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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风采

2025 届

Minghao “Charles” Wang

王明浩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海斯伯格-尤思科学者

上海协和国际学校

我是王明浩，目前是一名大一新生，计划这四年双修商业分析和心理学。到目前为止，在圣

母大学这里绝对是太好了。但在我告诉你更多关于我在学校本身的经历之前，让我先自我介

绍一下。

我最初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但很小的时候就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但很快我的家人意

识到加州并不是他们事业蓬勃发展的地方。因此，我在一个我现在称之为家的地方度过了

4-18 岁：上海。长大后，我去过各种不同的教育系统：从中国当地小学开始，然后是英国

中学，最后是国际美国高中。我体验并结识了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各种不同的人。这是我

除了旅行之外体验整个世界的一种方式。

高中时，我是在线医疗平台微医的助理 AI 研究员。在那次经历中，我收集了有关乳腺癌和

宫颈癌的数据，并编写了一个诊断程序，以使癌症检测筛查过程更加统一。我还制作了一个

女性可以在测试期间佩戴的胸甲，提高女生的舒适感和隐私感。为了进一步激发我对数据分

析的热情，我创立了一家名为 “Influx Analytics” 的公司。这是一个商业咨询网站，通过

数据进行分析，以帮助没有数据分析部门的小型组织。通过这一点，我们不仅帮助他们指出

了他们的业务应该关注的地方，而且我们还通过这些分析结果发表了其他研究的文章。

除了学术和研究，我还喜欢运动。我很荣幸成为我的高中校篮球队和羽毛球队的队长。通过

这种方式，我能够获得一种同志情谊和社区意识。体育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结合的完美语言。

在场外，我还是协和活动团契的主席：一个专注于学校精神和自豪感的学生组织。通过这个

俱乐部，我能够追求我的设计兴趣，并创造出所有学生在比赛期间和学校周围都可以穿着的

商品。

在圣母大学，我将自己的热情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个学期我加入了学生商业委员会

（SIBC），在那里我能够与德勤合作开展一个咨询项目。通过这个机会，我能够完成一个关

于豪华酒店业主题的项目。我还经常打篮球，在那里我们与其他宿舍的同学比赛。我还参与

了其他社团比如 CSSAND、KSA 和 AAA。

在未来，我希望加入游戏分析和商业研究实验室，进一步研究分析。此外，加入更多与我的

双专业相关的群体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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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hua Guo

郭木华

弗兰克·雷利奖学金学者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圣母大学大一年级的学生，主修应用数学和经济专业。高中期间，我利用数学和统计学

知识进行学术研究，并以此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例如，研究了运用拓扑数据分析法模

拟不同阶段免疫反应的有效性以及引起朊病毒病的基因位点。与此同时在清华大学生命与科

学学院罗敏敏教授实验室实习，试图寻找控制哺乳动物行为的神经通路。

我对社会与人文科学很感兴趣。曾担任北大附中模联社副社长，参加模拟联合国会议。作为

队长，我带领团队参加中国大智慧创新挑战赛，对首钢冬奥会场馆及其周边场地赛后利用进

行研究，并获得全国前 6%的成绩。同时爱好创意写作，小说创作刊发在文学期刊上。利用

业余时间做公益，曾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住院部做志愿者，帮助有情绪障碍的青少年。

在圣母大学，我参加了 Quant Club 的 Reddit Project，通过分析 Reddit 中的帖子和数据处理

来预测未来股票的价格。加入了 SIBC，参加了一个有关信贷投资的项目。基于对音乐的热

爱，我成为了 Notre Dame Chorale 的一员，参加秋季音乐会演出。在圣母大学语言与文化中

心(CSLC)担任 peer tutor，为其他同学辅导中文。我还和圣母大学的其他学者一起在 Next Step

Learning 做志愿者活动，帮助孩子们克服阅读障碍症。

在不久的将来，希望能够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知识来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也会利用圣

母大学的博雅教育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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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he Sun

