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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江苏省“最美大学生”风采展示
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第十二届“江苏省大学生年度人物”暨

2022年“最美大学生”评选结果日前公布。经学校推荐、专家初评、风采展评、结
果公示等，共推选出 2022年江苏省“最美大学生”10人，第十二届“江苏省大学生
年度人物”10人、提名奖获得者20人、入围奖获得者30人。

下面来看看2022年江苏省“最美大学生”的风采吧！

郝琦，男，共青团员，南京大学 2018
级本科生，曾任南京市高校地学联盟主
席，先后获得“互联网+”大赛全国金奖、
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冠军、校栋梁
特等奖学金、校学生年度人物、校青年五
四奖章等 30余项荣誉。作为本科生，他
积极投身科研，砥砺奋进，将个人成长融
入国家发展；他通过“互联网+”大赛项目
构建农民工就业直通车，助力脱贫攻坚，
斩获金奖；他撰写的工业园区绿色发展
报告，为美丽中国建设添砖加瓦；他于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发展中国家碳
排放报告，彰显大国青年担当。

张艳丽，女，中共党员，河海大学
2019级硕士研究生，南京市首位女大
学生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曾获国家奖
学金、团中央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先
进个人”、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之星、江
苏省三好学生等国家和省级奖励 10
余项。她常年带领团队开展乡村振
兴、“一带一路”、造血干细胞捐献宣
讲，应急救护等实践活动，获“互联
网+”省赛三等奖、省十佳志愿服务项
目等荣誉，累计志愿服务时长逾 1000
小时，事迹被《新华日报》、中国青年网
等媒体广泛报道。

万宝飞，男，共青团员，南京邮电大学
2018级本科生。4年前，他怀揣着“隐形飞
机”梦从贫困乡村走出。4年来，他笃学不
倦，步履不停，凭深耕之姿获得3项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受理发明专利1项，以第一作
者身份在高水平杂志发表 SCI论文 7篇，
其中 4篇为中科院二区论文。他醉心科
研，砥砺奋进，带领团队以参赛类别内总
分第一的成绩斩获第十七届江苏省“挑战
杯”特等奖，最终获得国家二等奖。他虽
来自贫困乡村，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先
后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校年度人物、创
新标兵，用行动诠释了励志的真谛。

何亮，男，中共党员，南京师范大
学 2019级博士研究生，南京零淇玖科
技有限公司CEO，多家领域顶级 SCI期
刊审稿人，省“优秀团员”“优秀学干”，
省首届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十佳研
究生”，曾获“共享杯”国赛一等奖等国
家和省级荣誉 20余项。他打造了国
内首个“地下水位红线控制管理系
统”，累计发表科研论文 12篇，申请发
明专利 3项。个人累计献血 5200ml，
为内蒙古偏远山区小学创建了第一间
体育教室，他的事迹多次被主流媒体
采访报道。

马立铭，男，共青团员，南京林业
大学 2020级硕士研究生，校三好学
生，校“富贵竹”志愿服务团队队长，曾
获“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金奖
等国家和省级荣誉 10余项。为积极
响应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战略
目标，他带领团队深入贵州桐梓开展

“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用自身专业结
合特长优势助力当地产业发展，带领
百姓致富，并带动更多学生投身其中，
获得当地各级政府高度肯定，事迹被
央视新闻、《科技日报》等主流媒体采
访报道。

石佳，女，中共党员，南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
业 2018级本科生。来自农村贫困家
庭的她，在求学道路上，自强不息，砥
砺奋进，践行“以青春力量，传播党的
声音”的理念，带领“田野上的思政课
堂”青年宣讲团开展党史理论宣讲，把
党史故事、党的创新理论等传播到田
间地头。她的宣讲事迹曾 4次登上

“学习强国”平台。她曾获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国家励志奖学金、江苏省三
好学生、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
赛中学政治组三等奖等荣誉近40项。

徐天成，男，中共党员，南京中医
药大学 2019级博士研究生，获评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入选第二批教育
部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
兵”，省“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
生”，曾获“纳赛尔王子国际青年创
意奖”“挑战杯”全国二等奖、“创青
春”省赛金奖等省级以上荣誉 80余
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一
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特别对
话中，他向 60多国青年介绍中医抗
疫的重要性。他的事迹先后被多家
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戴正勤，女，中共预备党员，苏州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6级学生、2017
年 9月保留学籍入伍，2020年，她成为
中国第 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中仅
有的 4名女扫雷作业手之一，现正在
该任务区执行扫雷任务。她忠诚向
党，献身国防，维护和平，担当使命，是
一名国际维和战场上的蓝盔女战士。
这个年轻的中国姑娘，用青春、汗水和
热血维护世界和平梦想，诠释着新时
代中国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她的事
迹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新
闻网等主流媒体报道。

陈鑫，男，中共预备党员，南京科
技职业学院 2019级专科生，国内首位

“00后”持证手语翻译，市青年讲师团
成员，校团委兼职副书记，曾获“中国
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大学生自强之
星”“省优秀团员”“省好青年”“省最美
职校生”等国家和省级荣誉 10余项。
他先后赴武汉火神山医院为听障新冠
患者提供手语翻译服务协助救治，他
还带领团队开展助残志愿服务 100余
次，多次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等栏目，事
迹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
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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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江苏省“最美高校辅导员”风采展示
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第十二届“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暨2022年“最美高校辅导员”评选结果日前公布。经学校推荐、专家初
评、风采展评、结果公示等，共推选出 2022年江苏省“最美高校辅导员”10
人，第十二届“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10人、提名奖获得者 20人、入
围奖获得者30人。

