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2012 年 9 月1 日起，国家教育部、财政部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由中央财政出资，用于奖励普通高等学校中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研究生。

全国每年奖励 4.5 万名在读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 1 万名，硕士研

究生 3.5 万名；奖励标准为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3 万元，硕士研究生

每生每年 2 万元。

为做好研究生奖学金工作，我校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制定了《江西农

业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我校研究生奖学金

评选工作的补充通知》、《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试

行）》、《江西农业大学学生资助工作问责细则》等奖学金管理实施文

件，切实做到有规可循、有据可依。同时，还成立研究生奖学金评审

领导小组，分管校领导任组长，研究生院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

纪委、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研究生院、财务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导

师代表组成。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研究生院，负责日常工作

及相关材料的收集保存。各研究生基层培养单位成立研究生奖学金评审

委员会，由单位主要领导任主任委员，研究生导师、管理人员及研究生

代表任委员，负责本单位研究生奖学金的申请组织、初评等工作。

2020 年，我校认真开展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经研究生

本人申请、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初评、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复评、江西省

教育厅评审、国家教育部批准，我校 44 名研究生获评 2020年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博士 7 名，硕士 37 名），发放奖学金总额 95 万元。

为激励广大研究生向“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

突出”的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学习，树立优秀典型，特制此汇编，以激

励研究生勤奋求学、刻苦钻研，提升培养质量，为我校有特色高水平

大学建设添砖加瓦，为“科教强国”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https://baike.so.com/doc/6781557-6997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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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罗海华

2018 级博士

农学院农业生态学专业

罗海华，2018级农业生态学博士，作物生理生态方向。读

博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SCI论文 1篇，共同第一作者身份

发表SCI 论文 1 篇，参与发表 SCI 论文 2篇，参与发表中文期刊

论文 6 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陆地棉茎根贮藏碳再动员的

生理机制与调控》和《陆地棉碳代谢酶协同表达对种子－纤维库

碳分配的影响及与衣分形成的关系》2项，参与省级 2项目，参

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项目 1项，参与横向课题 2项。获

得 2次学业奖学金；荣获江西省农牧渔业技术改进奖一等奖，第

10完成人；荣获江西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人生格言：要得到，先成为



2

累就对了，因为你在走上坡路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罗海华

罗海华，男，汉族，1986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

2018级农业生态学博士研究生，师从汤飞宇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外源激素与密度互作对陆地棉茎根贮藏碳再动员的生理机制研究。博士

期间主要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陆地棉茎根贮藏碳再动员的生理

机制与调控”（项目批准号：31960385）的工作。自博士入学以来，他延

续了硕士阶段的刻苦钻研，没有丝毫懈怠，不敢丝毫放松， 对自己有更加

严格的要求和更高的目标，在导师的指导与关心下，在同学和师弟师妹们

的鼓励与帮助下，他经过不懈的努力，博士期间，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SCI期刊《Field Crops Research》(IF:4.308，JCR TopQ1）发表论文 1篇，

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 SCI期刊《Archives ofAgronomy and Soil Science》

(IF:2.135，JCR Q2)发表论文 1篇，参与发表 2篇 SCI，目前准备投英文

文章一篇，该同学获得 2 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他坚信累就对了，因为

是在走上坡路；他信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若经一番寒

彻骨，必得梅花扑鼻香。

一、思想方面

思想上，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汇报个人思想状况；积极主动加强

政治学习。他认真学习新党章，深刻领会“十九大”以来重要会议精神，

积极参加了党课学习和红色教育主题活动，也常常关注时事政治，及时

学习党中央颁布的决策和决议。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做到在思想上和

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

二、学习方面

学习上，他勤奋刻苦，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讲座，参加各种学

术会议，也大量阅读相关领域的专著及中英文文献，始终把学习放在第一

位，立足专业，专业课平均成绩为 86.7分，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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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争分夺秒地完成博士论文各项指标的测定，加紧时间分析和处理数

据。通过自身努力学习，他的专业知识、科研视野和思维、实验方法和技

能、软件应用与分析、研究动态及热点追踪、论文写作技巧等方面能力均

得到很大提高，通过不懈努力，他荣获了“江西省硕士优秀毕业论文”，获

得了 2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三、科研方面

自入学以来，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陆地棉茎根贮藏碳再动员的

生理机制与调控》和《陆地棉碳代谢酶协同表达对种子－纤维库碳分配的

影响及与衣分形成的关系》2 项，参与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的棉花品种区

域试验项目，参与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主持的江西省鲜食甜、糯玉米品种

区域试验项目，参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国家棉花品种区域试验

－九江点项目，参与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 2项横向项目。多次

参加了江西省作物学会及中国农学会棉花分会，参加各类讲座 20多场。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 SCI期刊《Field Crops Research》(IF:4.308，JCR Top Q1)

发 表 论 文 1 篇 ， 以 共 同 第 一 作 者 身 份 在 SCI 期 刊

《ArchivesofAgronomyandSoilScience》(IF:2.135，JCR Q2)发表论文 1篇，

参与发表 2篇 SCI，参与发表中文期刊论文 6篇。

四、生活情况

生活中，他勤俭节约，自强自力，性格开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尊敬师长，关心同学，爱护师弟师妹，为人和善，乐于助人。经常与同学

交流思想及心得，虚心向老师、师长师姐请教。他能时刻以一名党员的身

份严格要求自己；常修从警之德，常怀律己之心，用党纪法规约束自己，

用入党誓词检讨自己。

在过去的两年博士学习和生活中，他的专业知识、科研视野和个人修

养等方面均得到很大提高。



4

人物简介：

陈乐

2018 级博士

农学院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业

陈乐，2018级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博士。读博期间，以第

一作者身份发表 SCI 论文 2 篇， 分别发表在《Journal of Soil

Science and Plant Nutrition》（IF=2.156）和《Biomass Conversion

and Biorefinery》（IF=2.602）期刊上，发表了中文 A类和核心

期刊各 1篇。 独立完成导师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1660372) “生物炭对酸性稻田土壤重金属的有效性与籼米

品质的影响及机制”科研项目。连续两年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

人生格言：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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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陈乐

陈乐，男，汉族，中共党员，1992年 4月生。2012年入读江西

农业大学本科农学专业，2016年获得本校硕士推免资格，2018年本

校硕博连读，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业，师从潘晓华教授和曾勇军教授。

博士期间主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物炭对酸性稻田土壤重金

属的有效性与籼米品质的影响及机制”，围绕以江西为代表的水稻主产

区稻田土壤酸化及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开展研究工作。

在思想上他积极要求进步，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在严格

要求自己的同时，还在不断鼓励、帮助身边想申请入党的同学。关注时

政，关注身边大小事，了解和学习党的精神，时刻牢记要保持自身的先

进性，在思想行动上为同学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虚心求教， 接受同

学的监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在学习上他成绩优秀，最低分 82分（英语），平均分达 88.75

分，同专业名列前茅，通过了国家英语六级考试。读博期间积极参加

各种学术会议，其中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家级学术会议。

在科研上他认真对待每一项研究任务，大量阅读国内外相关研究

文献资料，将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同时向课题组老师咨询请教，

锻炼了自己的沟通能力，也养成了严谨的科研态度。发表了 SCI论文2

篇，中文A类和核心期刊论文各 1篇。

在生活中，他生活简朴，勤俭节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际

关系融洽，经常帮助本课题组及其他课题组同学做实验，有较好的群

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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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徐佳文

2018 级博士

林学院森林培育专业

徐佳文，2018级博士，林学院森林培育专业。读博期间，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CI 一区《Plantand Soil》和A类《应用生态

学报》上发表 SCI论文各 1篇；参与发表论文 3篇。获得

2018-2019学年校新生杯篮球赛冠军。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2次。

人生格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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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物见道，方可为君子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徐佳文

徐佳文，男，汉族，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于 2018年 9月考取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森林培育专业。入学以来，

他认真学习理论与实践，立志为祖国的林学事业奋斗终生。在德育方

面，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优秀同学看齐，积极参与各项集体

活动，积极维护集体荣誉；在科研方面，他勤奋努力，认真钻研，积

极参与老师的课题，认真完成自己的实验，不断地提升自己，充实自

己，在专业知识基础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并积极参与组会学习，努力

学习前沿知识；在创新能力方面，他善于总结、发现问题，并通过咨

询导师、查阅文献、与同学进行讨论等方法积极寻找问题的答案。在

导师的指导和自身不懈的努力下，其以第一作者在顶级期刊《Plant

and Soil》和A类期刊《应用生态学报》上各发表论文一篇。

除了工作和学习，他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获得 2018-2019学年校

新生杯篮球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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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民

2018 级博士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

人物简介：

李增民，男，出生于 1983年 4月，江西农大动科院 2018级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博士研究生。

主持完成江西省 2019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1项，

主持完成校级科研课题 1项。目前以第一参与人身份尚在研江西

省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项。共发表 SCI论文 2篇，核心期刊

1篇，省级期刊 7篇。

在读博士期间获国家奖学金 1次，美农奖学金 1次，华东六

省一市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学术交流会优秀论文奖 1次，通过国家

英语六级考试。

人生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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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李增民

李增民，男，汉族，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018级动物

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动科院瞿明仁教授，博士期间的

课程平均分为 87分。本科（2004年毕业）、硕士（2017年毕业）、博士

培养阶段均就读于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先后获得文化素质

模块奖学金 1次，三下乡优秀青年志愿者，优秀学生干部，院最佳辩手

等称号，担任过校学生记者团副团长；硕士期间曾发表核心期刊 1篇；

在读博士期间获国家奖学金 1次，美农奖学金 1次，学业

奖学金 2次，华东六省一市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学术交流会优秀论文奖

1次，通过国家英语六级考试；博士期间目前已发表SCI论文 2篇，

省级期刊 2篇，尚在投稿 SCI论文 3篇；在读博士期间主持完成江西

省 2019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1项，主持完成校级科研课题

1项。目前以第一参与人身份尚在研 1项江西省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赣科发计字〔2020〕118号文件批准立项）《胍基乙酸对肉牛瘤

胃发酵功能及微生物 ATP合成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

在思想上，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积极实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

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中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

学习方面，一直保持勤奋的态度，认真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

根据自身研究方向的要求，有针对性地研读专业相关的文献，具备了较

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知识，参加了课题组部分科研项目的工作，具

有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试验现象和相关结果能够较灵活

运用有关理论深入分析，试验过程中吃苦耐劳，且对科研工作总结报告，

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

疫情期间严格遵守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群防群控，

廉约小心，克己奉公，埋头苦干。为打赢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奉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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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绵薄之力。

“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他和博士

硕士研究生们深知“疫情只是一块磨砺我们坚韧不拔毅力的试金石，”

疫情中断的了我们科研试验的进程，却阻挡不了我们探求真知的脚

步，导师们的声声关切激励着我们勇攀科研高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愿和所有博士硕士师兄师

姐师弟师妹们一道，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拥护党的领导，

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梦笔生花，画龙点睛，早日完成学业，结出科学

研究的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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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李秋粉

2019 级博士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兽医学专业

李秋粉，2019 级博士研究生，兽医学专业，中共党员。在

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1篇，发表在

《Animal science journal》, A类期刊论文 1篇，发表在《动物营

养学报》， 主持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编号：

YC2020-B088）1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次，国家学术交流会议

1次，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1次。

人生格言：愿今后眼中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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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于勤，行成于思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李秋粉

李秋粉，女，汉族，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 2019 级兽医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均就读于江西农业大学。2019 年 9 月，

她怀着对科学的热爱和探索精神很荣幸成为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黎观

红教授课题组的一员，时光荏苒，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始终保持深思、好

学、上进的态度，在思想进步、科研学习、生活实践等方面时刻以高标

准要求自己，希望两年后遇见那个更优秀的她。

在思想上，她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力求进步，

积极学习党章党规，树立良好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每天坚持通过学习强

国保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形势。在新冠疫情期间服

从指挥，不添乱，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捐款捐物，尽可能帮助更多需要的

人。

在学习上，她勤奋努力，认真钻研，在学业课程中取得优异成绩。通

过经常性的文献阅读积累和每周参加实验室开展的seminar来学习专业

内最新研究进展，并注重日常写作练笔，不断补充课外知识，丰富和完

善自己，以严谨的态度对待科研。在试验上，加强实验技术， 严谨对

待试验过程和试验结果处理，本着吃苦耐劳的精神，面对困难迎难而上。

博士期间主要从事肉鸡热应激的研究，注重将科学探索研究与实际生产

问题相结合。在导师的指导下，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 篇，A

类期刊论文 1 篇，申请并获批 2020 年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

目。

在生活上，积极参加集体活动，配合院里的工作。有良好的作息

习惯，注意劳逸结合，坚持锻炼身体，让自己可以保持精力充沛的精神

风貌。为人诚恳、热情大方，有着良好的处事原则，能与同学和睦相

处。生活勤俭节约，绝不铺张浪费，身体力行支持光盘行动。

博士生涯已过半，经过不断努力，在思想政治、科研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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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仍有不足需要克服，她会始终以提高

