些荣誉也是“意外收获”。相比

于比赛名次，她更在乎演讲本

身：“我很少为比赛预设结果，而

是更希望能将我的思考和观点

传递给更多人。”

如何才能让演讲真正打动

人心？医学生的身份，为杨康绮

提供了一个看待问题的独特视

角。在 2022 国际公共演讲比赛

IPSC 全球决赛中，她从自身出

发，以“医疗决策共享”“赋予女

性关爱”为主题发表两次演讲，

讲述了作为医学生曾有过真实

的迷茫和恐惧，用对生命的敬仰

与执着的情怀，打动了听众。

当 IPSC 预选赛宣布晋级名

单时，组委会的惯例是先报国籍

再宣布姓名，杨康绮听到自己的

名字与祖国相连，“那一瞬间的

自豪感喷涌而出。”

讲台之下的杨康绮，也是一

名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群服

务”理想的医学生。作为基础医

学院分团委学生会学术部部长，

她组织参与数次“正谊学者”评

选、学术节讲座、线上科研分享

会等活动，主动承担学校抗疫志

愿服务，多次负责校园核酸采样

辅助、PDA扫码等工作。

假期返乡，她主动申请到宁

夏第五人民医院担任门诊导医，

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100 小

时。 文/刘 玥

“和我一样努力的人很多，自己很幸运”

“I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blind participants to make our

voice heard.（我希望能有更多的

盲人参与者，让我们的声音被更

多人听到）”。期末的《公共英语

演说》课堂上，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 2022 级社会工作专业

盲人研究生朱苓君用流利的英

语做学期汇报，在分析阐释视力

障碍者的遭遇与改善方法同时，

她号召更多人能关心帮助盲人

群体。

去年，天生双目失明的朱苓

君保送复旦，成为复旦史上首位

盲人研究生。她坦言学业要求

确实很高，但“能到复旦学习，我

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朱苓君四个月大时，通过手

术获得了一定光感，但依然无法

看清周围的世界。她从小就读

上海市盲童学校，高考时考入华

东师范大学，并以名列前茅的成

绩保研复旦。

每天，朱苓君的学习从读屏

软件的声响开始。她所用的学

习材料基本都是电子版的，电脑

和手机上的读屏软件能将屏幕

上文字一一朗读出来，长期的练

习令她能通过声音熟练地学习、

打字。

上学期，朱苓君选修了七门

课，课程量与班上同学基本一

致。“虽然苓君是盲生，但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不会降低对

她在学业、实习方面的要求。”在

朱苓君的导师、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教授赵芳眼中，朱苓君

努力而上进，一直勇敢面对所有

挑战。

在复旦，无论是学习、出行，

还是各种生活细节，朱苓君的身

边总是有许多主动帮助她的人。

朱苓君的同班同学胡子彤经常会

帮她将课程相关的一些图表转成

可读格式，有时还会帮她调整文

章格式、修改同音字。“苓君一般

会提前跟我说她的需求，让我先

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再去帮助她，

我俩经常相互鼓励。”

每当遇到课堂小组展示环

节，朱苓君总会表现出些许愧

疚，“组里的其他同学主动承担

PPT的设计，而我讲案例分析的

部分。”为了不辜负同学们的帮

助，她会背下几千字的文字内

容，在课堂上从容展示。

朱苓君的宿舍在一楼，宿舍

楼内外的无障碍设施减少了她

日常生活的许多不便。学校还

将朱苓君选修的多门专业课地

点从原来的第五、第六教学楼改

到了离她宿舍较近的第四教学

楼。阳光好的时候，她拄着手

杖，走路去上课；而下雨的时候，

班上同学会轮流骑助动车，载她

一起去上课。

在食堂，每当看到朱苓君，

阿姨、师傅总会热情地介绍菜

品，帮她找座位、端盘子。“令我

难忘的事情太多了，有同学的帮

助，有老师的关心，有学校的支

持……感觉有点说不过来了。”

尽管身体不便，性格开朗的

朱苓君总会在课余参加学校活

动。“系里之前举办过荧光夜跑

活动，苓君在同学的帮助下走完

了全程，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她时

还是蛮惊讶的。”朱苓君所在班

级班长、2022级社会工作专业研

究生周志永说。

朱苓君努力成为照亮别人

的一道光。她每周都去医院做

医务社工，通过开展残障患者就

医需求评估，请教医院督导、学

院导师，尝试推动改善残障人士

就医体验，并为这一弱势群体发

声呼吁。

“苓君内心温暖且善于沟

通，经常随身携带着糖果这样的

小礼物。”朱苓君的室友、2022

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吴斯说，她

总会及时感谢他人的帮助。“我

从小就不害怕和别人沟通。”朱

苓君笑说，也正是这乐观积极、

善于沟通的特质，让她投身各类

志愿服务工作。不仅在人民大

会堂参加过国际合唱节演出，还

与奥运冠军刘翔一起登上过上

海世博会闭幕式舞台，在北京联

合国大楼举行的 2021 年国际残

障人日庆祝活动上，担任活动主

持人。 文/汪蒙琪

■ 擅长二胡的朱苓君在复
旦研究生迎新晚会和学院组织
的“社工之夜”活动上献上二胡
表演，她的演奏娴熟而自信，仿
佛散发着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