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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侯逸凡———

棋品为先 德重于智
侯逸凡， 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2级本科生。
她是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 12次

代表中国夺得世界重大棋赛冠军， 拥有国
际级运动健将和特级大师称号。 2013年，
未满20岁的侯逸凡第三次荣登世界“棋
后” 宝座， 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三冠棋
后”， 同时荣获多项年度体坛大奖,她也成
为2013年最耀眼的大学生运动员。

侯逸凡不仅棋艺高超，而且通过勤奋努
力， 顺利地兼顾了繁重的学习和比赛任务，
还投身国际或区域交流活动，凭借她在世界
智力运动舞台上展现出的超凡才华，为中国

大学生和中国梦增光添彩。
由于她为国争光、 全面发展的优异表现，

《大学生》 在2013年将侯逸凡作为一期杂志
的封面人物， 并对她的奋斗故事进行报道。

侯逸凡曾说，“棋品为先，德重于智”是她
下棋和生活的原则。 2013年3月5日，侯逸凡参
加了以“敬老爱老”为主题的志愿服务。 她还
担任了北大“雏鹰公益社” 的一名志愿者，
手把手地为北大附小、 幼儿园的孩子们传授
棋艺。 她讲棋颇具亲和力， 特别受小朋友们
的喜爱。 如今， 侯逸凡还是北大国际象棋课
的一名助教， 她的教辅工作同样十分优异，
获得师生的一致好评。

编者按 日前， 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人民日报社共同指导， 人民网、 大学生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揭晓， 共有10名大学生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 20名大学生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 1名大学生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特别
奖。 近年来， 以大学生年度人物为代表的大学生先进典型不断涌现， 他们用自己的拼搏和奋斗， 生动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
充分展现了青年学生健康向上、 勇于担当的青春风采。 本报今天推出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特别报道， 介绍他们的事迹。

复旦大学 仰志斌———

新能源材料的不倦探索者
仰志斌， 男， 中共党员， 复旦大学先

进材料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博士
生。

2013年12月5日， 在美国波士顿举办
的世界材料研究学会年会正进行着一场隆
重的颁奖典礼。 这个在材料、 物理、 化学
等多领域极负盛名的国际学术组织将年度
优秀博士生奖颁给了从世界范围内层层选
拔出的33位青年人。 来自复旦大学的博
士生仰志斌是其中唯一一位亚洲获奖者。

仰志斌研发出一种新型线状的染料敏
化太阳能电池， 经国家光伏检测中心的认
证， 效率达到8.45%， 是目前线状太阳能

电池效率的保持者； 他首次研究出可拉伸的
线状超级电容器， 对于该项工作， 世界顶级
期刊英国 《自然》 杂志以“研究亮点” 进行
了专题报道， 国际化学权威期刊德国 《应用
化学》 对此项工作举行专门的新闻发布， 世
界材料研究学会在其首页专门报道。 他迄今
发表SCI学术论文43篇 （总影响因子达451），
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2篇 （总影响因子达
152）。 他申请中国发明专利14项， 其中6项专
利已经获得授权； 他还曾获得2012年教育部
“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2013年国家奖学
金， 2013年巴斯夫———先进材料院士奖和
2012年复旦大学“学术之星” 等多项荣誉。

健康向上勇于担当的青春风采

天津农学院 刘伟———

背着继父上大学
刘伟，男，中共党员，天津农学院人文

学院2012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专升本2班
学生。

2011年的中秋节，意外降临刘伟的家
庭。他的继父在给亲戚家帮工时，不慎从凳
子上摔了下来，颈椎错位导致高位截瘫，丧
失了自理能力。面对重病在床的继父，看着
继父殷切的眼神，他清楚地知道，只有完成
学业才能更好地照顾继父。 在继父的鼓励
下， 他决定在困难中前进———去参加高职
升本的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刘伟终于考
取了大学本科。 叔叔和姑姑看到刘伟这样
上进，就想把他继父送去养老院，以解他的

后顾之忧。 可是，刘伟却担心别人照顾不好继
父，他说：“父亲已经习惯了我的照顾，况且爸
爸把我养大不容易，就算再难我也要守在父亲
身边，对父亲负起责任。 ”就这样，他毅然背起
继父踏上了求学之路。 他每天早早起床，然后
给继父穿衣服、擦脸、刮胡子、做早饭，把继父
抱到轮椅里以后，看着继父吃完早饭，再把电
视打开，这才出门去上课。

刘伟的感人事迹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他先后被授予第三届天津市道德模范、第四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等诸多荣誉， 并在2013年9月份同全国道德模
范一起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华中农业大学 安玥琦———