孙雨禾

刘德奖学金学者

南京外国语学校

我是来自南京的孙雨禾，目前计划主修商业分析，辅修政治，经济，哲学。

我在高中期间对于社会科学很感兴趣，探索了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作为

学校模拟联合国课程基地的秘书长，我曾参加过超过十场国内外模联会议，讨论的话题包含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波西尼亚种族大屠杀等多个不同的国际关系领域。作为模拟外交代表，

我从不同的文化政治经济角度分析了国际热点问题。同时，作为学校模联会议的主席，我给

高一高二的同学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的会场并主持了全程会议。另外，作为南京模拟法庭联

盟的主席，我曾开展了介绍模拟法庭技巧的工作坊以及针对社会正义时事热点的研讨会，我

还曾成功举办了南京高中生校际模拟法庭比赛并吸引了五十余名来自不同高中的模法爱好

者。

在圣母，我参与了 SIBC 的德勤咨询和甫瀚咨询项目。作为团队的分析师，我分别研究了奢

华酒店业和医疗健康业这两个领域，通过数据分析和展示帮助我们的客户增加了疫情期间的

收入并帮助联合健康集团设计了更好管理病人数据的数据库。除了我对商科的探索，我还在

圣母的高中生项目中担任了线上课程的助教。在这份工作中，我结实了来自全球各地优秀的

高中生并帮他们解答了很多有关圣母大学的问题。同时，作为大中华奖学金和中国学生学者

联合会活动部的成员，我非常珍视集体里的文化连接。现在，我正在参与 2022 虎年新春晚

会的筹备工作，努力为大家打造一段难忘的春晚经历并希望可以加深成员们对于圣母中国文

化群体的归属感。除此之外，我也喜爱舞蹈，在上个学期我参与了亚洲美国人协会组织的

Asian Allure 中表演。

我期待我在圣母进行的商科专业和社科辅修专业的跨学科学习可以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全面

的人。我希望自己可以兼顾量化分析和人文关怀，并为社会发展与进步贡献力量。我希望在

圣母的这几年可以进一步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和与人交际的沟通能力，从而加强自

己的社会责任感和领导力。最后，我希望自己可以在保持与大中华学者社群连接的同时结识

更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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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han Pan

潘雨涵

威廉·塞克斯顿学者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我是圣母大学的大一学生，来自上海。我计划主修经济和应用数学。

我对社会政策与发展、公共福利、跨文化沟通等话题很感兴趣。高中期间，我创立了法律社，

同成员一起探讨法律体系、著名案件、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我带领团队参与模拟法庭

比赛，从案例中学习和领悟法律精神，在一来一回的辩论中锻炼即兴发挥、如何论述好一个

故事，也享受模拟法庭本身带有的故事性和发展创意技巧的空间。我也曾前往广州进行关于

疫情期间非洲外来移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中国对外国人居留的管理政策的实地研究，探索文化

与政策的交互。

在圣母大学，我参加了不少研究项目和社团活动，来进一步发展我对人文社科和商科的兴趣。

学术方面，我担任两份研究助理的工作：我和政治科学系的一位教授研究战争在古代中国形

成与转型的中心地位，以及和一位博士生研究东南欧边境政策对文化身份的影响。社团方面，

我加入了为非盈利组织提供咨询服务的学生咨询社、Hesburgh’s Heroes、以及亚洲商业社。

在上一个学期，我还在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担任中文助教一职。在这些多样的经历中，我积

极学习研究方法论、发展对社会与世界的认知、建立社会责任感。

疫情之下的远渡重洋留学增添了多重不确定性，但圣母大学的教授、同学、员工的包容与友

好、学校开明的氛围、对国际学生的关怀等等都让我感到十分温暖。我有幸在中国学生、美

国学生和国际学生群体中都遇到了志同道合、相处甚佳的伙伴。大一学年过半，我也更加游

刃于大学生、成年人的身份与角色。

我还在寻找对未来人生中我想要走的道路的更清晰的认知，期待在圣母继续探索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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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yi "Emily" Cao

