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一鸣：数学科学学院2017级本科生，以3.90的绩点名列专业第一，多次获得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

他的标兵心语是：“优秀”难以用指标度量，希望在这个充满活力与机遇的时代，将个人价值追求与国家的命运结

合起来，并用全部的热情与精力为之付出。

加入基础学科，立志攻坚克难

进入复旦前，魏一鸣没有明

确的目标，在高考综合评价面试时

把经济类专业填在靠前位置。但

进入自然科学实验班后，他逐渐被

数学学科的魅力深深吸引。“很多

漂亮的定理和方法并没有讲清楚

细节和证明，并不能满足我的好奇

心。”经过一年的努力与坚持，他顺

利转入数学科学学院。

一门又一门艰深的的专业课

程占据了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他

耐住性子，探索琢磨，不断提高钻

研和思考能力，在老师同学们的质

疑和提问中，学习如何把概念和逻

辑以精准、清晰、直观的方式表述

出来。

经过四年的摸索与积累，他

的学习心得是：“无论专业课还是

通识课，专注地探索自己感兴趣的

课程或者方向，愿意多花时间，更

多地以过程为导向而非结果，可能

是比较重要的。”

探究前沿问题，融入时代发展

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人工

智能这一前沿领域渐渐对魏一鸣

产生了新的吸引力。

在二专的一门课程上，他看

到了类脑智能与技术研究院院长

冯建峰的讲座视频，拥有数学科

班背景的冯建峰致力于将数学方

法应用于神经科学的研究，这给

魏一鸣带来了极大的触动。“理解

大脑是这个时代最困难、也最有

趣的科学问题之一，计算模型能

够帮助我们站在更高的视角上，

更好地看清大脑的全貌。”他认

为，对大脑工作机制的理解很可

能是未来智能技术的基石，因此

他选择了数据科学作为第二专

业，以进一步开拓眼界。

在冯建峰老师、马宁宁博士

后和谢超学长的指导下，魏一鸣着

手课题研究，“理解认知和行为背

后的机制，尤其是计算层面，真的

让我非常非常痴迷。”

他大量阅读文献、摸索研究路

径、确定研究课题、开展数据分析，

进行了《刺激驱动动作及预期驱动

动作的神经机制差异：基于HCP

脑磁图数据研究》，目前已经给出

了主要分析手段和结果，正在对行

为学的结果进行最后的分析延伸。

科研并非一帆风顺，魏一鸣

坦言，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研究中

出现失败是一种常态，学会了摆正

心态不断面对挑战。“我喜欢做研

究的节奏，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大

量地了解已有的工作，清晰地定义

问题并尝试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质疑自己、不断地修正。”

服务基层社会，践行青年责任

“我希望为社会做出贡献。”魏

一鸣最希望做具有突破性、能够应

用并且服务于大众的研究。“我选

择做的大脑的计算模型就是这样

一个探索，它与分子层面的研究相

互补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疾病机制。对精神疾病治疗有指

导与应用意义。”

他这样描述梦想：有一天，研

究人员能帮助治疗一类或几类精

神疾病，让精神病患者得到平价且

有效的治疗方案。“要实现这样的

愿景仍有很远的路要走，这将是我

一直努力的方向。”

目前，他的阶段目标是完成

博士训练，在前沿问题上有所思

考、建树。“我相信应用问题的突破

离不开基础学科的支撑，行稳致远

的耐力终将为科研带来意义深远

的突破。”与数学的结缘既是初心

使然亦是时代召唤，让自己热爱的

科学研究服务于人类和社会，则是

他作为数学人的使命和担当。

此外，他担任院系青志部部

长，坚持参加志愿服务，是思源五

期的学员，参与了三年的暑期实

践。 文/刘岍琳

2016-2017学年度国家奖学金

2017-2018 学年度上海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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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大学生数学竞赛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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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尝试真正在常理上说清

楚当今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从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由中国共

产党来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的系

列重要讲话已经对这两个问题作

出了全面深刻的论述。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

探讨“中国实现民族振兴何以必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

论证中国突破苏联模式的必然性，

其次论述中国既不能汇入西方资

本主义的洪流，也不可跟在民主社

会主义后面亦步亦趋，更不应完全

以“中国传统”作为方向。唯一选

择是把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和人类

文明的发展逻辑有机结合，让马中

西三大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中交互贯通。提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把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

理想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共同理想统一在一起，破解了落后

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世界性的

难题。

第二部分旨在回答“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何以必须由共

产党领导”。阐述在当今中国共产

党执政地位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

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

共产党领导的启示讲起，论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存

在着内在关联性，决定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

导。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没有

改变其性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合法性”主要源自以人

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党的“经济绩

效”合法性资源背后是“执政为民”