热心支教资助贫困生
安玥琦， 女， 汉族， 中共党员， 华中

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食品科学专业
2013级研究生。

安玥琦现任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
愿服务队” 常务副队长， 曾任研究生支
教团党支部书记、 红杜鹃爱心社副社长。
荣获2013年湖北省“十佳杰出青年志愿
者”、 2014年“洪山好人” 等称号， 并带
领团队荣获2013年“中华儿女年度人
物”。 《人民日报》 专题报道其支教心得，
中央电视台、 新华网、 中国教育电视台等
先后采访她的感人事迹。

2012年临毕业前夕， 成绩列专业第
二的她毅然决定放弃保研， 赴贵州省毕节

市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大水乡大石村华农大
石希望小学支教一年。

2012年12月， 安玥琦带领队友在百里杜
鹃风景名胜区普底乡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时，
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切接见。
2013年5月， 她在贵州山区观看了习近平总
书记与各界青年朋友的座谈会， 感受到了无
限正能量。 12月5日， 她收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给“本禹志愿服务队” 的回信， 备感振奋。

支教这一年， 安玥琦用微薄的支教补助
先后资助5名贫困学生， 联系到5家爱心企业
和2所小学累计捐赠20台电脑总计20多万元
物资。 加入“本禹志愿服务队” 6年来， 安玥
琦结对帮扶20余名聋哑儿童。

陕西省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邓琼月———

临危不惧 见义勇为
邓琼月， 女， 汉族， 陕西省汉中职业

技术学院护理系护理专业2009级五年制
高职生。

在大学期间， 她获得“优秀学生标兵”
荣誉称号。 入校以来各方面表现良好， 政治
上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党的基本
路线和基本纲领， 严格要求自己， 思想进
步， 热爱所学专业， 勤奋学习， 成绩良好。
她尊师爱友， 关心集体， 乐于助人， 具有优
良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文明行为。

2013年10月31日凌晨， 邓琼月在市
中心医院骨一科实习时， 市中心医院发生
了一起陪护人员用菜刀砍患者的事件。 生

死关头， 邓琼月和另外一名护士毫不犹豫地
冲了过去， 奋力拦阻歹徒继续行凶， 最终在
他人帮助下， 夺下了歹徒手中的菜刀， 挽救
了患者的生命。

邓琼月临危不惧、 勇救患者的事迹， 受
到媒体的广泛关注， 并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
中央电视台、 新华网、 《中国妇女报》、 《陕
西日报》 等30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邓琼月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白衣天使” 的光荣称
号。 目前， 邓琼月已获得省市“三八红旗
手”、 “陕西省三八巾帼标兵”、 省市“优秀
共青团员”、 “汉中市中心医院最美护士”、
“汉台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等称号。

山西农业大学 江利斌———

为了和家乡的约定
江利斌， 男， 中共预备党员， 山西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艺术设计专业102班学生。
进入山西农业大学以来，江利斌秉承

“理论联系实际，实际结合市场”的理念，
立志扎根农村、服务农民、建设家乡，积极
要求进步， 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
观。 从2008年至今，他在黎城县北委泉
村，把漫山遍野毫无经济价值的被遗弃
的野生核桃楸子树改接成有经济价值
的食用核桃树和麻核桃树。 2008年开始
学习核桃的嫁接与修剪，2009年做核桃
改接方面的实验，2010年暑假建起了核
桃园子。 2011年收集保存太行山上不同
种类的优质野生麻核桃资源。 2012年底

注册了黎城绿翼核桃专业合作社。2013年开
设了果树嫁接专业技术培训班。 为当地20多
户农民增收6000余元。 至今共计改接麻核桃
3000余株，鲜食核桃3000余株，嫁接梨树200
株，总占地面积约400余亩。

江利斌现已在家乡注册了黎城绿翼核桃
专业合作社， 是黎城县第一家由大学生带领
农民脱贫致富的专业合作社。

江利斌于2012年获得学校“十大自强之
星” 荣誉称号， 2013年在学校五四青年表
彰中获得“学雷锋优秀青年” 荣誉称号，
2013年央视新闻综合频道以《回乡创业， 为
了和家乡的约定》 为题， 对江利斌进行了专
题报道。

清华大学 吴佳俊———

在困难和挫折前不退缩
吴佳俊， 男，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学院

2010级本科生。
吴佳俊学业成绩优异， 以近满分的成

绩连续三年名列年级第一，曾获得“大学特
等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微软亚研院优
秀成果奖”等诸多奖项。 他科研能力突出，
已在计算机视觉顶级会议CVPR上发表了
两篇文章，并被邀请为论文审稿人；他利用
经济学双学位， 开展与计算机交叉的激励
机制在肾脏交换网络中的运用研究。