自身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为努力方向，树立阶段性目标，披荆斩棘， 为

之而努力。愿今后眼中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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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

2018 级博士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

人物简介：

张青，2018级博士，中共党员，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遗

传育种与繁殖专业，于 2016年 9月获得硕士研究生推免资格，

2018年硕博连读，一直在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猪遗传改良与养殖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博士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上发表SCI 论文一篇，获得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两次。

人生格言：天才出于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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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勤于始，将悔于终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张青

张青，女，汉族，1995年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 2018级
博士研究生。她自 2012年入校，2016年 9月成功保送为江西农业大

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研究生，一直在猪遗传

改良与养殖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在政治思想层面，她积极向上，志存高远，积极学习党章党规，

关心时事政事，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始终与党保持着高度一致的思想，树立了正确的三观意识，坚持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业精于勤荒于嬉。在学业上她刻苦努力，严格自律。在农大的 8
个春秋冬夏，她专注科研，乐于学习，在研究生期间主要研究了家猪的

免疫性状的遗传解析并且利用单细胞技术深入探索家猪的免疫遗传

机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了免疫学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些生物信息

学知识，积极参加学院及实验室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主动与老师以及

同学们交流，勇于提出自己的想法。在实验室老师的指导以及同学们的

帮助下，在《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杂志上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

“Impacts of Mycoplasma loads and lung lesions on immune and hematological
statuses of pigs in an eight-breed cross hetero geneous population”；此外，也获

得了两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在生活上，她积极乐观，热爱运动。经常

与同学们一起参与羽毛球、排球及跑步等活动。她为人诚恳，做事踏实，

乐于帮助其他同学， 在帮助其他人的过程中收获知识和快乐。

这些年的风雨兼程，她收获了和蔼可亲的老师和热情友好的同

学，强化学习生活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磨练、自我约束的主体

地位；在精神需求和身心发展需求方面，也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张青

始终坚信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

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未来奋斗的路还很长，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海纳百川，地生万物。不论是在思想上、学习、生活或是其他

方面，她都积极向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探索着，一路的勤奋努力，

会换得终点的灿烂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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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方桢

2019 级博士

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

人物简介：

厉方桢，2019 级博士，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博士期间，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西典型红壤地区主要土壤类型光谱特

征及其反演研究》及多个省、厅级项目。主持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

项资金项目 1项，获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二等奖 1次，

学业奖学金 1次。

人生格言：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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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结果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厉方桢

厉方桢，男，汉族，1993 年 9 月生，共青团员，江西农业大学

国土院 2019 级博士研究生，于 2019 年 9 月考取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

源与环境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壤

学。入学以来，该同学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专业理论知识， 敢

于尝试和实践。

思想方面，他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思想武装

头脑，关心时事政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虽为共青

团员，但时刻以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认真学习党中央各项政策、精神。平时积极践行帮助他人， 关心集

体。

学习方面，他始终保持谦逊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夯实理论基础，

将兴趣与专业相结合。同时广泛阅读国内外专业文献，拓宽知识面。

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3次，作报告 2次。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

项，主持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1项，获学业奖学金 1次。课

余时间参加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获二等奖 1次。

生活方面，他朴素节俭，始终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性格开朗。

积极和老师、同学交流，团结集体，秉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与

人相处。平时喜欢看些课外书拓宽知识面；主动和留学生交流，提升英

语口语水平；进行一定的室外运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保持身心健

康。

他坚持认为成功无法一蹴而就，这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结果。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不断前行，从无到有，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未来的路虽长，也许荆棘丛生，但终归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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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饶镭

2018 级硕士

农学院农药学专业

饶镭，2018级硕士，农学院农药学专业。硕士期间以第一

作者在 top 期刊《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上发

表 影 响 因 子 为 4.872的 SCI论 文 1篇，以第二作者在

《Microchemical Journal》上发表二区 SCI 论文 1 篇，参与发表

SCI 论文 2篇，以第一作发表核心论文 3篇，普通期刊论文 3篇。

获得两次学业奖学金；曾担任农学院研究生会学习部副部长，工

作负责，表现突出，获评优秀研究生干部和优秀研究生。参与国家

重点研发项目 1项，江西省科技支撑项目 2项。

人生格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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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在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饶镭

饶镭，男，汉族。1995年 7月生，籍贯江西省抚州市。江西农

业大学农学院 2018级农药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为李保同教授。获得

两次学业奖学金，积极参加校里和院里组织的活动，荣获优秀研究生

干部、优秀研究生、暑期三下乡优秀论文和调研报告。

自 2018年 9月入学以来，他始终以一名合格的研究生行为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遵守校规院纪，认真努力按照课题组的要求完成科研

任务，认真履行学生的义务和职责。

思想上，他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通过青年大学习主题团

课和学习强国了解党内、团内相关知识以及时事政治，提升自身理论

水平和思维层次的高度；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永远保持与

时俱进，实时关心、关注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党的各

项指示精神，从一个研究生最基本的行动上践行自己热爱国家和中华民

族的信仰。

学习上，他勤奋刻苦，认真完成各门功课，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

严格遵从学校安排学习的理论知识，积极参加学校的相关学术报告，

最终以平均分 85.8分的成绩顺利通过了研究生的理论课程学习，并顺

利通过英语四级考试。

科研上，他踏实认真，遵守课题组纪律，服从课题组安排，认真完

成导师布置的任务。入学以来发表文章 12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一区

top 期刊《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上发表一篇影响

因子为 4.872 的 SCI 论文，以第二作者在二区期刊《Microchemical
Journal》上发表 SCI 论文一篇，参与发表 SCI 论文 2 篇，以第一作

者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3篇，以第二作者发表核心论文 2篇，

普通期刊 3篇。

生活上，他积极乐观，诚实守信，乐于助人，尊敬师长。认真负

责有耐心，有良好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作风。积极参与各项集体活

动， 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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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费柳莹

2018 级硕士

农学院农艺与种业专业

费柳莹，2018级硕士，农艺与种业专业。在读期间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 SCI一篇，以第二作者发表 SCI一篇，参与发表

SCI 一篇。参与国家基金项目一项。荣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2次，

荣获江西农业大学 2020年“优秀研究生”称号。

人生格言：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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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费柳莹

费柳莹，女，汉族，1995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2018级农艺与

种业硕士研究生，师从陈金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果蔬采后贮藏保鲜。

就读期间获得 2次学业奖学金及 2020年“优秀研究生”称号。在思想上，

她时时刻刻以一名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关心国内国际大事，

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积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尊敬师长，热爱同学，个性坚韧，作风朴实，坚持真理；树

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

在学习上，她始终保持谦虚严谨的学习态度，坚持刻苦学习，夯

实理论基础，广泛阅读相关专业文献，拓宽知识面。学习成绩排名专

业前列。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努力提升自己的学业水平。始终保

持勇往直前、拼搏向上的精神。

在科研上，她刻苦勤奋，认真踏实，同时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刻苦

钻研精神。努力学习本学科相关的理论、技能和专业知识，善于思考，

能够举一反三，表现出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努

力追求真理。经过硕士阶段的训练，具备较扎实的专业基础，能够针

对现行分析事物的内在本质，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科研能力较强。

生活方面，为人诚实善良，待人亲切和善，和同学关系融洽，简

朴节约。勤于律己，宽以待人。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漫漫科研路并

不是一蹴而就，是长久的事情，是兴趣、心态与坚持的完美结合。在

科研道路上，她也曾迷茫懵懂过，也走过荆棘和忐忑，但努力总会有

收获！在老师的指导下，她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愧于科研人的初

心！相信在今后的道路上，她也能做到不负韶华，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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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李静雯

2018 级硕士

农学院农艺与种业专业

李静雯，2018级硕士，农学院农艺与种业专业。在读期间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SCI文章 1篇，以第二作者身份发表 SCI

文章 3篇，参与文章发表 5篇，参加省级学术会议 1次，并在江

西省园艺学会 2019年学术年会中荣获优秀论文二等奖。获“优秀

研究生”称号。

人生格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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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李静雯

李静雯，女，汉族，1995年 10月出生，共青团员，2018级农学

院农艺与种业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杨有新副教授。于 2018年 9月

考入江西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在科研学习方面，她能认真完成专业课程安排，关注科学前沿，

广泛研读文献，认真阅读教材以及查阅资料，积极与老师同窗沟通，

巩固基础，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她先后

以第二作者、第一作者的身份在 SCI 中发表文章，积极参与学术研讨

会，并在省级学术论坛中荣获优秀论文二等奖。于 2020 年获得“优秀

研究生”称号。

在思想方面，她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积极上进，踊跃参加活

动，自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政治立场坚定， 认

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注时事政治，有较强的

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在生活方面，她性格开朗，积极阳光，即使遇到困难挫折，也会

微笑面对。她团结友爱，她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她尊师重友，感恩老师与同学的每一次帮助。

她深刻知道，科研不是一蹴而就，不是纸上谈兵，要在积累中获取

精华，实践中寻找真理；实践也不是埋头苦干，要在理论中寻找捷径。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科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天资聪颖、少年得

志，亦有厚积薄发、大器晚成，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

神，恰到好处的自信。如习主席所言：“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她将会继续努力，强化自己，希冀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出自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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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波

2018 级硕士

农学院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

人物简介：

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文章两篇，以第二作者在

《Zookeys》和《Oriental Insects》等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荣

获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学业奖学金两次。

人生格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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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杨静波

杨静波，男，汉族，1995年 9 月，江苏盐城人，江西农业大学

2018级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硕士研究生。于 2014年 9月入学江

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2018年本科毕业后以优异成绩推免至江

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攻读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

向为昆虫的形态分类学和系统发育学研究。

在思想上，他积极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

素养，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在

硕士学习阶段他刻苦学习，积极向上，苦心钻研，认真学习各门课程，

专业平均成绩取得了 90.15分的优异成绩。

在实验中表现出良好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遇到问题积极探

索，处理问题思考全面具体，具有自己的思维和想法，锻炼出很强的

逻辑思维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严谨沉着，实

验能力强，热忱于科研事业，学术严谨。

在日常生活中乐于助人，经常积极帮助他人，参加志愿服务，具有

很强的社会责任心，同时严于律己，宽容对待他人，积极做好自我。

思想上进，品行端正，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为人诚恳，学习勤奋，

做事勤勤恳恳，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在校期间荣获2次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英语水平良好，本科顺利通过 CET6，研究生期间

继续深入学习，能熟练阅读相关学科领域英文文献，自主撰写英文文章，

具有良好的专业英语写作和实际运用能力。暑期多次协助老师组织和

参与野外昆虫采集任务，采集期间吃苦耐劳，踏实工作， 乐观向上，

鼓舞士气，最终都圆满完成采集工作，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目前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SCI 杂志《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和

《Journal of Asia-Pacific Entomology》各发表研究论文 1篇，以第二

作者在《Zookeys》和《Oriental Insects》等国外期刊发表



26

论文多篇。在江西农业大学 7年的学习生涯中，他一直表现优异，

勤奋努力，乐观积极，待人友好，在师生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在研

究生的科研工作阶段更是认真投入，勇于探索，积极进取，表现出较

强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素质。对他而言，生活就是在不断奋斗中追寻和

实现自己的价值，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导师的指导

下，一直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上，不断进取，努力提高自

己的专业知识水平，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厚积而薄发，为将来步入

社会为社会添砖加瓦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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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刘磊

2019 级硕士

农学院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业

刘磊，2019 级硕士，农学院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业。硕

士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论文 1 篇，以第二作者发表 A

类 1篇。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1次，“优秀研究生”称号 1次。

积极参加学术会议，曾在江西省第二届“井冈农高杯”植物生产类

实践技能操作大赛中获得优秀奖。

人生格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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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刘磊

刘磊，男，汉族，1995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农

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师从黄山副教授。他于2015年9月考入江西农

业大学农学专业，后通过选拔进入惟义农学实验班学习，2019年9月被

保送至江西农业大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专业。入学以来，勤勉刻苦，

锐意进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努力将自己培养成专业素质过硬，科

研素养完备的专业人才。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积极上进，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知识，不断提高

