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第二届校园治理大

赛“年度提案奖”“最佳人气奖”

2018年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手球（高校组）男子甲组第一名

2019年第三十三届中国大学

生手球锦标赛男子乙组第四名

2017-2018学年上海市奖学金

2018-2019年度国家奖学金

2019年 11月第十七届“贸仲

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

辩论赛“团体一等奖”“个人突

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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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豪：法学院2017级本科

生，学业绩点位列班级第一。曾

获2017-2018年度上海市奖学金

和 2018-2019 年度国家奖学金；

在复旦大学法学院学生刊物、青

年法学会会刊《阶梯》2019 年第

81期发表《我国P2P网贷监管信

息披露激励机制研究》，围绕

“P2P网贷保持着金融本质”这一

核心观点，分析我国立法以强制

性监管为基本思路，缺乏完善的

信息披露激励机制的现状，提出

应当在信息监管激励相容理念

的指导下构建双向信息披露激

励机制，形成 P2P 网贷监管激励

相容的市场治理格局。同时，作

为复旦大学第四十七届学生常

任代表，他还制定并落实了“推

进复旦大学素食窗口建设”的提

案。一路走来，他对法学愈发热

爱，对理想有了一份更加平和的

执著，坚定地走自己所选择的成

长道路。

高明豪用“法律”这个简单

而又闪光的词来概括自己在复

旦的日子，“我接触最多的就是

法 律 知 识 及 其 背 后 的 法 律 思

维”。除了法学专业知识，在这

四年里，每一堂课、每一个案例、

每一次法律实践，都培养了他独

立思考的能力，“使我习惯用法

律思维和视角来看待一些社会

问题和热点事件，避免想当然地

作出判断、妄下结论。法学让我

逐渐积淀，离独立思考更近了一

步。”对他而言，学习法律就是一

个理解“天理、国法、人情如何相

互影响”的过程，一个对自身所

处社会及时代不断反思和加深

认识的过程。

谈及对于法学的热爱，高明

豪直言不讳地说最开始是因为

发现自己擅长文科，并且相比于

理论研究，他更喜欢实务工作，

对于与人打交道、参加社会实践

满怀热情。于是他便选择了法

学这门专业。进入大学，在不断

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中，他把法学

描述为“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一

门学科”。在他看来，法学在某

种程度上是一门规范的学问，是

一门平衡的学问。“通过规范法

律主体的行为及不同主体之间

的社会关系，以实现不同社会利

益之间的动态平衡。所以在学

习法律的过程中，我需要透过社

会现状，去思考社会关系的本质

和秩序构建的逻辑”。

高明豪投身于社会实践，在

实践中运用所学、不断精进。在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人民法院

挂职锻炼、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

法院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经历

让他坚定了从事法律实务工作

的理想，加深了对法律行业的了

解，升华了对法律人身份的认

同。“通过自己所学可以帮助更

多有需要的人，解决他们所面临

的现实问题。”法律，让他感受到

了知识的力量和运用知识帮助

他人的快乐；复旦，让他坚定了

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初心。

复旦的生活明媚而热烈，热

爱运动的高明豪还是名副其实的

“阳光少年”。长跑、手球、篮球、

铁人三项……都是他的“心头

好”，“这可能是天生的，已经成为

我生活的一部分”。对他而言，运

动不仅仅可以放松，更能在锻炼

体魄的同时磨砺意志、广交益

友。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优秀的

法律人必定是活到老、学到老的，

我希望能保持对运动的热爱，以

健康体魄、充沛活力为祖国奉献

好几十年！”高明豪说。

目前，高明豪已获得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研

究生推免资格。在未来，他立志

成为一名从事涉外民商事案件

审判工作的人民法官，“我觉得

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法官。像

正义女神雕像一样，一手执利

剑，惩恶扬善；一手持天平，维护

公平正义；用面纱蒙住双眼，用

内心坚守法治信仰”。

而这条人生路，是复旦给他

夯实了地基。 文/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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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工程两大工程””丛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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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对现代国家

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集中体

现在四个始终坚持。

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

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

心价值取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成熟稳定巩固的政治基

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

十三条需要突出坚持和完善的制

度，处处都贯彻着人民至上的政治

理念和政治价值。只有在任何时

候都把人民放在制度建设的中心

位置，只有始终把满足人民需求作

为制度改革的驱动牵引，这样的制

度才能真正为人民所坚持和拥护，

这样的制度才真正具有长青的政

治生命力。

始终坚持中央权威不动摇。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局，在大

变革大调整的转型时期，中国风景

这边独好的秘诀就在于始终有一

个毫不动摇的核心权威——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在于，在国家

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

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

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始终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