进入大二， 吴佳俊完成了论文 《基于
多示例学习的物体聚类》 和 《互联网图片
的中层概念学习》 等， 并在计算机视觉领

域顶级会议IEEE� CVPR （国际计算机视觉
与模式识别会议） 上发表。 吴佳俊的研究成
果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随后他接到了麻
省理工、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普林斯顿
的实验室访问邀请。 这期间， 他又以第一作
者身份向CVPR� 2014提交了三篇包含交互
图像分割、 大数据动作识别等主题的论文。

谈及科研， 他用了最朴素的两个字———
“坚持” 来概括：“无论我们想在哪一行取得一
些成绩，都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可能遇到种种困难与挫折，但不
能放弃或退缩，只有克服这些困难，才能迈上
新的高度。 ”

湖南大学 范石钟———

让中国设计登上国际舞台
范石钟，男，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2010级本科生。
有着全球设计界“奥斯卡” 之称的德

国“IF国际设计大奖” 和全球设计界公认
最高奖项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这些
全球设计师和企业毕生追求的至高荣誉，
范石钟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 这些
成绩的取得， 源于他对设计的独到见解，
源于他的勤奋与努力， 也源于他立志让中
国设计登上国际舞台的梦想。

有志者， 事竟成， 苦心人， 天不负。
2012年， 还在读大二的范石钟登上了全
球顶级设计大奖的领奖台， 而这一切还仅

仅只是一个开始。 在斩获两项国际设计大奖
之后， 范石钟又连续拿到了二十多项国际国
内设计大奖。 其中包括个人作品 《MINI洗衣
机》 获瑞典electrolux设计实验室全球100
强， 大陆仅有3名设计师获此殊荣； 在2013
“海峡杯” 福建(晋江)工业设计大赛中， 以大
学生身份参加专业组设计角逐， 与诸多大型
企业竞争并最终获得铜奖； 2013年下半年，
范石钟又荣获国家设计界最高奖项“中国设
计红星奖” 银奖。 由于突出的设计才华和做
出的社会贡献， 他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政府
认定为第四类“优秀人才”， 还被湖南大学授
予“湖南大学十大杰出学子” 称号。

中国科学院大学 徐萌———

从捐助中得到满足
徐萌， 男， 中共党员， 中国科学院大

学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物理化学专业博士研
究生。

徐萌出生在哈尔滨一个普通的工薪
家庭。 父母、 爷爷、 奶奶从小就教育他
要帮助别人、 要做一个好人。 徐萌的第
一次捐款是在2005年。他的捐款通过希望
工程被用到绥化市青冈县一中名叫小吕
（化名）的高中生身上。 小吕当时正在读高
中一年级，品学兼优，由于父母常年生病，
家中一贫如洗面临失学。徐萌捐助的3000
元如雪中送炭，让他继续学业有了信心。

上大学后， 徐萌参加了“希望社”，

旨在帮助困难家庭学生。 “希望社” 经常到
贫困地区搞社会调查、 和贫困学生结对子。
他做勤工俭学、 做家教， 在学校食堂打工，
每个月收入400多元， 每年攒下的4000多元
全部用于捐助。 从高中毕业至今， 徐萌已资
助了16名特困高中生和大学生， 累计个人捐
款达3.8万元。 如今， 徐萌与他捐助的好几个
贫困学生都保持着联系。

10年来， 徐萌用他微薄的力量帮助了十
几个贫困学生。 在努力帮助这些贫困学生的
同时， 徐萌先后写出了 《贫困地区农民医疗
情况的调研》 和 《贫困地区农民子女教育情
况的思考》 等调查报告。

新疆职业大学 热汗古丽·依米尔———

旗帜鲜明的“新疆最美人”
热汗古丽·依米尔， 女， 维吾尔族，

中共预备党员， 新疆职业大学中国语言
学院汉语翻译2012级专科生。

热汗古丽·依米尔1989年2月10日出
生在新疆阿克陶县玉麦乡阿玛西村 。
2012年9月至今在新疆职业大学中国语言
学院汉语翻译2012—2班上学。 热汗古
丽·依米尔在校期间表现很好， 思想上旗
帜鲜明， 积极参加班集体和学校组织的各
项活动。

热汗古丽·依米尔政治思想稳定， 原
则性强， 进取心也很强。 待同学温和、 活
泼， 平易近人， 从不爱出风头， 对领导、

老师尊敬有加。 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
处处以身作则， 随时以实际行动影响、 感染
周围的同学。

热汗古丽·依米尔2009年12月被克州党
委政府评为“先进个人”，2010年12月被克州
党委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2012年5月1日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2年5月4日获得
克州“五四青年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
四青年奖”、全国“五四青年奖”，2012年7月
被评为全国“自助就业、 创业优秀个人”，
2013月5月1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3
年9月26日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2013年
10月被评为“新疆最美人”。

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