自己的政治觉悟，坚持用先进思想武装头脑，用理论指导实践。他每天

坚持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学习，关心时事政治，了解国内外大事，关注

党和国家的发展形势，积极参加党支部的各项活动。他严格要求自己，

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平时的学习和实践中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2020年12月通过党政组织的考验，

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在科研和学习方面，他始终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孜孜以求，

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成长迅速。2018年9月推免确定以后，积极联系导

师，提前开始研究生科研试验。在保证自己试验顺利开展的同时，端正学

习态度，积极帮助其他师兄师姐做试验，从中学习各项指标的测定方法

和原理，各种仪器的使用和维护。在自己试验遇到困难时积极向老师同

学求助，虚心学习，永不言弃，对试验毫不放松，努力追求完美。他也

不断加强自己的科研理论水平，积极参加各种学术年会和研讨会，坚持

每天看中外文献，积极思考科学问题，有不懂的先查找文献，再咨询老

师和同学。在老师和师兄师姐的帮助下，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下，他硕士

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 1篇，以第二作者发表A类 1篇，目前 A

类 1篇在投。他时刻提醒自己端正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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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将培养自己的科研素养作为研究生期间第一要务，刻苦钻研，勇

于创新，开拓进取，永不服输。

在生活方面，他品行端正，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勤俭节约，严格

自律，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具有良好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作风，受到老

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他对试验认真负责，严谨沉稳，吃苦耐劳，具有良

好的团队协作能力。他始终认为，研究生是学习，也是工作，最重要

的就是看文献、做实验、整理数据和写文章，把这四件事情做好未来才

会有更多选择。他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积极反思自身存在的

不足，努力学习他人的长处。他珍惜时间，不负青春，始终注重自己综

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

代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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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陆思羽

2018 级硕士

林学院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

陆思羽，2018级硕士，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硕士期

间，以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 篇；获“江西省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2次；获“优秀研究生”1 次；获“优秀研究生干

部”1次；获“互联网+研究生创新创业比赛”研究生院三等奖；获

“第七届江西农业大学梅岭论坛”三等奖；曾担任林学院研究生

分会新闻部部长、2019级林学院研究生新生辅导员、2019级新

生辅导员工作部副部长。

人生格言：方向是比速度更重要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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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陆思羽

陆思羽，女，1996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汉族，本科就读于江西

农业大学林学院园林专业，后保研为林学院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硕士

研究生，导师为涂淑萍教授。在读研期间，她勤思考、善学习、乐观开朗、

积极上进，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在学习上，她勤奋努力，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扎实理论知识，并通过

实践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和阅历。读研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

刊论文 2篇；两次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获得“江西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她努力做到学一科、爱一科、精通一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发挥好

中共党员的带头作用。时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用学到的理论知识指导自

己的工作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在生活上，她性格开朗、乐观向上、乐于助人、善于沟通、团结同学、

关心他人、待人诚恳友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

守社会公德，时刻保持积极进取的良好心态。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时刻向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奋斗。积极参加学校的文娱活动，

获“互联网+研究生创新创业比赛”研究生院三等奖，“第七届江西农业大学

梅岭论坛”三等奖。

在工作中，有较丰富的学生工作经历。曾任林学院研究生分会新闻部

部长，负责分会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推广，新闻稿的撰写、审核、修订及

发布；任 2019 级林学院研究生新生辅导员，负责新生的入学引导、心

理疏导，学院、老师及新生之间信息及文件的上传下达；任2019级研究生

新生辅导员工作部副部长，负责对辅导员的管理以及统筹协调辅导员工

作的传达、交接、总结及汇报。她以高度的热情、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

及时地、保质保量地完成学院领导和老师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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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任务，获得了“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研究生三年，她虚心地向同学学习，向老师请教，不断提高自身

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自身能力取得很大的突破。踏实勤恳、及时认

真地为自己充电，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和框架，使自己不会在飞速发展的

信息社会中落伍，以便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潜能，顺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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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

2018 级硕士

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

人物简介：

刘仁，2018级硕士，林学院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

森林土壤生态方向。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Forestecology

andmanagement》发表了 SCI 论文 1 篇（3.17）、A类文章 2篇、

中文核心文章 1 篇，省刊 1篇（见刊），且参与获得中国实用新

型专利 1项。三年期间，曾在国际级会议上做研究生专场汇报并获

奖，在 2019年获得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生“梅岭”学术论坛

三等奖。获得学业奖学金 2次、获“校优秀研究生”称号 2次。人

生格言：生活就是行动，而行动就是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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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战斗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刘仁

刘仁，女，1995年生，江西石城人，中共党员，2018年 6月毕

业于江西农业大学林学专业，同年 9月保送至江西农业大学水土保持

与荒漠化防治硕士专业，在陈伏生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在各方面严格

要求自己，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现在已融入学校科研、生活的大集

体中，努力使自己做到全面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生。

在思想上，向党组织靠拢，热爱祖国，始终坚定不移；能认真执

行学校、实验室的决议，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能遵守国家

法律、法令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她始终努力学

习、积极工作，在自己进步的同时还不忘帮助别人进步，先后担任了

几位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在学业上，积极认真，研究生期间完成了学校规定的学位和专业

课程，并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了深入地了解，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平。平均成绩达 86.38，通过大学英

语六级等。

在科研上，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在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获得优秀报告奖，林学院第六届梅岭学术论坛三等奖，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科研平台建设 2019 年度工作总结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学

术报告被评为优秀报告一等奖和优秀论文二等奖。广泛阅读相关博

士、硕士论文和大量的期刊文献，并且每周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在开

阔视野的同时，对本人可能进行的研究方向的应用背景以及整个学科的

结构有了宏观的认识。此外，她发表了 5 篇学术论文，其中在经典林

学期刊《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发表了 1篇关于凋落物管理

如何改变土壤养分和微生物之间的关系的英文文章，另外中文 4 篇

（A类文章 2篇、中文核心文章 1篇，省刊 1篇）。

在生活上，待人友善，互帮互助，尊师重道。和同学关系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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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了各项集体活动。在创新能力上，在科研过程中，我善于总

结、发现问题，并通过咨询导师、查阅文献、与同学进行讨论等方法积

极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不畏困难，敢于进行新实验的探索，探寻未

知的领域。

今后，她将再接再厉，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地完善自她，

相信这些经历和积累都将成为她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她将继续保持

并发扬严谨治学的作风，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作者，做一个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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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徐丽娜

2018 级硕士

林学院风景园林专业

徐丽娜，2018 级硕士，园林与艺术学院风景园林专业。攻

读硕士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 3篇。连续 2年获得

学业奖学金； 2019-2020 被评为“优秀研究生”。此外，获江西

农业大学研究生院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三等奖、江

西农业大学“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比赛一等奖 。

人生格言：风雨兼程，有梦不觉人生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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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有梦不觉人生寒！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徐丽娜

徐丽娜，女，汉族，1994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

园林与艺术学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于 2018年 9月进入江西农业大

学，师从蔡军火教授。作为一名农大学子，在这个环境优美，学习氛

围浓厚的校园里，无论是在学习上，生活上亦或是社会实践中，她都收获

良多。她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时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妥善处

理好学习和工作两者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全面发展，以提高个人综合

能力，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在思想上，作为在校研究生中共党员，她时刻以一名优秀的共产党

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加强政治学习，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党史和

党章，认真了解我们党的光辉奋斗史，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透过对

理论知识的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自己的职

责感和使命感，提高自己的工作动力和学习，生活质量。在课余时间，

充分利用学习强国这个平台，提高自己党性修养。

在学习上，她始终牢记：学习是学生的第一要务。在农大的学习

生涯中，她认真勤奋，刻苦学习，抓紧分分秒秒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博

览全书，拓宽知识面。“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老师

和同学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她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课程平均成绩

86.41分，发表一作学术期刊论文 3篇。

在生活上，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平时她积极和同学交流沟通，和

睦相处，加深和同学的交流和理解。此外，她还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协助导

师和课题组成员完成课题设计以及实验工作。

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适应环境。即使身处在逆境中，

我们也要充满希望。做一个人格独立的女性，有自己独特的气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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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性格，用独立的思维和行为去诠释魅力的人格；做一个思想独立

的女性，你不保守不封建，你与时俱进，灵魂深处却也明媚。

风雨兼程，有梦不觉人生寒！成功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未来的目

标虽然不同，但奋斗却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她认为只要坚定信念，相

信自己，勇敢地走下去，理想一定就会实现！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坚

强勇敢地走下去。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在这峥嵘岁月

里盛开，有芳香的灵魂，魅力的人格，独立地绽放在美好的人间。



39

人物简介：

易钰富

2018 级硕士

林学院林业专业

易钰富，2018级硕士，林学院林业专业。硕士期间以第一

作者在《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发表1篇 SCI，

以共同第一作者在《Langmuir》发表 1篇 SCI；申请发明专利 3

项，其中已授权 1项；并被评为优秀研究生。

人生格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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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人事，听天命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易钰富

易钰富，男，汉族，江西农业大学 2018级硕士，林学院林业专

业，共青团员。本科就读于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艺术学院，2018 年

考入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就读研究生。

在思想上，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并深入

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

重要党的理论知识，同时深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

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凭着对科研的兴趣和实践知识的强烈

追求，刻苦钻研，勤奋好学，态度端正，目标明确，基本上牢固的掌

握了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除了专业知识的学

习外，还注意各方面知识的扩展，广泛的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从而

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为成为一名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而不懈奋斗。

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硕士期间以第一作者在《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Engineering 》 发表 1篇 SCI ， 以共同第一作者在

《Langmuir》发表 1篇 SCI；申请发明专利 3项，其中已授权 1项。

在生活上，他时时刻刻以品德至上来要求自己。无论何时何地，他都

奉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信条；待人热情诚恳，讲求诚信；平时友

爱同学，尊师重道，乐于助人；与同学发生矛盾、误会时，能首先从

自己身上找原因，并主动与对方进行沟通。

在实践上，通过辅助师弟师妹科研实验，加强了自己的团队协作观

念，锻炼了自我的协调组织能力，使得实践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同

时也锻炼了自己的交流沟通能力，并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相结合，

不仅加深了对知识的印象与理解，也提高了自己的学习运用能力。

他一直坚信随缘不是得过且过，因循苟且，而是尽人事听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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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贞

2018 级硕士

林学院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

人物简介：

冯雪贞，2018级硕士，林学院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

植物资源化学利用方向。硕士期间，参与江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以第一作者在 Natural

Product Communication上发表 SCI论文 2篇（见刊 1篇，接收未

见刊 1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6篇（见刊 5篇，接收未见刊

1篇）；申请发明专利 6项（已授权 2项）；参加 2018年全国

松香松节油及木本精油化学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获优秀论文一等

奖；获第七届江西农业大学“梅岭”论坛二等奖；获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 2次；获“优秀研究生” 2次。

人生格言：不渴望能够一跃千里，只希望每天能够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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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努力，越幸运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冯雪贞

冯雪贞，女，1996 年生，汉族，2018 年 6 月毕业于江西农业大

学林产化工专业，同年 9月保送至江西农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

用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能够进行研究生阶段继续深造她十分的珍惜，

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出色。

在思想上，她虽身为一名共青团员，却时刻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

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活跃于各项党组织活动，提高个人思想

觉悟，关注时事政治，及时学习党中央颁布的决策和决议。努力做到

积极帮助他人，为同学解决问题，关心集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学业方面，她的专业为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研究方向植物资源

化学利用，主要研究内容为靶标性分子的结构设计与衍生。学术思想活

跃、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学风良好，勤奋学习，刻苦钻研， 成绩

优秀。在所选的研究生课程中，成绩优良，课程成绩平均分为

89.0分；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8篇（见刊 6篇，已接收 2篇），

其中SCI论文 2 篇，中文核心 6 篇；申请发明专利 6 项（已授权 2

项）；投稿并作报告的国家级会议 2次，获 2018年全国松香松节油

及木本精油化学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获优秀论文一等奖；获第七届江西

农业大学“梅岭”论坛二等奖；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2 次；获“优秀研

究生”2次。

生活方面，她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充实而有条理，有严

谨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生活作风，为人热情大方，诚实守信，乐于助

人，拥有自己的良好处事原则，能与同学们和睦相处，热情交流，积

极参加学院各项课外活动，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阅历，研一开学初期

她参加了团联舞蹈社，在元旦晚会上表演节目，之后积极参加学校举办

的“文明寝室”评选活动，排名第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梦便去追，为自己的青春插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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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便会自由翱翔！人生只有梦想才会有希望，怀抱梦想，风雨兼程。今

