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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年度国家奖学金

• 2018—2019年度国家奖学金

• 2019—2020年度国家奖学金

• 2017—2018 年度莘泽生命

科学奖学金（一等奖）

• 入选生命科学学院“拔尖人

才培养方案”

陈新元，2017级生命科学学

院本科生，连续三年获得国家奖

学金；入选生科院“拔尖人才培

养方案”，科研成果多次在国内

各大会议中以海报形式进行展

示，且完成曦源项目一项，望道

在研课题一项，现作为课题“低

级别胶质瘤复发甲基化图谱构

建和诊断试剂开发”的队长参加

全国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获

得北京协和医学院“4+4”医学改

革试验班的录取。

从绩点到选择：一种能力

“绩点只是为了能有更多的

选择，而绝不能被绩点所困……”

尽管三年累积绩点位列专业第

一，但在陈新元眼中，“绩点”更重

要的是辅助的方式，而非目的。

在大一分流阶段，陈新元以全自

然科学试验班排名第一的绩点进

入了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专

业，虽然在大多同学眼中，“物理

系”才是他的“最优选”，但陈新元

坚持听从内心的选择，投入到生

物科学的研究领域之中，这在他

眼中，即是一种选择的能力。

也正是出于对“绩点”这样的

理解，陈新元没有拘泥于本专业，

主动选修数学、计算机、大数据等

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也自学了临

床医学的相关课程，在他看来，这

些尝试都让他对未来种种可能的

去路有了更具象的理解，也帮助

他做出更适宜自己的选择。

从课堂到科研：深入探索

至此，在通往目标的路上，

“科研”成为了陈新元深入探索生

物医学领域的重要方式。在分流

进入了生物科学后，陈新元马上

加入了生科院石乐明老师实验室

实习，“科研是系统性地深入学习

某个方向，所以当你确定了自己

要钻研的领域，就可以循序渐进

地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从踏实

完 成 手 头 的 每 一 个 任 务 开 始

……”

陈新元也是这么做的，在大

二上刚入实验室阶段，他跟着学

长学姐看文献、做数据模拟，大二

下熟悉了方向后，自己立项、做课

题，他的课题“Illumina 850K甲基

化芯片质量控制和分析流程优

化”完成了曦源项目的结项，其成

果还以海报形式展示在2019年第

15届全国计算（机）化学学术会议

上。陈新元坦言，科研要趁早，尽

早在这一环境中去学习、去完

善。也正是多学科的知识储备，

让他在交流中能从计算机数据统

计、公共卫生政策实施的角度更

多元地思考问题。

从象牙塔到社会：新的感悟

陈新元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从社区到医院，这些经历更丰富

了他对于“临床医学”的理解。在

临终关怀志愿者活动中，他和同

学们为重度肝硬化的老人筹办了

一个简单却温馨的生日会，出乎

意料的是，几周后重访时，他被告

知老人的病情竟奇迹般地好转

了。在陈新元原先的认知中，作

为科学的医学是“绝对的”，是精

准的药方，是限定的生存期，但在

临终关怀的过程中，他渐渐懂得

医学有很多不确定性，意识到沟

通和关怀的重要性。此后，他到

闵行中心医院预实习。新冠疫情

期间，他志愿在家乡的社区辅助

疫情防控。

陈新元对于未来的想法是开

放式的，也是听从心声的。一如

他对优秀标兵这份荣誉的理解那

样，在“理解这个社会之后遵循内

心，磨练自己，将所学化为价值实

现。”回顾自己的复旦四年，他欣

喜自己具备了一份愈发浓厚的家

国情怀，“我越来越会想，‘这个社

会需要什么’？”，陈新元相信，经

历的东西会逐渐转化成目标的一

部分，他愿意把未来交给时间，享

受求知的过程，且行且思索。

文/项天鸽

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人物

本书是2017年复旦大学“马

克思主义研究工程”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工程”（简称复旦大学“两大工程”，

焦扬主编）的重要研究项目之一。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

用。毛泽东同志先后4次集中研

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

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

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

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

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

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10月《中

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通过后，邓小平同志评价说：“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

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改

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形成了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

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

点的政治经济学，开拓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本书最重要特色是始终紧扣

和立足于当代中国，用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阐释中国实

践，力图全景式展示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本书的框架设计在保留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的所有制

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外，主要基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围绕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大现实和

理论问题展开阐述，尤其是从政治

经济学角度完整清晰展示出新中

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

十八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

成功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丰富和发展。

本书另一个特点是从政治经

济学角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行全面梳

理和学理化阐释。习近平新时代

经济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标志着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达

