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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
-2021 学年度学生标兵系列出炉
21 个集体和 40 个个人荣获各类标兵称号
2020-2021 学年度复旦大学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标兵、
优秀学生集体标兵评审结果出炉，最终遴选出 20 名优秀学生标兵、
20 名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和 21 个优秀学生集体标兵。评选的目的在
于积极引导全校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先进集体
和个人在全校学习和工作中的影响力。

本科生优秀学生标兵
詹静芳 中共预备党员，外国语
言文学学院 2019 级翻译专业本
科生

梁舒煜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级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
业本科生

李炳萱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董宇泽 中共预备党员，计算机科学技
院 2019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术学院 2018 级保密管理专业本科生
姜辛宜 新闻学院 2018 级新闻学
专业本科生

卢奕玚 中共预备党员，基础医学院
2018 级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本科生

喻知博 物理学系 2018 级物理学 王祎宁 公共卫生学院 2019 级公
专业本科生
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
刘代能 中共预备党员，核科学
与技术系 2019 级核工程与核技
术专业本科生

侯东岳 中共预备党员，药学院
2018 级药学专业本科生

顾嘉伟 中共党员，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 2019 级国际政治
专业博士研究生

林 田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级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
博士研究生

进入部队，苏比很快转换角

所门口写过字，不放弃所有学习

色，时刻以一名士兵的标准严格

与提升自己的机会，成绩一直名

2018 级本科生苏比·艾合买提与

要求自己，迎难而上适应军营生

列前茅，
参加竞赛获得数学、
物理

软件学院 2019 级本科生赵瑞荣

活。从上海到海拔 3700 多米的

双项全国二等奖，最终以优异的

获 2020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西藏军营，苏比首先要克服高原

成绩考上复旦大学，成为县里二

星”奖学金。

反应，刚开始跑 100 米都需要吸

十年来第二个本土复旦大学生。

氧，到后来爬坡 3 公里都不在话

2019 年 10 月，赵瑞加入网络

下。但在结业考核时，她却出现

安全六星战队，随后便开始了夜

苏比·艾合买提作为预备党

了重度贫血的情况，跑 3 公里测

以继日的勤学苦练。2020 年，他

员，能充分认识到青年的时代使

试用了 25 分钟。苏比开始有点

连续作为主力参与众多国内、国

命。2019 年 9 月，她从上海应征

气馁，畏惧跑步。在班长的鼓励

际网络安全赛事，取得了 2020 华

入伍，于西藏某部队服役，服役

下，她给自己定了目标，
“ 不管多

为鲲鹏网络安全全国第三、2020

期间获“优秀新兵”称号，入选高

慢，就是走路也要坚持完成”，凭

安天杯网络安全大赛全国第五、

原女子飞行班。2020 年 6 月，与

借着这股勇气和不服输的劲儿，

2020 TCTF 腾讯网络安全大赛

西藏军区文工团一同前往国家

最终她出色完成了新兵训练任

新锐赛全国第六、2020 世界黑客

重点帮扶的贫困县进行巡回演

务，获得
“优秀新兵”称号。

大师赛全国第六等一系列荣誉。

她是积极向上的高原战士

在部队两年，苏比成为了一

每一次的比赛对赵瑞而言

进的陆军”业余文艺比赛，获得

名积极向上的高原战士，她发挥

都是一次学习挑战的洗礼，数百

陆军业余创作汇演集体二等奖，

大学生士兵的专业优势，入选了

篇顶级论文的阅读，数十万行代

傅宇倩 中共党员，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 2020 级计算机应用技
术博士研究生

担任领舞获得个人三等奖。其

高原女子飞行班，
负责号称
“战神

码量的功底，无数日夜的积累与

先进事迹受到解放军报、中国青

之眼”
无人机的执飞。

痛苦的磨砺，才最终铸就了胜利

朱立远 中共预备党员，微电子
学院 2020 级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道。

赵茂雄 物理学系 2017 级凝聚态 张 立 中共党员，航空航天系
物理专业直博生
2020 级流体力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维一 中共党员，化学系 2018
级有机化学专业直博生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
学金近日揭晓，我校材料科学系

出。2020 年 8 月底，参加陆军“奋

研究生优秀学生标兵
王文欣 中国语言文学系 2020
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

苏比·艾合买提、
赵瑞同学荣获
2020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

蔡婷婷 中共党员，护理学院
2019 级护理学博士研究生
卢文涵 中共党员，附属中山医
院 2016 级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
研究生