下面来看看2022年江苏省“最美高校辅导员”的风采吧！

侯新闻，男，中共党员，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机电学院团委书记、研究生
辅导员，学科教学（历史）专业硕士，北
森TTT认证职业生涯导师。曾任江苏
省天一中学教师、南航自动化学院辅
导员，讲授《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
划》《形势与政策》等课程，累计带学生
1800余人。工作期间主持、参与省、校
级课题 10余项，参编教材 1部，参加全
国高校思政骨干示范培训班 3次，曾
获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国机器
人大赛、江苏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

胡凤飞，男，中共党员，南京师范
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辅导员。他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专业特点，引导
学生学思践悟女排精神，用女排精神
引领学生全面发展，培养有担当能作
为的新时代体育人，探索出一条特色
育人路径。他指导学生参与“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大赛并获得银奖。他曾获全
国“镜头中的三下乡”优秀指导老师等
国家级荣誉 10余项，省高校“形势与
政策”课展示特等奖等省级荣誉 19
项，校级荣誉 20项。

周围，女，中共党员，南京大学新
生学院秉文书院学生事务办公室主
任、本科生辅导员。秉持“三全育人”
理念，20年来，她坚持主动融入专业人
才培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专
业人才培养有效融合的新平台、新载
体，组织 50余项大型主题实践活动，
引领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传承信
仰。她指导学生获得“挑战杯”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红色赛道全国
特等奖等奖项，曾获江苏省社会实践
优秀指导教师、南京大学辅导员年度
人物等。

周文娜，女，中共党员，东南大学
交通学院/四牌楼新生办辅导员，累计
带教 3届本科生、6届研究生共 2400余
人。她努力做学生青春路上的引路
人，以信仰引路，以实践筑路，以青春
铺路。工作 14年来，她累计发表论文
9篇，主持课题 9项，获个人荣誉奖励
30余次，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2项，个人
考评优秀 11次，多次荣获校辅导员年
度人物、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一等
奖。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省级集体
荣誉 40余项，包括全国样板党支部 2
次、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2次等。

陆江峰，男，中共党员，扬州大学农
学院辅导员，累计带教 17届本科生
12000余人，13届研究生 2500余人，主
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项，其他
课题 4项，发表论文 6篇，出版专著 1部。
他先后获“全国农科学子联合实践行动
优秀指导教师”“江苏高校团干部到县
级团委挂职工作先进个人”“扬州大学
2021年辅导员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指导学生参与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得金奖，参与第
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获得铜奖。

胡晓丹，女，中共党员，江南大学食
品学院辅导员。她在工作中践行“抚慰
心灵，培根铸魂”的工作理念，引领青年
学子成长成才。她多次参与策划“教育
部首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
《宝哥说》活动，成立“食语心愿”辅导员
工作室。她先后获第八届江苏高校辅
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二等奖、江苏省辅
导员工作案例一等奖等荣誉 20余项，
发表论文 3篇，主持校级课题、职业生
涯教育精品项目各 1项。她持续推进

“食品安全进社区”服务项目，所带团队
荣获省志愿服务十佳团队。

赵昆磊，女，中共党员，南京医科大
学药学院辅导员。5年来，她立足学生
成长特点和专业特色，以五育融合的

“分子式”坚持思想领航，以产教学研融
合的“新配方”开展实践教育，以厚植家
国情怀的思想园地培育“青年找药人”

“最美药学人”。她担任国内药学专业
首部《药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集》副主
编，先后获第八届江苏高校辅导员素质
能力大赛二等奖、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
师、江苏省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
工作者等20余项荣誉。

侯小蕾，女，中共党员，南京工业职
业技术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辅导员。6
年来，她发挥工科背景优势，引导学生
在技能成才的道路上奋力奔跑。她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学生获得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
金奖、“挑战杯”国赛银奖等省级以上奖
项 8项，校级以上奖项 7项，获“全国优
秀创新创业导师”称号。她先后发表论
文 6篇，主持、参与市厅级以上课题 6
项，获江苏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二
等奖、省高校学生思政工作优秀案例二
等奖等校级以上奖项和荣誉15项。

王丽梅，女，中共党员，无锡职业
技术学院辅导员，在《自然辩证法》等
CSSCI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她精准
把握职业院校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怀
匠心、守匠情、践匠行、铸匠魂，以“四
匠”工作法，构建学生“三涯”规划路，学
涯赋能、职涯协同、生涯领航，所带班级
获评江苏省先进班集体、无锡市先进
学生集体等。8年间，她引导学生开展
职业生涯规划个案千余次，指导学生
参加江苏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获省
级荣誉9次，工作案例获评江苏省高校
辅导员工作案例一等奖。

佟京达，男，中共党员，南京工业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辅导员。秉
承“爱与服务”的理念，工作 4年来，他
深入课堂 100余次、与学生谈心谈话近
1000次，用爱陪伴 466名“00后”时代新
人。他培育出江苏省先进班级 4个、校
先进班级 7个、校周恩来班 1个。他注
重传承创新，构建“e青春”五育并举育
人体系，坚持生涯规划教育贯穿育人全
过程，目标管理覆盖育人全领域，项目
化管理嵌入育人全方位。曾获全国优
秀共青团员、省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一
等奖、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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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霏，女，中共党员，1998年
4月生，南京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
业 2017级本科生，游泳运动员。在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她获得 2金 2
银并打破 1项世界纪录、1项奥运会
纪录。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她斩
获 4金 1银。张雨霏先后获得全国
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
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体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苏省
体育发展杰出贡献个人等国家和省
部级荣誉 10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