的“合法性”。

第三部分力图进一步回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何

以必须更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赋予

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使命，主要矛

盾的转化了加强和坚持党的领导

的迫切性，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

领导是实施“四个伟大”的必然要

求。从各个角度说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需要

党把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凝聚在

一起；唯有党才能保证人民的主体

地位；更需要党指明正确的航向与

目标；全面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依

仗于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新时

代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以及只有

把党自身建设好才能实现党的全

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陈学明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引领青年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命运

2018年，李文韬通过第十七

批人才工程进入中文系开始博士

生生涯，与此同时，解锁了人生的

新篇章——成为一名辅导员。从

当学生到辅导学生，李文韬重新

定位自己，立德明道、追求卓越，

努力引导今日学子成为明日之栋

梁，并悉心学术研究，全面发展，

获得国家奖学金、博学奖学金和

优秀学生等多项荣誉。

“弃”医从文的故事

十年前，李文韬通过自主招

生考进复旦大学医学实验班，很快

发现这并非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于

是在大一下申请转入中文系。此

后，他在中文系从本科到博士，一

待便是九年，“中文”在他的青春里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一名学子，李文韬从未

忘却初心，好学力行，认真对待学

术研究，勤奋刻苦，点校多部古

籍，撰写发表多篇论文，深知只有

个人积极进取，才能更好地传递

出追求进步的态度。

前人的嘉言懿行始终激励着

他。无论是党政领导处理学生工

作的事无巨细，还是导师对学术

研究的认真严谨，都引导他朝着

优秀的方向快速成长。他认为，

所谓优秀即为德、才、健的三者合

一。道是立身之本，需将政治品

格与个人道德相结合；才是成事

之要，终生学习是人生进步之根

本；健是立身之基，健康的体魄和

积极的精神是一切的前提。

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明晰

了未来发展方向。恰如《文心雕

龙》所言，“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

于政事哉”。李文韬说，中文系的

学习逐步填满了他的未来画卷，

“我也想把自己的笔杆子用起

来”。

于是，他开始逐步接触学生

工作，成为一名辅导员，将个人发

展融入祖国的事业之中，努力成

就小我和大家的“万里功名”。

青涩园丁终成长

辅导员的工作远远比李文韬

想象的复杂。

刚刚带班一个多月，李文韬

就迎来了辅导员生涯的第一次挑

战。2018年10月底的一天夜里，

他在办公室学习时突然收到一位

学生的短信：“李导，我们在北区

出了点儿意外。”看到信息后，担

心人手不够，他叫上舍友一起赶

忙跑去现场，快速将同学送至医

院，在病房和大厅之间游走整晚，

一边疏导受伤同学情绪，一边做

好各项工作对接。那一夜，李文

韬清醒地熬着，直到黎明到来，同

学家长到来后，他才松了口气。

“辅导员的各种能力并不用

主动培养，遇到各类事情以后就

会被迫成长”，在李文韬眼里，学

生事无小事，从生活琐事到未来

就业每一项他都必须一一经手。

经过这样事无巨细的锻炼，

李文韬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带班经

验。首先，依托中文系，有效整合

各方力量，提升党建带班的能力，

遇事主动向系里领导、老师寻求

帮助，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更多选

择。其次，秉持动态原则，及时改

进工作方法，根据学生的特点及

时调整带班工作，多与其他老师、

同事交流，总结提升工作方式。

此外，作为一名学生同龄人，以己

度人，主动研判学生心理，同时主

动将自我调整心得分享给学生。

游走于学术研究和学生工作

之间，从刚入校门的新生到如今

的读博生活，李文韬认为所获成

绩皆来自于复旦和各位老师的开

放与包容，“在这样环境中，我才

能自由成长。”

悠悠百载，沪上风流，文章焕

烂垂星斗。在复旦的百年星空

下，一代代复旦人写下他们的青

春故事。李文韬的故事仍在继

续，面对未来，他相信，“优秀”是

信念与坚持的结果，坚持下去，自

然会得到命运的奖赏。

文／徐俊奕

2020.10国家奖学金

2019.12博学奖学金

2019.12优秀学生干部标兵

•
•
•

学生
标兵风采

李文韬：中国语言文学系2018级博士生。为第十七批人才工程（二期）队员，任中文系2018级学硕班辅导员

兼2018级学硕党支部书记。任中系研究生会副主席。他的标兵心语是：以德立身，将政治品格与个人道德相结

合；终生学习，牢记成事之要，学习先进本领；身心健康，保持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精神。

行稳致远的耐力终将带来突破

追求人品，卓越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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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