优秀学生干部标兵

年 报 、央 视 新 闻 等 多 家 媒 体 报

他战胜困难勇敢向前

的花朵。2020 年七月，赵瑞进入
腾讯科恩实验室开始网络安全

苏比从小生活在新疆生产建

赵瑞积极投身网络安全技

技术的实践应用，成为了腾讯科

设兵团，每天在部队号角声中醒

术领域。进入大学一年内，从无

技年龄最小的实习生。同时，与

来，
耳濡目染之下，
她的内心萌生

到有熟练掌握多门编程语言，精

腾 讯 的 专 家 一 起 ，在 2020 的

出参军的梦想。从初中开始，她

通各类渗透测试技巧与思路。

DEFCON 世界黑客大赛总决赛

在国家援疆政策扶持下成长，在

取得多项网络安全大赛全国奖

上拿下了世界冠军。截至目前，

沿海城市接受教育，她立志以参

项；获得 DEFCON 世界黑客大

赵瑞接受了多家国内著名信息

军的方式回报祖国的培养。

赛总决赛冠军等荣誉；接受多家

安全科技公司的邀请，在上海、

2018 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

国内著名公司邀请，分享网络安

武汉等地分享网络安全技术与

复旦大学，进校后报名参加国旗

全技术与攻防经验；受邀担任网

攻防经验；受邀担任国际安全比

护卫队，成为一名护旗手。训练

络安全相关比赛的命题人；参与

赛的命题人；参与了全国多次攻

时她认真严谨，
力求完美，
一步一

全国多次攻防演练，担任队伍攻

防演练，担任队伍攻击与防守主

个脚印磨炼意志；
执行任务时，
她

击与防守主力。疫情期间主动

力，积累了丰富的实战技术与沟

镇定从容，
听从指挥，
一丝不苟完

参与防疫志愿服务工作，在抗疫

通技巧。

成工作。在校园内看到征兵标语

一线参加志愿活动近四个月。

中国语言文学系

经济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孙辰玥 许慧楠

马欣榕

胡 哲

李则宇

“我爱你的方式，
是为你守护一方

赵瑞从未惧怕苦难对他的磨

己出身于大山，
来自于人民；
我的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瑞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

微电子学院

护理学院

安全的家国”
，
她内心的当兵梦再

炼，积极战胜各种困难，
“ 志存高

使命是利用微末所学为国家网络

向莉婧

武智鹏 段宇涵

黄宇杰

何小豪

一次点燃。2019 年9月参军入伍，

远、
自立自强”
是他的座右铭。他

安全的发展贡献力量，是用自己

历史学系

数学科学学院

大数据学院

历史地理研究所

主动提出到边远艰苦地区锻炼的

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坚强奋

的技术去帮助更多的人。
”

意愿，最终成为杨浦区唯一一个

斗能够决定未来。从小到大，他

赴西藏服役的女兵。

在住院部台阶看过书，在医院厕

郭怡冰

马再霖

李俨达

叶 鹏

法学院

高分子科学系

基础医学院

附属中山医院

纪明岑

时家悦

陈诗婷 苗润泽 闫林雨

孙肇星

优秀学生集体标兵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9 级本科生班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级信息 1 班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0 级硕士生班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2020级软件工程本科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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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青春为”第一个复旦“奋斗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的传统活动，突出优中选优，彰

入新时代，青年的成长成才也

显榜样力量。历届标兵们传承

学习始终是第一要务。

产生了新的历史方位和环境条

复旦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勇担

追寻梦想。建设“第一个复旦”

他 们 始 终 砥 砺 前 行 ，不 懈

哲学学院 2019 级本科生班

材料科学系 2019 级本科生班

件。
“ 志 不 立 ，天 下 无 可 成 之

时代使命，放飞精彩梦想，展现

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复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本科生班

生命科学学院 2019 级本科生班

事。”新时代的复旦人，面向民

青春作为，充分发挥了励志成

青年的旗帜和奋斗指南。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0级硕士生班

公共卫生学院 2019 级本科生班

族复兴的壮阔征途，建功立业

才的引领作用，也是复旦学子

历 史 赋 予 使 命 ，时 代 要 求

新闻学院 2018 级本科生班

药学院 2020 级硕士生班

的舞台无比广阔、梦想成真的

在服务国家发展、学校进步当

担当。当代复旦青年乘着改革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2020级博士生班

前景无比光明，要敢于有梦、勇

中贡献青春力量的缩影。

开放的春风成长，拥有更扎实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020 级研究生班

脑科学研究院 2020 级硕士直博生班

于追梦、勤于圆梦，主动担当作

他 们 发 奋 增 长 才 干 ，练 就

的知识、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广

数学科学学院 2019 级本科生班

中山医院 2020 级科硕班

为，不负韶华、不辱使命，书写

过硬本领。
“ 学如弓弩，才如箭

的天地，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

数学科学学院高年级博士班

肿瘤医院 2020 级肿瘤学硕士生班

建功立业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社会

力的群体，理应走在“第一个复

如何发展，青年要立足于社会，

旦”的建设前列。

新闻学院 2020 级专硕班

化学系 2019 级本科生班

十月评优是复旦奖掖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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