曹昕弈

成都树德国际部

由于去年仍然不间断的新冠疫情，直到 9 月份我才到达圣母校园，开始了我作为 ND 学生

的第一年。在来圣母之前，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来探索自己的兴趣，在此期间我参加了两次关

于语言教育的实习.除了工作实习，我还花时间去学习了那些我从小就渴望获得的技能，比

如绘画、唱歌和弹吉他。我每周都会创作一幅油画，录制自己弹吉他唱歌的视频，并定期发

送到社交媒体上。此外，我对我所在城市成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兴趣，独自参观了许多当地

的茶馆和书店，研究了这些小商店如何在疫情期间生存下来。

来到圣母大学之后，我被它的“慷慨”所震撼，这个慷慨一是在于其资源的丰富性，二是其

对每个人的善意，无论他/她是什么种族、年龄、性别或者专业。秋季学期我参加了是 SIBC，

我作为团队成员参加了该活动，其中负责帮助收集、组织和呈现与医疗保健公司有关的数据。

我还参加了 Fresh 舞蹈社团。事实证明，这是我第一学期最难忘和最放松的经历之一，参加

这个社团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朋友，他们只会为舞蹈动作欢呼。这

无论对我的身体还是心灵来说都是一次美妙的体验。

在这个学期，我计划更多地参加各类学校活动。我已经申请了关于社会问题的 seminar，参

加了一个名为 Take Ten 的志愿者活动，旨在帮助学生学习解决冲突的方法，并且仍在决定

是否参加夏季的 SSLP 项目。此外，我还想通过多去教授的 office hour 以便更多地了解每一

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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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bi Chung

重庆耀中国际学校

我是来自韩国的 Solbi Chung，目前主修社会学，计划辅修信息科学。

我对于社会不平等、结构性差别等的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在高中期间，我与柬埔寨的一所

NGO 共同主办了一个长期社会服务项目，为了提高柬埔寨的女性健康卫生而努力。我在重

庆也继续发展我的项目，组织了讨论女权主义的青少年学术团体。通过学生会主席、模拟外

交代表、女权主义团体代表等的检验，为他人服务能给我带来成就感。

在圣母大学，我连续着追求我的兴趣。我在这学期听犯罪学和环境社会学的相关课程，这课

程让我增长而加深我对社会不平等的见识。我对社会学的兴趣还帮助我登上了院长优秀生名

单。专业领域之外，我还通过学校的法语课开始了学第四门语言。

在未来的四年中，我希望参与社会发展规范方面的研究。圣母大学的丰富资源会帮我照亮眼

前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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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yi(Angel) Lai

赖静怡

武外英中学校

我是来自武汉的赖静怡, 目前计划主修社会学和经济, 辅修信息科学。

因为我的家庭有助人和服务的传统, 我从小就参与社区的志愿者服务, 并在高中的时候创建

了一个志愿者服务的社团, 带领同学们帮助社区里的残疾朋友。圣母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机

会继续钻研和实践我的兴趣, 比如我们有机会参与 Robinson Center 的一些志愿服务。同时,

在做志愿服务的时候, 我遇到了很多有爱心的人, 有的人甚至只是在寥寥数语的聊天之后就

成为了朋友, 这正是我认为我们作为圣母社区的成员们应该感到骄傲的地方, 因为我们不仅

在这里学习, 同时也在这里成长。我正在参加一个 campus ministry 举办的 RCIA 项目, 这个

项目旨在帮助对受洗感兴趣的人成为合格的天主教徒。在这个项目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小组

成员一起讨论自己在祷告上的经历和成长, 这也是大家能卸下防备、真诚交流的一个很好的

机会, 使我们联系地更加紧密。

同时, 我也非常喜欢圣母教授和学生的紧密关系。我非常喜欢和教授闲聊, 他们在我遇到困

难的时候也非常乐意帮助。在课外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老师和学生, 更像是朋友。

我的社会学教授甚至邀请我去他家吃感恩节的晚餐, 这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和亲切。上学期我