到新高度，对引领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建设和理论大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

对一些重大基础理论提出创新性

见解，尤其是对十八以来的重大现

实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阐释。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作者：周文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理解社会 遵循内心 磨练自身

程俏媛: 2018年通过推免进

入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攻读

博士学位。她在学业上脚踏实

地，在科研上勇攀高峰，在学生

工作和志愿服务上积极担当。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力求全

方面立体式发展的她，在未来也

将继续追随信仰、砥砺前行。

勤于学业，扎根基础数学

程俏媛的研究方向为可积

系统反散射理论，属于基础数学

中难度较大的前沿领域。程俏

媛常常在自习室钻研到近午夜

才回寝室休息，躺在床上，脑海

中回想的依然是还未理解的知

识点。

天道酬勤，程俏媛逐步实现

了单学年所选课程全A的目标，

荣获博士生国家奖学金、华为奖

学金、优秀学业奖学金、优秀博

士候选人奖学金。更利用理论

性较强的 Deift-Zhou 速降法给

出了混合 NLS 方程的统一渐近

公式，以第一作者身份将这一有

意义的结果在国际著名学术刊

物《JMAA》上成功发表。

坚定理想，做《宣言》传人

怀揣“始于信仰、源于热爱、

忠于理想”的初衷，程俏媛 2020

年初加入了复旦大学“星火”党

员志愿服务队，为来自社会各界

的参观团队提供志愿讲解服务。

她表示，《共产党宣言》精神

对她这个理科生而言，最重要之

处在于“经世致用”。通过将理

论联系实际、联系日常的学习和

生活，《共产党宣言》“像一盏明

灯，引领前进的方向。”她坦言，

每当在数学上遇到晦涩难懂、百

思莫解的问题时，陈望道老先生

昔日翻译宣言的坚韧意志总能

为她努力克服困难提供动力与

支撑。

疫情期间，程俏媛借鉴各大

场馆微信预约界面，利用数学优

化思想，协助老师完成了预约规

则和流程图设计的工作。同时，

她还通过线上线下采访的方式

记录周围人的心态情绪和思想

转变，也帮助他们疏导和排解因

为疫情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学思践悟，追求全面发展

程俏媛自入校以来就担任

起了团支书的工作，多次获得学

校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等荣誉

称号。在党支部活动中，她也表

现活跃。

她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从

小学习舞蹈、书法和琵琶，曾是校

合唱团的一员，参加过上海学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主题歌会、中日音乐交流会等演

出。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 传统

意义上的学霸”，而是“追求一种

全方面立体式发展的生活。”闲暇

之余，会去跳舞机上放松，弹一弹

《霸王卸甲》《十面埋伏》。

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提高

效率，程俏媛会在一个时间段内

专心做一件事情。每天早晨，她

会将一天的任务做一个规划，一

般将工作放在上午处理，而晚餐

后到睡觉前是她状态最好的时

候，这个时间段则集中精力专业

学习。“学习和工作可以达成有机

的结合，我在工作中收获到的成

就感、见识到的新事物，实际上能

提高我的情绪状态、促进我的思

维转换，反而对学习产生裨益。”

程俏媛的导师、数学科学

学院教授范恩贵评价，“基础数

学需要学生静心凝神、甘于寂

寞，而她在兼顾各项学生工作

的同时还能努力把喜欢的数学

做好，每一篇论文的形成都是

她大胆探索、严谨求证、辛苦付

出的结果。”

未来，程俏媛希望继续投身

科研，“技术的革新与理论的创

新是密不可分的。”她希望将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基础学

科更好地助力国家和民族的发

展。同时，她也希望传承“星火”

担当，在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方

面继续贡献。

文/温瑞琪

• 2019-2020学年博士国家奖

学金

• 2018-2019学年华为奖学金

• 2018-2019学年优秀学业奖

学金

• 优秀博士候选人奖学金

以“数”梦为马，传“星火”精神

标兵心语：首先需要各方面综合能力的优秀，更需要兼具情怀和视野，能在理解这个社会
之后遵循内心，磨练自己，将所学化为价值实现。起到榜样示范的理解作用，融入同学，在同
学间倡导一种自我实现、回报社会的良好学风。

标兵心语：学业脚踏实地、科研勇攀高峰、坚持学思践悟、主动担当作为。内在真谛正如总书
记“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以追求卓越、服务群众为信仰，在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言行一致。

学生
标兵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