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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经千载出尘埃，从此便为天下瑞
物经千载出尘埃，
从此便为天下瑞。
。
2020 届本（专）科生“毕业生之星
毕业生之星”
”风采展评活动落下帷幕
风采展评活动落下帷幕，
，10 位候选人在终审答辩中脱颖而
出，荣获“毕业生之星
毕业生之星”
”称号
称号。
。校刊将推出专栏
校刊将推出专栏，
，
分期展示“毕业生之星
毕业生之星”
”的优秀事迹
的优秀事迹。
。
在复旦，
在复旦
，他们从懵懂走向坚定
他们从懵懂走向坚定，
，从理想通往未来
从理想通往未来。
。他们已是复旦星空里闪耀的星星
他们已是复旦星空里闪耀的星星，
，胸怀远大
理想、
理想
、矢志艰苦奋斗
矢志艰苦奋斗、
、锤炼过硬本领
锤炼过硬本领、
、心系祖国人民
心系祖国人民，
，践行着“团结
团结、
、服务
服务、
、牺牲
牺牲”
”的复旦精神
的复旦精神。
。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赵伯罕——

找到自己的路，找到热爱的事业
“即将毕业，
但其实我才刚刚
启航。我相信未来由我掌握，
哪怕
只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只要一直
向着目标努力，
那么总有一天，
我
会看到国家因我而变得更好。
”
专注科研之路
赵伯罕是坚定不移的那类
人，
一旦选择了一条路，
就会在这
条路不懈前行。高三暑假在一家
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的实习，是
他接触网络相关知识的契机；大
二进入赵进老师的实验室，是他
踏上计算机网络领域科研之旅的
起点。他从此把网络安全和网络
管理领域定为事业方向，成绩始
终位列专业第一，
获得多个奖项。
他作为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SONIC 实验室核心成员，参与了
实验室国家级科研项目“面向多
业务融合的软件定义网络（SDN）
规模试验与验证”
；
申请了本科生
研究资助计划“望道计划”，作为
独立负责人完成课题的所有研究
工作。目前，他已经作为第一作
者完成四篇论文。学习与研究提
高了赵伯罕的科研能力与创新水
平，也让他对何谓科研有了更加
深刻的理解。
他也在探索中选定了未来之

路，将前往清华大学交叉信息学
院网络科学实验室继续学习，希
望在感兴趣的领域中拓展。
培养创新精神
建设更快、更稳定的网络体
系结构一直是他的研究目标。
赵伯罕认为，发现问题是一
切研究的起点。因此他勤于思
考，尝试寻找问题、解决问题，在
此过程中主动培养创新精神。
他积极参与工业界的项目研
发，担任了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
公司的研究实习生；与清华大学
交叉信息研究院的吴文斐团队一
起参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自适应
网关技术合作项目。
通过把科研成果与工业界需
求结合的实践过程，他更深刻地
认识到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
用研发，本质上都是在为建设一
个更快更稳定的网络体系结构做
努力和尝试：优化数据平面的转
发效率，让网络数据的传输速度
变得更快；识别不同流量的应用
类型，更精准地为不同的服务需
求分配带宽；完善故障发现和修
复机制，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和承载能力。
2019年9月起，
他成为了英特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唐溪若——

复旦生涯是一场蜕变
“我的故事从通过保送生考
试进入复旦开始，
那时刚被调剂进
入小语种的我，
不敢想象会在复旦
成为一名辩手、一位跨学科研究
者，
会出国交换并立志献身教育事
业。

灾害后心理干预》的翻译。目前仍
在华师大跨文化儿童发展实验室
研究儿童社会认知等议题。
结合科研经历、专业优势和
对教育事业的热情，
唐溪若独立完
成了两项以国内农村儿童和国外
华裔群体为样本的课题。2018
跨学科的学习和发展
年，
她申报的课题《跨国家庭的经
“该如何更好地帮助他人成
历与愿望：
华人移民社群的家庭语
长呢？”
这是唐溪若曾一直思考的
言意识形态分析》入选曦源项目，
问题，
而复旦宽松厚实的通识教育
从语言学及社会学角度，
研究美国
给她寻求答案提供了一切可能。 华人移民家庭的语言政策，
为缺乏
她加入多个心理专业课题组:参与
中文教育资源的移民家庭提出了
陈斌斌教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建设性意见。2019 年，她进入哈
项目，
在家庭实验中探索第一胎儿
佛大学斯诺实验室，
参与哈佛教育
童基于第二胎出生前后过渡阶段
学院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持
的变化因素；
参与陈侃教授的发展
的农村学前教育项目。作为唯一
心理学课题组，
长期负责复旦附小
一名国内高校本科生，
她在高效完
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设计教授 4
成数据处理工作之余，
独立创建出
门儿童社交情感能力培养课程。 农村教师反馈性言语质量评估的
这期间，
她渐渐萌生了聚焦儿童发
编码系统，
并将之运用于独立课题
展、
关注人类命运的志向。
《共享阅读的重要性：
中国农村幼
疫情期间，
她主动参与《重大
儿教师反馈性言语的使用分析》。