后，她将再接再厉，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不断地完善，相信这些经历

和积累都将成为她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她将继续保持并发扬严谨治

学的作风，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作者，做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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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周嘉颖

2018 级硕士

林学院森林保护学专业

周嘉颖，2018 级森林保护学硕士。硕士期间，以第一作者

身份在《Insects》发表论文 1篇，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Journal

of Economic Entomology》发表论文 1 篇，参与获得中国实用新

型专利 1 项。参与导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 主持江西省

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1 项，多次获得学业奖学金和“优秀研

究生”称号，并获得 2019年林学院公派出国访学名额。

人生格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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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做得最好，但求做得更好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周嘉颖

周嘉颖，女，1995年生，2018年 6 月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林学

专业，同年 9月保送至江西农业大学森林保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在思想上，她虽身为一名共青团员，却时刻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

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参与各项党组织活动，提高个人思想觉

悟，关注时事政治，及时学习党中央颁布的决策和决议。努力做到积

极帮助他人，为同学解决问题，关心集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学习上，她的专业为森林保护学，研究方向昆虫行为生态，主要

研究内容为樟叶蜂寄主选择及其滞育生理等生物学特性研究。学术思想

活跃、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学风良好，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

绩优秀。在《Insects》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1 篇，以共同第一

作者身份在《Journal of Economic Entomology》发表论文一篇； 参与

申请发明专利 1项；投稿并作报告的国际会议 1 篇并获优秀汇报奖，

参加省级学术会议并获三等奖；在导师的指导下，主持江西省研究生创

新专项资金一项，参与导师多个科研项目，此外，研二在英国埃克塞特

大学开展了为期 6个月的学习交流。几年来的国内外科研训练，使她掌

握了一定的昆虫学知识，具备了开展昆虫学室内外科研的基础，理论知

识与实践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和提高。

在生活上，她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充实而有条理，有严

谨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生活作风，为人热情大方，诚实守信，乐于助

人，拥有自己的良好处事原则，能与同学们和睦相处，热情交流，积

极参加学院各项课外活动，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阅历。

她在研究生阶段所获颇丰，从学业、科研工作，到个人素质，都

得到了充分的培养和锻炼，不畏困难，敢于探索。相信每一份付出都

会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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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增亮

2018 级硕士

林学院林木遗传育种专业

人物简介：

周增亮，2018 级硕士，林学院林木遗传育种专业。在读期

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 篇，SCI论文 1 篇，

参与发表论文 6 篇；获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两次；获

江西农业大学“优秀研究生”称号两次；此外还主持江西农业大学

林学院本硕博学生创新项目一项（编号：LYC2019-03）。

人生格言：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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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周增亮

周增亮，男，汉族，中共预备党员，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 2018

级林木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期间主要从事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特色经济林重要性状形成与调控 (2018YFD1000600)子专题

木本油料重要性状形成与调控 (2018YFD1000603)的相关研究。

在思想上，他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提高个人思想觉悟，关注时事政治，用党的先进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武装自己，虚心学习，勇于探索和创新，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

观和人生观。

在学习上，他参与并完成了导师交给的各项科研任务，在这个过程

中将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同时锻炼了自己与外界沟通的能力。他坚持

每天阅读文献，做好学习笔记，认真学习前沿的科研思路和方法， 提升

自己学习科研水平。他通过自学和导师指导，学习并掌握了 R语言、

常用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并灵活应用于科研之中。他以第一作者的身

份发表中文核心期刊 2 篇，SCI论文 1 篇，参与发表论文 6 篇。他深

知学习贵在交流，因此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各项学术活动，获得江西农业

大学林学院第六届梅岭论坛优胜奖、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国际学术研讨

会暨第二届中国森林资源论坛优秀报告奖。

在生活上，他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生活充实而有条理，

为人热情大方，有着良好的处事原则，与同学关系融洽。在学习和科研

之余，积极参与院党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不断丰富着自己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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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曹斌斌

2019 级硕士

林学院林业专业

曹斌斌，2019级硕士，林学院林业专业，野生动植物保护

与利用方向。硕士研究生一年级就读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一篇，以第二作者的一篇 SCI已被接收。参与国家级学术会议 2

次，获得校一等奖学金以及优秀研究生称号，曾于中共江西农业

大学林学院研究生一支部担任组织委员同时担任研究生会办公

室主任。

人生格言：啷个哩个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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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可以不弘毅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曹斌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题记

曹斌斌，男，汉族，1996 年生，中共党员，河南洛阳人，2019

年毕业于黄淮学院，同年考取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林业硕士研究生，

师从国春策副教授。入学以来，恪守纪律、严谨务实，有勇任责敢担当。

他始终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年多的硕士

研究生生活里，在学院领导及竹子实验室各位老师尤其是导师国春策副

教授的悉心关怀、孜孜教诲下，在师兄师姐的无私帮助下，无论是思

想工作上还是学习生活上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他在人生的成长

道路上更加成熟，同时更加培养了他坚忍不拔、一丝不苟、认真务实

的性格，使其对人生有了更加执着的追求和信心！

作为支部副书记，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他关注时政，时刻牢

记要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并且在各个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在组织参

与党组织活动的同时，努力提高个人思想觉悟，在思想行动上为同学

们树立一个党员的良好榜样，虚心求教，接受同学监督。

研究生之于学生，除了学习方面积极主动、勤勉刻苦，保持各科学

习成绩优异外，更多的是钻于研究，这是他一直明白并努力在做好的。

在导师的循循善诱以及积极引导下，已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一篇， 以第

二作者投稿的SCI文章现也已被接收。他多次参加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

的学术会议以及校内讲座，以求进步。获得校一等奖学金，以及优秀研

究生称号。

同时担任林学院研究生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与研究生会办公室

主任的一年里，出色完成各方面工作任务，积极参与到迎新、运动会、元

旦晚会等各类活动中，积极组织并参与党组织活动及会议，均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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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地好评。现担任支部副书记，积极热心帮助周边党内外同学，

继续发光发热。

日常生活中的他，活泼开朗，自律自立自强，学习之余会锻炼身

体，加入了研究生篮球队，交了一众好朋友，并夺得新生杯冠军；参

加了院羽毛球赛，获得男单、男双亚军。他不怕流汗，一直在努力成

为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

他始终坚信：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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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汪 畅

2018 级研究生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临床兽医专业

汪畅，2018级硕士，动物科学技术学院临床兽医专业。硕

士期间以第一作者在《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IF:9.038）

和《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IF:4.872）发表

SCI 论文 2篇，获得研究生校奖学金 2次、大北农励志奖学金、

优秀研究生、2019年江西省政府奖学金。

人生格言：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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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信念，脚下有行动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汪畅

汪畅，女，汉族，1994年 2月生，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

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她于 2018年 9月进入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临床兽医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在导师张彩英教授的指导下主要

从事重金属对水禽中毒机制的研究。在实验技能上熟练地掌握了原代

细胞的培养，普通PCR、荧光定量PCR、WesternBlot等分子生物学

实验方法。同时在导师和导师所带团队的帮助下以及自己不懈的努力，

研 究 生 期 间 以 第 一 作 者 在 《 JournalofHazardousMaterials 》

（IF:9.038）和《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IF:4.872）

上发表SCI论文2篇，获得研究生校奖学金两次和大北农励志奖学金、

2019年江西省政府奖学金以及优秀研究生荣誉。

在思想上，她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关注时事，

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努力提高专业技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及自身价值不断奋斗。提高个人思想觉悟，关注时事政治，及时学习

党中央颁布的决策和决议。努力做到积极帮助他人，为同学解决问题，

关心集体，树立正确的价观。

在学习上，她似乎走了“捷径”，高中读的职业高中，通过对口高

考考入大学。去职高报道的第一天她的目标就是要考上大学，三年来始

终坚定着这个信念，出分的那一刻她做到了（664分）；进入大学后，

大家会觉得对口上来的基础差，会比较“宽容”，但她并不会以此来认

定自己。人生是一场马拉松，看谁能坚持到终点。从决定考研，备考

到正式成为一名研究生，这期间的她也曾怀疑过自己，但更多的是坚

信自己，用她现在研究生期间她的导师常跟她说的一句话就是： “尽

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去做了事，结果都不

会差到哪里”。以前不懂“选择大于努力”这句话，直到她在研究生阶

段遇到临床兽医这个大家庭，遇到她现在的导师，她明了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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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期间她也始终保持谦虚和严谨的学习态度，坚定的信念和满腔

的热情，课程平均成绩达 87.66，同时阅读了大量文献，为实验操作

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她在面对生活时，始终保持平常心来对待得与失，保持着积极向

上的乐观心态。她坚持锻炼，喜欢体育运动，为了让自己保持充沛的

精力，以便有更好状态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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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

2018 级硕士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水生生物生产学专业

人物简介：

王颖，2018 级硕士，动科院水生生物生产学专业。硕士期

间，参与国家淡水鱼产业体系（CARS-4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江西省大宗淡水鱼产业体系（JXARS）等项目；第一作者

在《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生物 2 区，IF：4.235）上发表

SCI论文 1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 篇；申请发明专利 1 项；参

加由江西农业大学主办的研究生第十一届“惟义”学术论坛，并获

得决赛一等奖；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1次，校一等奖学金 1次；

获“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 1次。

人生格言：态度决定一切。



55

态度决定一切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王颖

王颖，女，汉族。1995 年 12 月出生，本科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水产养殖学专业，于 2018 年被推免为本校水生生

物生产学硕士。自入学以来，她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学习目标明确、

积极进取，始终在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她坚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时刻提醒自己端正学习态度、树立积极向上心

态、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弘扬永不服输精神。

思想品德方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积极实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和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大学期间，积极地提交

了入党申请书，现是一名积极分子。接受着党的教育和监督，努力使

自己做得更好，争取早日成为有利于社会的共产党员。

学习成绩方面：根据研究方向的要求，认真学习了水生生物生产学

专业的专业课程和大部分选修课程，所选课程考试全部通过，总体上取

得了良好的学业成绩（所有课程成绩平均 80 分以上），并获得2019

年校研究生“一等奖学金”，2020 年“学业奖学金”，2020 年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及“优秀研究生”的荣誉称号。此外，通过英语四级考试、计算

机二级考试以及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水生生物类）。

科学研究方面： 在科研实践方面， 以第一作者在外文期刊

《Frontiers inMicrobiology》上发表SCI论文 1篇（IF:4.235）；以第

一作者在核心期刊《水产科学》上发表论文 1篇；以第一作者在水产

类核心期刊《水产科技情报》上发表论文 1篇；参加由江西农业大学

主办的研究生第十一届“惟义”学术论坛，并获得决赛一等奖；以第三

作者（前两位为导师）撰写发明专利 1篇（申请中）；参加了三次学

术会议，其中向“第四届中部地区水产饲料实用技术论坛”和“第 12届

世界华人鱼虾营养学术研讨会”投稿摘要并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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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面：乐观开朗，友爱同门，积极向上，积极与同门以及老

师沟通交流，实验之余，与同门打打羽毛球，锻炼身体或者看看课外书

充实自己。

今后，她将再接再厉，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保持严谨的态度，

不断地提高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她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57

张文静

2018 级硕士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

人物简介

张文静，2018级硕士，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硕士在

读期间共发表 SCI二区文章三篇， 其中以第一作者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发表两篇文

章，以共同第一作者在《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发表一篇文

章。获得学业奖学金一次。

人生格言：保命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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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走，不回头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张文静

张文静，1995 年生，受家人呵护，一路成长经历可以称得上顺

顺利利，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到了成为大学生的年龄，在报考时因为

自己的兴趣使然以及国家政策，与动物科学技术就此结下缘分。在本科

学习期间激发了她对于科研的兴趣，于是努力争取成为动物营养与饲料

科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其中经历了一些波折，回顾起来难免有所遗憾，

但是时间不会倒回，已经选择的道路是既定的事实，我们能做的只有吸

取教训，不回头地向前走。谈到自我，她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争做模范

学生起带头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思想、学习与生活。

在思想方面，她始终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听从党的指挥，遵守党的章程，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日常生活

中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个人道德品质优良，诚实

守信，乐观向上，追求进步，树立着良好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在学习方面，她的研究方向为生物技术与饲料资源高效利用。她