伟大成功，关键就在于中国走的是

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与西方

不同的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各国国情不同，每个

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

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

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

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

优势性，就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

中华文化根基。

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勇气和

能力。人类历史已有的经验告诉

我们，制度都具有自我僵化、自我

封闭的内生逻辑。如何走出制度

衰亡的“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

产党始终探寻的一个重大政治问

题。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如何才能防止祸起萧墙呢？唯有

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

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

腕。这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具有政治活力的政治秘诀。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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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独立思考的人生

潘旭东：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三年级直博生，已有多项相关研究

成 果 在 TPAMI、S&P、USENIX

Security、ICML 等国际顶级会议

和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作为网络安全科研工作者，他深刻

认识到了网络空间安全对于保障

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立志为

建设网络强国贡献力量。

大二时，就读于软件学院的

潘旭东因一个前沿讲座接触到了

网络安全问题，加之跟随一位学

长进行关于机器学习的基础理论

研究，让他产生了将二者结合的

想法。老师们注意到他扎实的数

理基础和技术能力，有意识地引

导他开展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于

是他从大二起就开始跟随杨珉老

师和张谧老师开展研究工作。

这一研究方向在当时看来还

比较冷门，然而已经有大量不法

分子试图从人工智能中发现漏洞

以牟利。潘旭东说：“做这种安全

研究就是去发现系统里存在的安

全漏洞，找到修复漏洞的方法，以

保障诸如金融、医疗等重要领域

的安全。”

本科期间，他就完成了关于

图像对抗攻击的研究，并被国际

机器学习顶会 ICML‘18 录用。

到目前为止，已以第一作者发表

四篇文章，一篇在预发表期间。

在研究生阶段，随着人工智能和

5G网络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的研究

方向也更加聚焦于分布式智能系

统的安全和隐私问题，特别是这

类分布式系统中部分节点被恶意

攻击或控制时的安全性问题。

以他曾发表在USENIX Se-

curity上的一篇研究成果为例，在

车联网等分布式网络中，由于许

多智能终端构成了分布式的智能

系统，攻击者便有可能通过攻破

其中某些终端以操控整个系统的

安全。他们的研究成果相当于设

计了一种防范措施，使得整个系

统哪怕有一半以上的终端被攻

破，仍然可以安全、正常地运行。

一路走来，他收获了许多荣

誉，这与他追求卓越的态度、严以

律己的努力和心怀社会的担当关

系密不可分。

潘旭东一直保持着规律的日

常作息。早上八点半、九点左右

抵达实验室，晚上八点半离开，很

少熬夜。从高二开始学习钢琴的

他，至今保持练琴的习惯，在悠扬

的琴声中得到些许放松。

他喜欢阅读哲学和社会学著

作。西蒙娜· 薇依对法国工厂的

调研带领他思考资本积累的方

式、思考机器和自动化对人类精

神世界的影响；汉娜· 阿伦特《人

的境况》则让他将批判的目光投

向当下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

行为方式，看到人在高度科技化、

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情境下，

仍然具有的“复数性”以及开启新

的行动能力。

这些书籍虽和他的专业并不

相关，但在潘旭东眼中，哲学和社

会学的思辨无疑可以培养自己对

抽象问题的思考力。另一方面，

出于阅读原作的爱好和追求，他

不断自学外语，为了读村上春树，

他从高一开始学习日语，已经达

到N1水平。为了读普鲁斯特的

《追忆似水年华》，他又断断续续

地学习法语，目前已经可以熟练

阅读和交流。

在兼容并包的曦园生活的七

年，在潘旭东的记忆中，是图书馆

和课堂间的每次穿梭，是从书本

和讲座中汲取关于人类文明各个

方面的知识，是和老师同学们从

研讨班走回实验室的路上对于领

域前沿进展的热烈讨论，以及那

些思维碰撞的奇妙瞬间。

不论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

近思”的谆谆校训，还是作为网络

安全科研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

任，都激励着他在知识的疆界砥

砺前行。 文/温瑞琪

2020年：国家奖学金（博）

2019年：复旦大学华为奖学

金（硕）

2018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新

生奖学金一等奖

寻找和挖掘人生的无限可能

标兵心语：保持严谨进取的人生态度；勤奋学习，保持端正刻苦的学习态度，发扬勤奋严
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团结乐群，以集体利益为重，服务集体、奉献集体。

标兵心语：优秀学生应当追求卓越，在所处的科研领域深耕，努力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
应当心怀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攻研对国家建设具有实际意义的关键技术，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
•

•

学生
标兵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