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的研究实习
生，
参与网络处理性能优化、前沿
新技术应用研发等项目；2020 年
初，
他参与了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
究院吴文斐团队的研究项目，
探索
工业网络领域的热点问题与前沿
科研成果的结合点，
努力推动网络
科技的进步和相关成果的落地。
“实际落地的工程与纯学术的研究
有很大区别，
需要更多地考虑现实
因素，
考虑每一个环节的潜在问题
和收益对比”
，
赵伯罕在项目推进
的过程中，
体会到发现问题和创新
能力是科研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
也感受到了科研实践的乐趣。
复旦精神伴一生
赵伯罕积极参加学生工作与
社会实践活动，担任班长和学生
会干部，
是思源计划第五期成员，
这些经历丰富了人生阅历，增加
了生命厚度，也让“团结服务牺
牲”
的精神浸入心灵，
伴随一生。
作为班长，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他主动担任班级健康
联络员，每天关心同学的身心健
康；
作为校学生会干部，
他组织过
百团大战、上海市大学生智力运
动联赛等多项大型活动；作为思
源成员，他在京津冀地区进行社

《中国哲学史十讲》
作者：
郭齐勇

• 2017 年获得上海市奖学金
• 第五届全国高校软件定义网
络应用创新开发大赛优胜奖
• 2019 年获得国家奖学金
• 2020 年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会调研，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访
学；
作为家乡的一员，
他以义工和
志愿者身份投身建设。
2017 年 7 月，他赴甘肃省张
掖市明花乡支教，第一次作为老
师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学生们
期待的眼神，
他切身理解了“知识
改变命运”
，
努力学习，
努力科研，
不仅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在
于现在或者未来的研究成果能够
使更多的孩子受益，能改变更多
人的命运。
在实践与服务的过程中，他
更 加 理 解“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的宗旨，也重温了自己的入
党初心。

2019 年11 月她应邀参加哈佛上海
的
“中国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会
议”并做学术海报展示，12 月为
“全国幼儿园语言教育研讨会”
撰
写专题摘要。
未来，
在研究“跨学科人类发
展研究”
的路上，
她将继续秉持
“学
好外国语 做好中国人”的外院精
神，
潜心学术研究、
立志科研报国。
演绎复旦风采 服务校园发展
唐溪若曾任复旦英文辩论队
队长。四年来致力于在国际舞台
上讲好中国故事、推进文化交流。
她在英语演讲与辩论中不断磨炼
语言与思辨能力，
为复旦在多项国
内外赛事中争得荣誉
唐溪若积极投身公益与文体
活动。在本科生院招生宣传和中
欧高级别人文交流会议中，
作为志
愿者累计提供 130 余小时的服务；
在日慈基金会公益大赛中，
以法律
教育主题教案斩获冠军；
作为志愿
者协助美国华人教育非营利组织
Little masters 在华支教活动，累计
服务 300 余小时；
疫情期间她参访
20 余名海外华人，
发布 2 篇阅读量
3000+的推文。作为啦啦队成员

• 2017 年 沪港澳英语演讲与辩
论交流赛冠军、
总决赛最佳辩手
• 2018 年 亚洲辩论学院（韩国）
挑战赛，
亚军
• 2018 年 第二十一届“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全国
总决赛一等奖、
最佳辩手
• 2019 年 日 慈 基 金 会 益 学
workshop 大学生教案设计公益大
赛，
冠军
• 2020 年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参与校运会开幕式、
健美先生等体
育活动。
文/刘岍琳

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
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
国的社会管理、中间组织很多，例
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
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会、农
会、工会)等为载体，以民间礼仪、
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
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
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就
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的。
儒家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政
治中的指导作用，甚至提出士大
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主张。除为
直接参政而抗争之外，儒家有其
言责，批判与主动建言，为广开言
路而抗争。传统社会中儒家的政
治参与和批评，绝非摆设，亦非无
关痛痒。
在一定的意义上，皇权与知
识分子儒生的关系常常出现拉锯
战，知识分子儒生代表老百姓的
诉求，反映人民心声，伸张人民权
益。中国古代的士人、儒生、君子
与古希腊到近现代的西方知识分
子之间有深刻的一致性，甚至在
政治参与、相对文明的政治制度
的设计与政治实践方面，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比西方知识分子有过
之而无不及。儒家知识人是民间
百姓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理念、制
度设计、实践精神、道德勇气等方
面的遗产，至今对我们建构以人
民为主体的政治文明有很大的参
考意义，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
要资源。
“五四”
以来，
有关中国社会政
治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对
儒家的理解上，不少人有误会，有
简单化、想当然、缺乏理性分析的
倾向。政治制度与知识分子的境
遇之间，
知识分子的状况与国民精
神的状况之间，
息息相关。中国传
统政治文化有其自身优长与特色，
其中良性制度的建构来自传统士
人的抗争、积极运作与设计；知识
分子的精神代表了国家、
民族的精
神，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自己正道
直行的精神与人格。在现代中国，
应继承光大传统，参与、推动现代
化的健康发展。
更正：本刊 1196 期一版
《497 位援鄂英雄荣归》文中，
中山医疗队和援鄂医疗队返
沪时间 3 月 31 日和 4 月 1 日错
误，应分别为 4 月 1 日和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