认真对待每一门专业课程的学习，结业成绩优良，并积极将理论与实

践进行结合，她始终相信，实践可以促进更牢固地掌握理论知识。对

于专业知识，始终保持着海绵一样的吸收力，对她来说，每掌握一门

技术就是一次进步。对于试验，始终保持着严谨科学的态度，实验前

的准备工作尤其夯实，查阅文献和预实验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不断地

尝试中摸索试验的方法，一直发现问题，保持思考，确保试验结果的

可靠。对得到的每一份数据都加以科学严谨的分析以得到精确的结

论。

在生活中，她用简单快乐的理念带动周围的同窗，与大家互相帮

助，互相激励，督促彼此进步，与老师同学相处愉快建，立了良好的人

际关系。同时她也注重综合素质的提高，依据兴趣爱好发展生活娱乐

活动，闲暇时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丰富课外生活，不断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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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自己，不停提高自身追求。

然而对于她自身的一些方面还有待提高，比如社会阅历不够，经验

不足。这些都是以后需要加强学习的地方，在以后的生活中需要多去借

鉴多去体验，从不同的活动中锻炼自我，在实践中全面发展、获得成长。

今后她将再接再厉，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不懈的信念， 在生活中

乘风破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不回头的向美好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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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兰

2018 级硕士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临床兽医学专业

人物简介：

赵玉兰，2018级临床兽医学研究生，读研期间，曾担任了

第 19届研究生会动科院分会实践部部长，2018～2019年度动科

院临床点负责人，以及动科院教学办学生助理。该同学在研究生

生涯中认真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在科研学术方面，表现

尤为突出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SCI论文 2篇，普通期刊论文 1

篇，会议论文 1篇，申请获得过国家奖学金 1次，学业奖学金 2

次，并申请获得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资金的支持。人生格言：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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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勇创高峰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赵玉兰

赵玉兰，女，汉族，共青团员，1995年 2月 15日出生，籍贯山

东高密，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018级临床兽医学硕士，

师从郭小权教授，一直从事营养代谢病和中毒病的相关研究。

一、科研方面

赵玉兰同学作为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临床兽医学的

研究生，硕士期间跟随着郭小权教授和刘平青年教授，并且一直从事

动物营养代谢病及中毒病的相关研究，参加了两项国家自然基金课题

的研究，熟练地掌握了实验室科研设备的使用，以及熟练的实验操作

技术。三年来，该同学通过努力学习，认真实验，刻苦努力，努力提

高自身能力和自我修养，经过不懈的努力，赵玉兰同学以第一作者的身

份在《现代畜牧兽医》、《兽医外科学会会议期刊》、《Science of

theTotal Environment》（IF=6.551）以及《Biological Trace Element

Research》（IF= 2.639）各发表一篇论文，均已见刊，还有一篇 SCI

论文投向《Journal of Thermal Biology》（IF=2.361），现处于送审状

态。并且于 2019年申请获得了“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资

金支持，项目编号（YC2019-S174），现处于结题阶段。

二、思想方面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赵玉兰自觉履行团员义务，执行团的决议，

遵守团的纪律，发挥团员的模范作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有着良好

的道德修养和坚定的政治方向，在 2020年，顺利通过了党课考试， 并

即将被顺利转为预备党员。她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党员标准，以坚强的意

志脚踏实地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赵玉兰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校规校纪，诚实守信，自强自立。并且一直以

“服务同学，奉献学校”为宗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崇团队精神，

崇尚集体荣誉，并被评为 “优秀研究生干部”和“优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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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荣誉称号。

三、生活方面

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把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中。该同志能够虚心听取不

同意见和建议，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及学习水

平。并且积极参加各类活动，与 2020年参加了第二届江西省高校VR

课件设计与制作大赛，并荣获“第二届江西省高校 VR课件设计与制作

大赛三等奖”

四、学习方面

三年来，赵玉兰学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严格要求自己，成绩

优异，各学科成绩平均分达 85分以上，英语四级达 450分，并于 2020

年 9 月申请获得国家奖学金。她学习上的坚毅、工作上的认真、生活

上的节俭，一直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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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

2018 级硕士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

人物简介：

陈艳，2018级硕士，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硕士期间

以第一作者在《ScientificReports》（IF:3.998）发表SCI论文 1

篇，以第二作者身份发表 SCI论文 1 篇，参与课题组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项。曾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大北农

励志奖学金、美农奖学金，获评 2018-2019学年“优秀研究生干

部”以及 2019-2020学年“优秀研究生”。

人生格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

无以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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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人事，听天命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陈艳

陈艳，女，汉族，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018级硕士

研究生。于 2014年 9月入学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专业，2018年本

科毕业后以优异成绩推免至江西农业大学攻读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微生态制剂与畜禽营养调控。攻读硕士学

位期间，勤奋努力，刻苦钻研，系统学习了专业相关理论知识，修满学

位课程，具备了较好的科研思维与实践动手能力。

在思想政治方面，拥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积极上进，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遵纪

守法，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努

力，是一个有梦想、有抱负、有责任、有时代使命感的青年。

在科研学习上，她一直对自己的专业学习充满热爱，始终把自己

的科研工作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研究生期间，以第一作者在

《Scientific Reports》发表 SCI论文一篇（IF:3.998），曾获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大北农励志奖学金、美农奖学金，获评

2019-2020学年“优秀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上刻苦钻研，敢于尝试，

积极跟随导师参与专业相关的学术会议例如《动物营养大会》等，了

解最新最全的专业知识。

在实践方面，曾担任动科院研究生分会宣传部部长，与分会主席

以及其余各部门部长协同合作分会事务，组织学院活动，举办学院元

旦晚会等，帮助同学更好适应研究生生活的同时也锻炼了她的组织与

实践能力表现突出，获评 2018-2019学年“优秀研究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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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黄超强

2019 级硕士

工学院农业工程专业

黄超强，2019级硕士，工学院农业工程专业。在读期间，

以导师为第一发明人、本人第二发明人获得授权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 3 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2项。参加第十六届“挑战杯”获得国家

三等奖；参加 2019年研究生篮球“新生杯”获得冠军；参加 2019

年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2019-2020年担任工学院

研究生支部组织委员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获聘江西省 2020年

普通高考评卷教师；参加 2020年第三届江西高校科技成果对接

会获得优秀志愿者；获得 2020年学业奖学金及优秀研究生荣誉

称号。

人生格言：最孤独的时光，会塑造最坚强的自己。



66

边学边问，才有学问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黄超强

黄超强，男，瑶族，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 19级硕士研究生，

他于 2019 年 9 月保送至江西农业大学工学院农业工程专业攻读硕士

学位，导师为吴瑞梅教授。研究生入学以来，始终保持勤奋、好学、

上进的心态，在科研学习和实践锻炼上以刻苦钻研的要求严格督促自己，

把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目标。

在思想上，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不断学习党的理论知识，用党的

先进思想武装自己，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

行为举止，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树立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关心时事政治，拥护党的方针路线，保持对党忠诚，严格遵守宪法与法

律，踏实做事，诚恳待人。

在学习上，他目标明确，态度端正，刻苦勤奋。硕士期间，课程平

均成绩 85.2。入学以来，一直以“广见闻，多阅读，勤实践”的原则来

督促各方面学习，坚持每天阅读文献，做好学习记录，认真学习前沿的

科研思路和方法，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经常向老师及师傅请教专业相

关的知识，通过网络媒体及时涉猎与收集专业相关的资料，掌握了

ADAMS、ANSYS等专业仿真分析软件。积极参与导师项目课题，努

力配合导师工作，并积极提出自己对的相关问题的看法，互相讨论，以

导师为第一发明人、本人第二发明人获得授权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登记软件著作权 2项。还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比赛、交流会， 曾在第十六

届“挑战杯”获得国家三等奖，在第三届江西高校科技成果对接会被评为

优秀志愿者。

在生活上，他尊敬师长，待人友善，团结同学，帮助他人。担任

工学院研究生支部组织委员期间工作认真负责，耐心为同学们答疑解

惑，人际关系融洽，获得了“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还积极参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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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劳逸结合，放松自己，在研究生入学篮球“新生杯”中获得冠

军，不仅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魄，结交了朋友，还能够充实和丰富自

己的生活乐趣。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科研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汗水，面对

未来，仍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不断地给自己充电，为社会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做一名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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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鄢朝辉

2018 级硕士

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鄢朝辉，2018级硕士研究生，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

专业，中共党员。硕士期间已公开发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4

篇，其中一作 1篇，二作 2篇，三作 1篇。主持省级青马工程课

题 1 项，学院研究生创新基金 1 项。担任专业负责人。连续两年

获得学业奖学金，获得江西农业大学“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

生干部”荣誉称号。担任队长组队参加江西省第七届“华创杯”市

场调查分析大赛，荣获一等奖。获得第三届“乡村振兴论坛”学术

研讨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在江西农业大学“惟义论坛”、“经管论

坛”、“青研杯”比赛中分别获得优胜奖、三等奖、三等奖。在校

期间还多次参加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举办的暑期学校

及各类调研活动。

人生格言：找准目标，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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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目标，找准方向，终有收获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鄢朝辉

鄢朝辉，男，汉族，江西丰城人，1997年 1月生，中共党员。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2014年考入江西农

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习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2018 年保研至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翁

贞林教授，硕士期间主要从事畜牧业经济及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研

究。优秀的导师与江西农业大学良好的平台使他在思想道德、科学研

究、社会实践、业务能力等方面得到显著的进步。在校期间获得“优秀

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荣誉称号，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获

得学业奖学金。

在思想建设上，他始终以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

己，坚持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和经典著作，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用理论知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

在学习和科研上，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获得 2020年江西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创新工程资助项目课

题 1项，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创新专项资助项目 1项，已公开发表 8篇

学术论文，其中 4篇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一作 1篇，二作 2篇，三

作 1篇。参与编著《江西水禽产业发展研究》一书共五章。

在学科竞赛和学术交流方面，担任队长组队参加江西省第七届

“华创杯”市场调查分析大赛，荣获一等奖。获得第三届“乡村振兴论

坛”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在江西农业大学“惟义论坛”、“经管

论坛”、“青研杯”比赛中分别获得优胜奖、三等奖、三等奖。在校期

间还多次参加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

学院等高校举办的暑期学校，不断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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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方面，自入学担任本专业的负责人以来，他始终以“奉献

学院，服务同学”为宗旨，帮助同学排忧解难、成为老师和同学之间

的纽带，尽可能地帮助同学解决相关问题。在老师的指导下多次组织

学生开展农业农村调查，在调研团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硕士期间，他始终坚定目标、找准方向，刻苦努力，不断学习，

充实自己，努力成为一个能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的成长离不开帮助过我

的老师、同学、朋友、家人，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翁贞林教授和将我

引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汤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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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俞佩娟

2018 级硕士

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

俞佩娟，2018级硕士，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

期间发表 CSSCI扩展期刊论文 2篇（其中一篇已录用待刊），

SSCI论文 1篇，会议论文 1篇。参与国家课题 1项，主持院级

课题 1 项。连续两年获得学业奖学金；获江西省第六届“华创杯”

市场调查分析大赛一等奖，2019 年江西省大学生网球比赛女子

单打第一、女子团体第一，江西省第七届“华创杯”市场调查分析

大赛二等奖，第五届江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

奖，第十二届“挑战杯”江西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第五届江西

农业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获“优秀研究生”

荣誉称号 1次。此外，还参加南京大学和南昌大学的暑期学校，

参加中国留韩经济管理年会 1次，参与组织 2019年绿色消费与

绿色营销专题研讨会。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人生格言：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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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无涯，励志笃行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俞佩娟

俞佩娟，女，汉族，江西上饶人，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 2018

级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企业管理专业，导师是汪兴东副教授。

自 2018年入学以来，她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时刻以高标准

要求自己，宽于待人，严于律己，向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不断

努力。

在思想上，她积极要求进步，热爱祖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

坚持党的领导，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关注时事政治，与时俱进，

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文化素养，积极参与党员会议，认真对待学院党

支部发布的学习任务。

在学习上，她刻苦认真，认真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研究生期间的学

业成绩平均分为 88.14分，总体上达到良好，未出现不合格现象。积极

参与师门每周的研讨会，通过与导师、同门的分享、讨论与解疑， 不断

汲取营养，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同时还通过报名南京大学和南昌大学

的暑期班，参与中国留韩经济管理年会、第三届乡村振兴论坛等学术会

议汇报，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入学以来，该生以导师一作， 本人二作

发表 CSSCI扩展期刊论文 2篇，其中一篇已见刊，一篇已被录用待刊；

以导师一作，本人四作发表SSCI论文 1篇。参与国家课题 1项，主持

院级课题 1项。连续两年获得学业奖学金，并获得

2018-2019学年“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此外，她还积极参与各项学

科竞赛，并获得 2018年江西省第六届“华创杯”市场调查分析大赛一

等奖，2019年江西省第七届“华创杯”市场调查分析大赛二等奖，第五

届江西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2020年第十二届“挑战

杯”江西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第五届江西农业大学“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在生活上，她为人友善，乐观开朗，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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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心同学，始终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此外，她还曾担任经管院研究生办公室的