为凯洛格国际研究研究的一名教授担任助理，研究中国古代战争。

在未来的四年中, 我希望我能继续探索感兴趣的学术领域, 并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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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r Lynch

汉基国际学校

我叫 Esther Lynch，目前是一名大一新生，计划主修政治学，辅修全球事务。

我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两个教育家父母那里，直到我 9 岁我全家搬到纽约，在那里我在纽约

法兰西学院继续接受教育。在纽约，我在非政府组织 ATD Fourth World 等非政府组织完成

了各种实习，这是一个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的法国非政府组织。当我 15 岁举

家移居香港时，我就读于中文国际学校，这是一所双语学校，在那里我有幸投入大量时间和

精力学习中文，并沉浸在迷人的香港文化中。在香港期间，我被司法中心选中完成实习，并

担任免费诊所的联席主席，这是一家由学生开办的为低收入香港居民提供的免费健康诊所。

这些经历增强了我对人权、社会责任的热情，加深了我对领导力的热爱，所有这些都是圣母

大学能够帮助我的领域。

我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一系列课程，使我能够以结构化和智力挑战的方式了解我的兴趣，例如

通过基奥全球事务学院参加国际人权课程。通过每周上五次中文课，我也能够继续我对学习

中文的热情。在课堂之外，我是圣母大学 Partners in Health 分会的成员，在那里我帮助倡导

印第安纳州和全球的医疗保健权。

我非常喜欢在这里的时光，迫不及待地想继续与我的同学和教授建立深厚的联系，并更多地

了解我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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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qi Shi

史镜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我是史镜琪，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目前主修历史和数学专业。

我喜爱艺术和历史，尤其是日本的战后文学，并在高中时期通过比较研究对其时的思想史进

行了一定研究。同时，我为学生会投入了许多时间。作为第三十四届学生会主席，我尽一切

可能带来改变，让实验更好。

在圣母大学，我继续着我对于东亚研究方面的探索，同时在追求数学方面的深入了解。我非

常感激圣母大学提供的丰富的学术资源，珍惜与顶尖学者交流来解答我的疑惑。他们的知道

开拓了我在历史观和中国哲学史中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价值的课题上的眼界。

我希望我的研究可以为人类的思想发展作出贡献，促进未来的东西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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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 Wang

王一嘉

天津思锐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我是圣母大学的大一新生，我计划主修生物，并很荣幸成为格林家庭荣誉项目的一员。今年

住在 Pasquerilla East 宿舍。

在高中时期在担任学生会主席时，我带领所有学生会成员一起策划学校的活动和管理两家学

生运营的商店。由于我的学术兴趣是科学，所以我在生物实验室学习了两个夏季。我和同学

们一起从事与癌症治疗相关的实验。

幸运的是我这个学期可以线下体验圣母大学的生活！ 我也非常感谢能够结识许多有不同背

景和故事的人，并与他们建立友情。 在上学期，我重点参加了大中华奖学金、其他与医学

相关的社团，以及生物系主办的活动。

圣母大学为我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 我迫不及待地想发现圣母大学还有什么

等着我去发现，我迫不及待地想以自己的方式回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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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届

Xinyu “Zach” Zong

宗昕宇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海斯伯格-尤思科学者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住在Morrissey Manor，我主修哲学和数学，辅修神学。2021 年对我来说

是艰难的一年，就像对其他人一样，但学者社区给予我了极大的支持，校园里的每个人都非

常善良，愿意帮助我。在过去的 9个月里，我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为一个位于纽约的非营

利组织工作，同时在伊丽莎白-科尔教授手下担任研究助理。由于上述两份工作占用了我太

多的时间，所以我并没有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尽管如此，俱乐部的活力无疑有通过我在这里

结识的许多朋友传递出来，并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完全融入其中，"圣母院大家庭 "

这个词绝非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本学期及以后，我将继续做我在秋季学期的工作，我和科尔教授的工作一旦完成，将由哈佛