助力，工作积极，表现突出。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学习之余，她还会经常运动，打羽毛球、打

网球，是校网球队的一员，积极参加了多次比赛，获得了 2019年江西

省大学生网球比赛本科甲组女子单打第一名、女子团体第一名，

2019 年第二届校网球挑战赛冠军。这两年多的硕士研究生涯，感受

过平川和缓流、也经历过高山与险滩，她感谢这一路上始终提供支持与

帮助的老师和同学们。未来她将以更加饱满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生活

工作，坚持努力，砥砺前行！



74

人物简介：

王璐

2018 级硕士

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王璐，女，1996年 3月出生，2018年就读江西农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已发表 2篇、录用 1

篇北大核心收录论文。获得江西省 2019年第七届“华创杯”市场

调查分析大赛二等奖 2019-2020国家奖学金。

学习方面积极进取：2018年以来参加过 3次数据收集调研

活动。2019 年以来参加以下学习：南京财经大学“高级微观计量

经济分析”暑期学校；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计量经济与统计前

沿理论和应用”研究生暑期学校；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研

究生暑期学校；熟练运用 SPSS、Stata、ArcGIS软件，掌握MatLab、

EVNI、geoda、AMOS等软件。获得证书：英语（CET-6），计

算机二级Visual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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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筑梦远方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王璐

王璐，女，汉族，江苏扬州人，1996 年 3 月生，江西农业大学

2018级林业经济管理硕士研究生，师从高雪萍副教授和廖文梅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森林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硕士

期间主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交易费用、农户合约选择与林地

规模经营模式研究：驱动力、效率与机制设计》研究、《需求主体、供

给效率与新型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构研究：主体异质性、供需匹配机

理与制度设计》。

（一）思想方面

王璐同学思想上积极向上，性格谦逊，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

周围同学建立了良好的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关系和深刻的友谊。

（二）学习方面

王璐同学学业上勤奋刻苦，讲究学习方法，具有较强的分析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强；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上，系统认真地研读

专业核心课程，同时主动涉及其他相关课程丰富视野拓展思维；科研

热情高，思路开阔，掌握了科学研究方法，具备较好的科学研究基础和

研究能力。

（三）科研方面

入学以来，王璐同学勤奋阅读大量相关中外文文献，积极参加学

术交流活动，做学术报告 2 次，参加过南京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暑期学校。以第二作者

（导师一作）发表北大核心期刊 2篇，录用 1篇。主持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林业补贴、区位因子对林地规模

经营的影响——基于意愿与行为不一致角度》；参与《协同推进打好

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战略研究》课题报告撰写。

王璐同学已经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英语基础，具备一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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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良好的探索精神。作风朴实，涉猎广泛，热爱自己所学，

对科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

（四）生活方面

在生活中，王璐同学积极乐观、为人诚恳、温暖阳光、尊敬师长、团

结同学，有着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积极参与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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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聂乐玲

2018 级硕士

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

聂乐玲，2018级硕士，企业管理专业。硕士期间参与发表

论文 5篇，其中以第二作者（导师一作）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 2篇，CSSCI扩展版 1篇。主持经济管理学院创新专项资助项

目 2项（编号：JG2019008，JG2020005）；获 2019年和 2020

年学业奖学金；获 2019-2020年优秀研究生；组队参加第六届江

西省“华创杯”市场调研大赛、第六届江西农业大学“青研杯”研究

生调研大赛分别获一等奖和三等奖。

人生格言：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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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为因，实行为果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聂乐玲

聂乐玲，女，汉族，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8级

硕士研究生，企业管理专业，导师为李连英副教授。本科就读于江西

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2018年保送至江西农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自 2018年入学以来，受经济

管理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所影响，以高标准严要求对待自己，向经济

管理学院优秀的老师和研究生看齐，认真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研究生

期间的学业成绩总体上达到良好，未出现不合格现象。

坚持学习，同心向党。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在思想上积极进取，

坚持对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切实执行党

的纪律、国家的法律以及学校、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自身修养。

关心国家大事，时刻与党保持一致，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习总书

记强调：“学习需要沉下心，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通弄懂，不能心浮气

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

勤学善用，知行合一。“想象你自己对困难作出的反应，不是逃

避或绕开它们，而是面对它们，同它们打交道，以一种进取的和明智的

方式同它们奋斗”。研究生期间与本科不尽相同，需要更多的努力，会

有更多的困难。但是，只要你勇于面对它，你就成功了一半。为了提升

自己，她多次参加南昌大学暑期班，并顺利结业，在暑期班遇见了很多

优秀的同学和教师，发现了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和独特魅力， 吸引她

不断前行。硕士期间参与发表论文 5篇，其中以第二作者（导师一作）

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篇，CSSCI扩展版 1篇。参与导师国家课题、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多次，主持经济管理学院创新专项

资助项目 2项（编号：JG2019008，JG2020005）；获 2019年和 2020

年学业奖学金；获 2019-2020年优秀研究生；组队参加第六届江西省

“华创杯”市场调研大赛、第六届江西农业大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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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杯”研究生调研大赛分别获一等奖和三等奖。此外，获经济管理学

院经管论坛 2项，分别是：2019年第九届“经管论坛”优胜奖，第十届

“经管论坛”二等奖。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注意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勤俭，节约，努力培养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修养。与人友善，

与同学及室友保持友好关系，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助人为乐，从各方面

关心同学，帮助同学。积极向优秀的研究生和党员看齐靠拢，学习他们

身上优秀的品质，同时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

丰碑无语，行胜于言，总结是为了更好的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在不断总结中反思自己，在不断反思中提升自己，遇到困难

和挫折始终坚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戒骄戒躁。在江

西农业大学七年的学习期间，收获满满，成长多多。知世故而不世故是

最善良的成熟，学校教予她的绝不仅仅是学习和学业上的成长，她感

恩所有的帮助与支持，她也将用自己所得所有，奋力书写一个美好的未

来，尽绵薄之力为社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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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昭豪

2018 级硕士

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人物简介：

赖昭豪，2018级硕士，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土地资源管理

专业。2018-2019学年担任研究生院研究生会实践部部长，

2019-2020 学年担任国土院研究生新生辅导员。在校期间，以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SSC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各一篇，CSCD待

刊论文一篇；主持江西省“青马工程”研究生资助项目一项。学术

交流方面，多次获得中国土地学会、林增杰土地科学发展基金、

江西省土地学会、江西农业大学等国家级、省级、校级学术会议奖

励。社会实践方面，参与国家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检查、江

西省农村困难群众家庭经济状况认定体系调研，地市级国土空间

规划项目，以及防控疫情青年应急志愿者活动。此外，2019、

2020年连续两年获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评江西农业大学优

秀研究生干部、优秀研究生、“实践之星”等荣誉称号。

人生格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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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赖昭豪

赖昭豪，男，汉族，1996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2018年 9月

推免进入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攻读土地资源管理硕士

研究生，师从陈美球教授。入学以来，在导师指导、领导关怀和同学

帮助下，他以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为首要任务，积极参与并投身多项

社会实践与创新活动，认真完成各项学生工作与组织任务，注重综合素

质的全面发展。

课程学习与学术研究方面：（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Land Use

Policy》《南方农业学报》发表论文各 1 篇，《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录用 1 篇，此外第二作者论文见刊 2 篇；（2）获得中国土地学会青

年优秀论文二等奖、土地经济研究新秀奖、林增杰土地科学发展基金优

秀论文三等奖；（3）获得江西农业大学“惟义”学术论坛二等奖；（4）

获得江西省土地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5）课程平均成绩位

列专业前茅。

社会实践与创新活动：（1）获评民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二等

奖、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优秀案例；（2）获得“挑战杯”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江西赛区二等奖；（3）获评江西省暑期“三下乡”优秀

调研成果；（4）获评江西农业大学“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优胜奖；（5）连续两年获评江西农业大学“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优秀调查（调研）报告；（6）连续三届获得江西农业大学“青研杯”

调研大赛一等奖。

学生工作与组织任务：（1）担任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会实践部

部长职务；（2）任职国土院研究生新生辅导员；（3）获评江西农业

大学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实践之星”；（4）参加研究

生院足球队。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土地学会村庄规划编制志愿

服务活动、共青团防控疫情志愿者行动，省厅级研究课题、地市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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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项目，以及各类文艺体育活动。

研路漫漫，所幸遇得农大的恩师与同学们。在读期间，他乐于与学

校老师交流、向身边同学学习。准研一期间就早早参与了课题组的社会

调查活动，2018年暑期两千里的“三下乡”之行使他一路走路、一路收

获，明白任何事情只要静下心来做，就会有收获。正式入学后， 在

导师和同门的指导帮助下，他撰写学术论文并发表，养成积极参与学术

交流的习惯，科研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此期间完成专业领域TOP期

刊论文的撰写与发表。当然，他的硕士研究生期间也常遇到失败与困惑，

在失落的时候便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看看电影或出去旅游，做好学习

与生活之间的调节。同时，他也酷爱足球运动，绿茵场上的汗水使他在

“文明其精神”之外“野蛮其体魄”，农大的每一天都使他得到成长与收

获。面对未来，他依然常怀感恩之心，饱满精神，充满希望，渴望在

学习、工作与生活中不断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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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欣

2019 级硕士

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

人物简介：

王佳欣，2019级硕士，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农业资源与环

境专业。 研究生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Thejournalof

supercritical fluids》 (SCI 二区 IF:3.744)，《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CI 三区 IF:1.249) 各发表论文一篇，另以其他作

者发表 SCI、核心论文三篇。参与 2020年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

项项目，担任第一主持。曾荣获 1次学业奖学金，江西农业大学

2019-2020学年“优秀研究生”，迎新“优秀志愿者”等荣誉。

人生格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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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王佳欣

王佳欣，女，汉族，浙江兰溪人，中共预备党员，江西农业大学国

土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生，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主要研

究方向为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自研究生入学以来，她一直保持对科研极

大的热情，认真学习、吃苦耐劳，时刻保持感恩和积极的心态，严格要求

自己，善待他人。

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培

养下，于 2020 年 12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时刻以一名党员的身份要

求自己，平时关注国家大事，世界局势动态，热爱党、热爱国家、热

爱社会主义社会。

在科研学习上，一直保持认真努力的态度，保持向上的热情。参

与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乙醇－水”混合溶剂高效液化猪粪

制取生物油和生物炭的研究》的研究工作。目前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The journal of supercritical fluids》 (SCI二区 IF:3.744)，《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CI 三区 IF:1.249)，参与发表 SCI 论文 2 篇，

中文核心论文 1篇。参与 2020年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项目，担任

第一主持。在完成自己科研工作的同时，她也热心帮助课题组成员、

同学解决实验和论文上遇到的问题，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

社会实践方面，参与了迎新志愿者，校运会志愿者、迎新晚会志

愿者；参加了创新创业协会，主持和承办了“创青春”大赛、“互联网＋”

等，使课余生活的丰富多彩。

生活上，与室友、同学友好相处，乐于助人。作为一名环保人士，

积极宣传环保思想、环保实践，更以环保的生活方式严格要求自己，

从自己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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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浪

2019 级研究生

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

人物简介：

刘浪，2019级硕士，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期间

以第一作者在《Microchemical Journal》发表论文一篇（IF：3.594），

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篇。获得一次学业奖学金，获评 2020

年度优秀研究生。

人生格言：有枪不用和没有枪是两回事，可以不做，但不可

以不会，随时把握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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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来，比较快，掌握好自身节奏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刘浪

刘浪，男，汉族。1997 年 8 月生，共青团员，籍贯江西省南昌

市。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9级研究生，资源自用与

植物保护专业，导师为李保同教授。在李保同导师的指导下，他在各

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积极向上，认真学习和实践，人际关系融

洽。

自 2019 年入学以来勤奋看书，他一直认真钻研，坚持实事求是，

时刻要求自己上进，拓展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面与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

在导师的指导以及自身努力下，2020 年硕士期间以第一作者在

《Microchemical Journal》发表论文一篇（IF：3.594），在中文核心

期刊《应用化工》、《植物保护》发表论文两篇。

课程考试成绩优秀，顺利通过英语六级，2020 学年获得“江西农

业大学学业奖学金”以及“优秀研究生”荣誉；热爱集体，关心同学，

乐于助人，人际关系融洽，谦虚务实，获得过“优秀迎新志愿者”称号；

积极参加与专业知识相关的学术讲座；在科研过程中，发现问题，会及

时总结并积极寻找问题的答案，同时不畏困难，敢于进行新实验的探索，

探索未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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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宣东