图书馆收藏。我对我的夏天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因为一切都没有真正定下来，但我正

在努力争取一个实习机会或在圣母大学凯洛格研究所开始一个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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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Wang

王曾

斯科特学者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我是圣母大学大二学生，主修商业分析和经济，辅修可持续性发展专业。我对于环保和社会

企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高中建立了社会企业家社团。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成功孵化了很

多对于社会有影响力的学生项目；比如其中的关于解决快递包装浪费的项目在中国大智汇创

新挑战赛中获得了全球银奖。在校内，我也积极参加其他的活动和组织：作为学生会的主席

管理学校的社团和策划组织校内活动，建立运营校内的学生商铺等等。除此之外，我也做过

关于重庆移民文化的研究以及社交媒体在工作场景中的影响。

今年秋天，我终于来到了 ND校区，我很高兴能见到我的同学和教授。课外活动方面，我继

续参与 SIBC 社团，并前往瑞士信贷芝加哥办公室进行展示。此外，我还加入了 GreenND 社

团，以改善校园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并将在春季成为社团活动部负责人。一月末，作为中国

学生会主席，我也会策划筹办一年一度的春晚活动。

未来，我希望我能享受接下来在圣母的时间，参加丰富的校内活动。我也会继续对于自己未

来的学习和职业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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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 Chen

陈濛

南京外国语学校

斯坦普斯学者

我是圣母大学的大二学生，主修计算机科学并计划辅修哲学或者工作室艺术。

去年暑假，我在小米科技实习，主要研究了 SLAM 算法和其在自动驾驶中的应用。2021 年

秋天，，我终于来到了南本德的校园，切身感受圣母的文化和生活，认识了许多热情的朋友。

过去一学期，我积极参加数据科学社团和 CS4Good 的活动，应用科技服务南本德社群。我

也开始学习冰壶运动，希望这学期能有机会参加冰壶比赛！此外，我正在计算机系的教授指

导下进行一项关于人机交互的研究。

我非常期待参加今年的耶路撒冷神学暑期项目，之后我将继续进行人机交互的研究。感谢圣

母大学在各个领域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我将享受未来在圣母大学的时光并希望研究上有所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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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heng “Joyce” Wang

王悦蘅

成都外国语学校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攻读社会学与国际事务（具体方向是亚洲研究）。

在高中时代，我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以宣传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我利用课余时

间研究省内的藏医药，拍摄的简短的纪录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官方账号所认

可。我也是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一员，并有幸出版了自己的书。

大一那年，我在北京中心学习。在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圣母大学提供的一些在线活动，并

加入了一个社团。我也参与了校外有关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项目。

现在，我有两个研究助理的职务，一个是社会学的，另一个是东亚研究的。我很幸运得到这

些和 ND教授一起研究的机会，因为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我认为这对于

我的个人兴趣与未来研究生学习的准备都是很宝贵的。在空余时间中，我也开始学习日语，

并继续我的钢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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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oyao “Lily” Xu

徐若尧

南京外国语学校

我是圣母大学大二学生，住在Howard。我准备主修商业分析,辅修应用数学。

在大一上学期里，很遗憾我没有到美国学习，而是在北京国学中心上圣母的课程。尽管如此，

圣母的各种活动基本都是线上平台实现。得益于此，我也参加了许多社团和活动。例如在大

一学期中，我的几个好朋友和我一起参加了数据科学的比赛，研究了方方日记中的情感变化，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外，我积极参加各种社团，例如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女工程师协

会和公益计算机社等。学习之余，我也在北京国学中心参与了摄影活动等。

在大二学期初，我终于来到了校园，参与了各种活动。我被选为 SIBC 的其中一个咨询项目

负责人。在项目中,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共同解决案例项目。另外，我还在 Unleash Social