2018 级硕士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人物简介：

龙宣东，2018 级硕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在读

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Applied Intelligence》（IF：3.32）上发

表 SCI论文一篇，以第二作者身份在《Applied Soft Computing》

（IF：5.47）上发表SCI一篇，并获两篇软件著作权，参与导师

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次，连续两

年获得学业奖学金，连续两年参加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并

均获二等奖。

人生格言：时间，不在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怎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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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在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怎样使用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龙宣东

龙宣东，男，汉族，1996年 6月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主

要研究方向为机器学习、粒计算和特征选择。

思想品德方面：他时刻保持着身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高标准，

不断紧跟党组织的步伐，积极要求上进，树立良好的三观，乐于助人，

关心同学，同时在工作上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且在科研上，坚持

严谨，认真的作风，摒弃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

研究成果方面：研究生期间，他以优良成绩完成学院规定的各项专

业课程，并积极参加相应的竞赛，在两年的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中，取得了两次省级二等奖的良好成绩，同时也抓紧科研工作， 熟

练掌握各项科研工具，能够熟练检索研究方向的前沿论文，而且参与导

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国际

SCI期刊上发表论文两篇，一篇隶属于中科院二区，IF=5.47， 另一

篇隶属于中科院三区，IF=3.32。同时，他将完成的两篇 SCI 中的算

法转换为软件著作权成果并发表。

工作方面：研一担任学术部部长期间，他积极组织学院同学参与学

术研讨会，提升学院内部学术氛围；并且身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研一，研二期间，他同时担任学院研究生支部

的组织委员，为学院研究生同学入党事宜尽心尽责，积极引导同学向党

组织靠拢。

社会实践活动方面：他作为一名学生党员，积极参加各项志愿者

活动，研一在校运动会担任运动员志愿者，帮助运动员做好赛前准备和

赛后休息等工作，做好足够的后勤保障；研二在江西省 2020届普通高

校毕业生招聘会担任志愿者，和对应的企业对接，为其来校招聘做好

宣传和引领工作。此外，他同时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作为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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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羽毛球队一员，报名男双项目，参与羽毛球大院杯比赛，最后取得

团体赛第七名的良好成绩。

在江西农业大学已经度过了近 7 年的时光，回首过去，他都会以

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和学习上的一切，并同时也取得了较为

优异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校的发展给我创造的良好条件，

也离不开老师和同学们的默默关心与支持，但他也深知自身还有许多的

不足之处，在今后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上，还需不忘求学的初心， 牢记青

年的使命，继续向着理想目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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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斯璨

2018 级硕士

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人物简介：

程斯璨，2018级硕士研究生，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专业。研究生期间，主持 1项江西农业大学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以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期刊论文 2篇，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两次，荣

获 2018-2019学年度“优秀研究生干部” 及 2019-2020学年度“优

秀研究生” 荣誉称号。目前担任人文院研究生党支部宣传委员一

职，曾任人文院研究生分会主席，工作负责，表现突出。

人生格言：后悔过去，不如奋斗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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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程斯璨

程斯璨，女，汉族，1996年 11月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人

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行政管理专业，主要从事电子

政务公民采纳行为方面的研究。读研以来，她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

好知识，打好基础，增加才干，认真完成每一件小事。没有什么事情是

一蹴而就的，唯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在思想方面，她积极进取，坚持对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进一步提

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坚持每日使用学习强国APP，关注国家大事，时

刻与党保持一致。同时也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各项活动，自觉交纳党费，

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学习方面，她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识，认真听讲，课程平均成

绩达到 85分以上，并顺利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以第一主持人身

份主持 2019年度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通过阅读大

量文献、与导师保持每周至少一次的沟通交流，提升自身科研水平，发

表两篇期刊论文。连续两年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并获评

2019-2020 学年度“优秀研究生”。

在工作方面，她担任了人文院研究生分会主席、人文院研究生支

部宣传委员以及班级团支书的职务。尽管担任职务较多，但她在工作

中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配合研究生院四

大组织及人文院领导、老师完成各项工作，做好学院和同学之间沟通

的桥梁，尽自己所能为同学们提供帮助与便利。获评 2018-2019学年

度“优秀研究生干部”。

在生活方面，她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严谨的生活态度和良

好的生活作风，为人热情大方、乐于助人，与同学们和睦相处。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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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积极参与学校、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第五届和第六届文

明寝室评比中所在寝室均获“五星宿舍”荣誉称号、代表人文院参加

2019年“研院杯”羽毛球赛获亚军、参与人文院首届“人羽杯”羽毛球赛

获女子双打一等奖和混双二等奖的荣誉。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只有点燃梦想的火炬，并以沉稳、坚韧的意志，扎根于辛劳

的实践，方能舞出别样精彩的人生，方能让生命的意义充分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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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曾丽芳

2018 级硕士

职业师范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

曾丽芳，中共党员，2018 级硕士，职业师范学院教育技术

学专业。于 2018年 9月保送至江西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

读研期间，一直严于律己，刻苦学习，获得“优秀研究生”荣誉。

2019年参加学校青研杯调研大赛，带领团队获得三等奖；共发

表 4 篇文章，其中一篇核心期刊；主持 2019年江西省研究生创

新资金项目，并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参加多次学术会议，并在两

场学术会议上进行论文宣讲，其中一篇论文获得第十八届教育技

术国际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

人生格言：厚积薄发，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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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的人都值得被温柔相待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曾丽芳

曾丽芳，女，汉族，1995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

职业师范学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师从杨同华副教授。她 2014年 9

月进入江西农业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2018 年 9 月被保送至江西农

业大学职业师范学院继续学习教育技术学专业。入学以来，她认真学

习理论和研究方法，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坚持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综合素质过硬、具备一定特长且对国家、

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研一，静心学习积攒能量。虽然本科期间对于本专业的理论知识

比较扎实，但是步入研究生的学习，她发现很多东西不一样了，在论

文写作方面遇到了很多问题。他开始调整方向，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

中进行学习，针对薄弱点进行补习，请教老师、查阅书籍，学习本专

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结合基础理论进行论文研究。辅助导师整

理各类论文材料，第一次独立尝试写省教改的课题申报，虽然最后课题

没有获得立项，但是积攒了经验，获得了成长。

研二 ，认真的人终有成果。有了研一的学习沉淀，她开始厚积

薄发。和同学组成一个团队参加学校的调研大赛，最终获得了三等奖。之

后参与了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课题申报，有了之前的学习和经验，她撰写

的申报书获得了老师的肯定和好评，最终获得了省级立项，并参与了其

他两项省级课题。专业课成绩平均分在 87分以上，获得“学业

奖学金”，同时获得“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目前，共发表 4篇论文，

其中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一篇。参加多场学术会议，并在江西省教育委员

会和第 18届教育技术国际论坛上进行了两场论文报告，并且“智能时

代下大学生信息素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获得教育技术国际论坛的

优秀论文一等奖。

研三，理论学习结合实践操作。她不断进行求学探索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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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参与各种实习实践，奔赴一线教学岗，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课

程产品研发、教学教案设计，提升自身的实践经历，并为教育学科的

研究提供实践数据。

一路走来，回忆三年的求学时光，对于这个努力的女孩来说，是

青春时光中最美好的经历和记忆。经历过前进途中的迷茫和失落，也

获得了付出之后的成果回报，更是在跌跌撞撞的青春路上收获了能

力、技能、朋友。愿所有认真的人都被温柔相待，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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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翠翠

2018级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

人物简介：

孙翠翠，2018 级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自入学以来，一

直严于律己，学习态度端正，硕士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分别

在《Food Chemistry》（IF:6.306）和《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IF:2.614）上发表 SCI论文各 1篇，2019年校

级三等奖学金一次，2020年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次，获得

校级“优秀研究生”称号。同时，负责实验室仪器与设备管理，维

护设备，指导同学使用。

人生格言：学无早晚，但恐始勤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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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常至，为者常成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孙翠翠

孙翠翠，女，汉族，1995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

学 2018 级硕士研究生。她于 2018 年 9 月进入江西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攻读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硕士，一直在天然产物与功能

食品江西省重点实验室学习和科研工作。硕士期间，主要从事二氢杨

梅素生物利用度的提高及改善阿尔兹海默症作用研究。

硕士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Food Chemistry》（IF:6.306）和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IF:2.614）上发表

SCI 论文各 1篇。此外，她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曾获得校奖学金和学

业奖学金，并被评为“优秀研究生”。

政治思想上，她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

制度，坚定不移地向党组织靠拢。始终坚持以一名中共党员的身份严格

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不断努力，积极进取。

在学习方面，该生平时勤奋刻苦，热爱学习，并注重与老师和同学

们不断交流和学习。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培

养自己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认真完成学校课程学习，不论是政治理

论学习，还是专业课程学习都顺利完成并取得较好成绩。根据研究方向

的要求，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拓展科研思维，发现新的科研思路，每

次实验结束后都会汇报给导师，与导师商讨实验结果。平时早出晚归以

及假期期间，都在实验室做实验，被导师和师姐及同学们称为“实验室

劳模”。

在日常生活中，她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为善，乐于助人，

做事认真。面对困难时，她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相信困难总会过去，

时刻向身边的朋友传递着正能量。此外，她还积极参加课余活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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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够全面发展。热爱运动，积极参与食品院开展的羽毛球比赛。

主动向导师学习高效液相色谱仪的维护和维修技术，平时帮助师兄师

姐和同学们维修液相，指导同学们正确使用液相。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努力和勤奋是幸运的基石，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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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莲朵

2018 级硕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

人物简介：

杜莲朵，2018级硕士，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加工与安

全专业。硕士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 1 篇 SC（I一区，IF = 4.244）；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1项；参加学术会议两次；获得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研究生校一等奖学金；在 2020-2021学年被评为“优秀

研究生”。

人生格言：凡是值得做的事，就值得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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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努力，越幸运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杜莲朵

杜莲朵，女，汉族，1995年 1月生，江西农业大学 2018 级硕

士研究生。于 2018年 9月被保送至江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院攻读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硕士学位。入学以来一直保持着积极向上、

乐观的状态，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并给自己设立了明确的学习目标。

硕士期间，在导师辛勤的指导及自己的努力下，以第一作者在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IF:4.244)上发表 SCI 论文一篇，

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同时，还积极参加学术会议 2 次，学习

了研究领域前沿技术和方法。获得学业奖学金、校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优

秀研究生”称号。

在思想上，她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场坚定，爱国守法， 尊

敬师长，团结同学，努力提高自身道德素养和文化水平，认真学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她始终

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以一名优秀研究生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不断努力，

积极进取。

在学习上，她始终保持着勤奋严谨的学习态度，努力上进，积极向导

师和同学请教。平时广泛阅读国内外相关论文和期刊文献，开阔视野，认

真学习专业知识，为实验操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实验中遇到不懂

的问题，她积极查阅文献，分析原因并进行总结，最终找到解决方法。没

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峰，科研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有不

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每学期她都会给自己制定

一个学习目标，并努力朝着目标前进。

在生活上，她为人善良，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帮助他人。面对困难

时，她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相信困难总会过去，时刻向身边的朋友传递

着正能量。学习之余，她和同学一起打羽毛球、乒乓球，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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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结合，放松自己，不仅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魄，而且丰富了自己

的课外生活，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研究生三年，一路走来，风雨兼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科研的

道路上，她不断前行，不断探索，不断挖掘自己的潜能，不断充实完善自

己。在学习和科研道路上充满着失败和汗水，但是她一直坚持自己，永不

放弃。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为着心中的目标，努力前行， 不畏困难，勇往

直前。越努力，越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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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智友

2018 级硕士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生物学专业

人物简介：

周智友，2018级硕士，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生物学专业研

究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Bioresource Technology》（IF=7.5）

和《Biotechnology and Bioprocess Engineering》（IF=2.2）杂志上

各发表SCI论文一篇，及中文核心论文两篇。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及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项目各一项。获江西农业大学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两次，获 2018-2019，2019-2020学年度 “优秀研究生”

称号。

人生格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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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不辞土壤 故能成其高

河海不择细流 故能就其深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周智友

周智友，男，汉族，1995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

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级硕士研究生。2014年考入江西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18年保送到本院微生物学专业

攻读硕士研究生。自研究生入学以来，遵纪守法，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

度，积极参加科学研究，致力完成导师课题研究，踏实肯干，认真刻苦，

并给自己设立了明确的学习目标。

在思想上，他热爱祖国，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作

为一名中共党员，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党十九大精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注重

提高政治理论素质和水平。科研中坚持严谨认真的作风，坚决摒弃弄虚

作假等行为。

在学习方面，立足自己的专业，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并积极参与

课堂讨论，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培养自己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

度，认真完成学校课程学习，不论是政治理论学习，还是专业课程学

习都顺利完成并取得较好成绩。且能够熟练检索、阅读和撰写相关领

域的英文文献，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

科研方面，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质能源，具体为高产丁醇菌

株的选育及葛渣水解液丁醇发酵机制研究。目前，以第一作者身份共

发表 4篇论文，在《Bioresource Technology》和《Biotechnology and
Bioprocess Engineering》杂志上各发表了一篇 SCI论文。此外，在《食

品与发酵工业》和《微生物学通报》上各发表核心论文一篇。

“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他
相信，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生活中，

他始终保持着积极自信，努力成就属于自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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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陈国涛

     2018 级硕士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生物学专业

陈国涛，2018 级硕士，生工院微生物学专业，研究方向是

环境污染物的降解与转化。硕士期间，参与并完成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部分内容， 以第一作者在《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发表SCI 论文一篇，中文核心期刊两篇，

以第二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两篇；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次，

校一等奖学金一次；获 “优秀研究生”一次。

人生格言：成功不是属于跑得最快的人，而是属于一直在跑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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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陈国涛

陈国涛，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1995年 11月出生，共青

团员，江西农业大学 2018级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生物学硕士，环

境污染物降解与转化方向。本科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

学院生物技术专业。在读硕士期间，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向上的心

态，无论生活上还是科研工作中，均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在思想方面，他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知识，积极尝试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践当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努力学习身边优秀党员同志的良

好习惯与优良作风。

德育方面，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热爱集体，积

极参加校级及院里主办的集体活动，关心同学，乐于助人，人际关系

融洽；科研中坚持严谨认真的作风，坚决摒弃弄虚作假等行为。

学习方面，研究生期间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并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为开展实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科研方面，勤奋努力，认真钻研，参与并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部分内容，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江西农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核心

论文《一株偶氮染料脱色菌的筛选、鉴定及脱色性能研究》；以第二

作者身份在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上发表了核心论文《混合菌群对偶氮

染料的脱色降解研究进展》和《嗜热厌氧芽孢杆菌偶氮还原酶蛋白结

构模拟分析及原核表达条件优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应用与环境生

物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核心论文《嗜热复合菌群对偶氮染料的脱色特性

及其脱毒》；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期刊上发表了一篇SCI论文《Genome and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a newly isolated azo dye degrading thermophilic strain Anoxybacillus

sp.》。

在生活方面，他诚实守信，热于助人，与同学和睦相处，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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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同学、师兄师姐及师弟师妹都友好相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严

以律己宽以待人。

经过三年研究生的学习与生活，不断努力进取，在思想政治、德

育、学习、科研、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路走来，有过

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有过潦倒新停浊酒杯的艰难，生命的跋涉不

曾回头。会时时反思自己的不足，举一反三从而变得更加优秀，争取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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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利敏

2018 级硕士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专业

人物简介：

方利敏，2018级硕士，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专业。

硕士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Zeitschrift für Kristallographie -

New Crystal Structures》中发表SCI论文 1篇，同时以第一作者

身份分别发表中文核心论文和普通期刊论文各 1篇，参加微生物

学会学术会议 2次；期间，参与合作 2篇核心论文的发表。此外，

获得 2次学业奖学金，1次校级“优秀研究生”，并担任生物科学

与工程学院 2018级研究生班长一职。

人生格言：成功不会从天而降，唯有你的努力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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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捷径就是没有捷径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方利敏

方利敏，女，汉族，1995 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农业大学

2018级硕士研究生，生物工程专业。自 2018年 9月研究生入学以来，她

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实践，在完成学业的同时积极参加科学研究

和有益的社会活动，并给自己设立了明确的目标。

硕士期间，在导师辛勤的指导及自己的努力下，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ZeitschriftfürKristallographie - NewCrystal Structures》中发表 SCI论文 1
篇，同时以第一作者身份分别在《江西农业大学学报》和《生

物灾害科学》发表中文核心论文和普通期刊论文各 1篇；期间，参与

合作 2篇论文的发表，参加学术会议 2次，学习了研究领域的前沿技

术和方法。此外，获得 2 次学业奖学金，1 次校级“优秀研究生”，并担

任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级研究生班长一职。

思想上她积极上进，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热爱社会

主义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永远保持与时俱进，认真学习党

的工作路线，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形势。

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严格遵守大学生手册、学校规章制度和

法纪法规，做到以身作则。

学习生涯中，她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同时广泛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拓宽知识面，时刻保持着勤奋严谨的学习

态度。平时注重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的学习，积极求问；能够独立思考，

善于分析和解决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验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只有经过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在实验的道路

上，她时刻坚信：成功不会从天而降，唯有你的努力和坚持。

生活上，她为人善良、尊敬师长、诚实守信，热于助人，团结同学，

与身边的人相处融洽。除了学习和科研，她也在课余生活中积极参加学校、

学院举办的各项有益活动，在校文明寝室评比中，获得了优胜奖；在学院

举办的红歌大赛中，获得了团体二等奖。

研究生三年，一路走来，风雨兼程，三年里，她收获最多的应该是坚

持。在学习和科研道路上充满着失败和汗水，但是她一直坚持自己，永不

放弃。人生最大的捷径就是没有捷径，唯有努力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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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杉杉

2018 级硕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人物简介：

于杉杉，中共党员，2018 级硕士，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自入学以来，一直严于律己，学习态度端正，服务

同学，积极参与各项学术及实践活动，以第一作者身份已发表学

术论文 6篇，参加“青春与祖国同行”社会实践专项行动学术论坛

荣获二等奖。曾担任政治学院研究生党支部宣传委员及研究生新

媒体中心采编部副部长。此外，获得校级“优秀研究生”、“廉洁

新星”及“先进媒体工作者”荣誉称号，并连续 3 年获得学业奖学

金。

人生格言：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110

点亮初心，感悟初心，践行“初心课”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于杉杉

于杉杉，女，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8级思想政治教育硕

士研究生，自进入江西农业大学以来一直向先进党员模范看齐，严于律

己，学习态度端正，服务同学，积极参与各项学术及实践活动，在学思践

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一、思想方面

在思想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守法，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场坚定，自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积极投身到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争做优秀青年。

二、学习方面

该同学态度端正，虚心向导师及院里其他老师同学请教探讨问题，

在图书馆和自习室积极查阅资料，认真阅读文献和追踪最新研究热点，严

谨求学，不断扩宽知识面。通过不懈努力，无挂科补考现象，课程平均成绩

为 89.47 分，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并于 2019 年和 2020 年获得

校级“优秀研究生”称号。三、科研生活

在科研方面，勤奋专注。参加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北京林

业大学)举办的“青春与祖国同行”社会实践专项行动学术论坛学术论

文获二等奖，并且同时获得了江西农业大学“三下乡”优秀调研报告的荣

誉。此外所撰写的论文连续 3年入选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学

术观潮论坛。以第一作者发表 6篇学术论文，均见刊知网可查。获院

级研究生创新基金课题立项 1项。在校园实践方面，获得优秀研究生

荣誉称号；获得江西农业大学第四届“廉洁新星”荣誉称号；暑期三下乡

“先进媒体工作者”荣誉称号；积极参加学校与学院组织的各类活动，

表现优异，获得江西农业大学第四届“廉洁新星”评选活动主题征文比赛一

等奖；党团知识竞赛二等奖；图书馆阅读马拉松二等奖；参加研创杯获三

等奖；获新媒体创意大赛三等奖；参加全国植树节知识竞赛活动获优秀奖；

获得“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努力争做全面发展时代先锋”主题

征文比赛三等奖；获得“第三届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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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做得远远不够，希望自己能够在不断地学习进步，服务他人中为

祖国贡献绵薄之力。

四、生活方面

在读期间，所在寝室被评为五星级文明寝室，多次参与院校组织的活

动。该生态度积极向上，性格乐观开朗，乐于助人。她关心集体， 关爱同

学，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日常生活勤俭，疫情期间参加所在县疫情防

控志愿者工作，并多次在各大众筹平台帮助需要的人。

于杉杉同学深知自身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求学和今后人生道路上

还需要继续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只有更加努力地学习、工

作，才能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学校、学院的培育之恩及老师和同学的

关爱之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远行”。作为当代青年研

究生党员，她表示在人生的道路上要点亮初心、感悟初心，不断践行“初
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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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韵娇

2018 级硕士

外国语学院学科教学（英语）专业

人物简介：

马韵娇，2018级硕士，外国语学院学科教学（英语）专业。

2019年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ECCS）A类特等奖。2019年

获江西省“赣江杯”大学生英语竞赛、英语口语竞赛 AB类特等奖。

2019年获“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省级复赛二等奖。

2019年获首届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

研究”三项全能培训会评比一等奖。2019年获江西省第十一届大

学生英语笔译大赛特等奖。2019年在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

金项目中获得省级课题立项。2020年以第二作者身份发表学术

论文一篇。连续两年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以及“优秀研究生”称

号。

人生格言：一切经历，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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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过去，不如奋斗将来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马韵娇

马韵娇，女，汉族，1995年 1月出生，江西农业大学 2018级硕士研

究生。自研究生入学以来，她表现出自己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良好的道德修

养，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专业学习上，她一直严格要求自

己，不仅专业成绩优秀，在各类专业竞赛中也屡次获奖。

政治思想上，她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

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积极

向党组织靠拢，并于 2020年 11月被确定为中共预备党员。

在专业学习方面，她本科期间已通过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读

研期间，她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认真的学习态度，在课程学习中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连续两年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和“优秀研究生” 称号。此

外，她积极参与各项专业竞赛，多次斩获奖项。2019 年获得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NECCS）A 类特等奖，同年她还获得了江西省“赣江杯”

大学生英语竞赛、英语口语竞赛 AB 类特等奖，“外研社·国才杯”全国

英语阅读大赛省级复赛二等奖，首届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教学研究”三项全能培训会评比一等奖和江西省第十一届大学

生英语笔译大赛特等奖。在学术研究方面，她虚心向导师请教，积极参与

学校学术活动，作为第一主持人申请的课题《师范与非师范类院校全日

制在读教育硕士专业认同感对比研究》在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

目中获得立项；在读期间以第二作者身份发表论文一篇。

在日常生活中，她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为善。她热爱运动， 有

着自律健康的生活习惯。读研期间，她一直认真对待学校及学院提供的平

台和机会，不断提升自己，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作为自己的目标不

断奋斗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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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朱任章

2019 级硕士

软件学院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

朱任章，2019级硕士，软件学院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硕

士期间以导师第一、本人第二发明人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5项，

其中三项已获得授权；申请并登记软件著作权一项。获得第十六届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并全国三等奖。获得 2019-

2020年度“优秀研究生”称号。担任软件学院研究生团支部副书记。

人生格言：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115

青灯明月，寓乐于学

——2020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朱任章

朱任章，男，汉族，1997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西高安人，

江西农业大学 2019 级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攻读硕士期间，师从工学院导师吴瑞梅教授，刻苦

钻研，始终坚持以兴趣为导向，寓学于乐，努力提升自身科学文化素养。

自研究生入学以来，时刻感受到农大之百年风骨与浓厚学术氛围；

导师的悉心指导及同学的热心帮助，使我学习生活步入正轨。

在思想政治方面，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坚持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了解关心时事政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勉励自己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时刻正视自身不足，勇于批评与自我批

评，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争取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在科研学习方面，始终秉持寓乐于学的学习理念，把兴趣当作最好的

老师，在学习的同时获取快乐，以探索、求知的目的投身科研，以勤奋、

刻苦的态度坚持始终；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付出的心血

终有回报，这也将激励我在学习的道路上更好、更远地走下去！

在生活实践方面，担任学院研究生团支部副书记期间热心帮助身边同

学，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三下乡”、“青研

杯”等社会实践活动；经常深入生产一线，了解研究领域在实际生产中的

应用情况及实际需求，努力开阔自身视野总结存在问题。

千言万语诉不尽母校多年培养之情，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当以万分饱满

的热情投入科研学习，作为新时代研究生，更当提升自身使命感以强农兴

农为己任，谨记“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校训精神，与各位学子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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