Ventures 负责一个项目，研究了 post-covid 世界 gig 和非正式产业的发展前景。除了这些学

术项目，我还是 GCS 项目的沟通委员会主席，负责准备每周的 GCS Connect。感谢 ND提供

的这些优秀活动，我发展了自己的领导力、专业能力和协作能力。

我十分感激在圣母大学的经历,希望在未来的学习中，我能探索更多的方向，保持乐观向上

的心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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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tan “Jeffrey” Zhang

张宇谭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圣母大学数学专业的大二学生，辅修工程科学和计算工程。

到 2020 年秋季，由于 COVID-19 和相关问题，我们被安排到北京中心学习。我是圣母大学

火箭队（NDRT）发射载具组的成员。我与团队远程合作进行了鼻锥和气动稳定翼面的权衡

研究以及初步设计报告。

2021 年暑假，我在小米公司实习，从系统层面研究 Waymo 的自动驾驶技术，了解不同系

统之间的交互方式。我还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办的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SISIVC）

中担任执行委员会的助理，负责项目协调。

今年我到了校园里，我加入了更多的社团。我延续了对航空航天工程的兴趣。我是 NDRT 系

统和安全组、ND IrishSat 的商业和科学研究组以及 ND Formula Hybrid Racing（混动方程式）

的商业和空气动力小组的成员。这些经历不仅加强了我对科学和工程系统的技术理解，而且

使我能够有效地和战略性地与人沟通。我还在圣母大学继续我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我是

Symphonic Winds 的萨克斯手，每学期会举办几场音乐会。我也在上长笛课，并计划明年参

加管弦乐队的试音。

今年春季，我成为了 O'Dorney 教授的数学证明课的评分员。我计划与他和 Powers 教授密

切合作，并有可能找到一个与工程相关的数学研究领域。我期待和他们的合作。



17

Yutong “Tom” Zhang

张钰同

北京四中

我是在圣母大学大二的学生，住在 Siegfried，学习哲学。

在北京中心的这一个学期虽然充满挑战性，但是也同样让我收获良多。得益于圣母大学提供

的众多资源，我通过参加哲学社的例会讨论加深了我对人文和哲学探究的兴趣，而参加学生

国际商业委员会的一个 PJT 重组项目则将我的舒适圈扩展到金融世界。与此同时，我也在这

个秋天积极地探索不同的职业道路。通过在一家律所的知识产权团队实习，我更加坚定了以

后从事相关职业的可能性。

2021 年暑假我在一家投行实习。通过这段经历，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好为这个工作每周牺

牲 100 小时的准备。投行的实习同我个人阅读生活的反差也让我重新思考自己适合什么。

重新回到校园，我决定更深入地同圣母的学术群体接触。 我将更多时间花在了哲学课和相

关活动上。我担任了学校哲学社的社长，并组织了几次很有意义的中世纪哲学讨论组。

我在法律上的兴趣和哲学有很大重合，我也因此考虑将两门学科结合起来。因此，在圣母的

剩余时光中，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时准备法学院和研究生的申请。我也想从事一些交叉性的

原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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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pu “Steven” Zhao

趙致朴

香港聖若瑟書院

我是一名住在 Duncan Hall 的学生。我打算主修数学和计算机。

在前所未有的 2020，我很幸运还能来到圣母大学的校园。虽然有新冠疫情，但并没有减弱

我对圣母的归属感。无论是在篝火前与朋友畅谈，还是在 Clemson 的足球赛上为圣母助威，

我都感到十分的幸福。我也参加了羽毛球俱乐部，还赢得了 Interhall 比赛的第三名。学业方

面，我是格林家庭荣誉项目的一员，其中的荣誉人文研讨课令我受益匪浅。虽然一星期读一

本书实属不易，但从书中所学关于道德及生命的意义是无疑精彩的。在冬假，我也参加了线

上全球职业体验项目，在小米实习。下学期，我参加了 Data Fest 并和我的组员得了 Best

Insight Award。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对这领域有更多的了解，也拓展了我将来的职业选择。

2021 年暑假是最坏也最好的一个暑假，我原本打算去加拿大与父母团聚。不幸的是，我没

有被允许入境，只能在美国待三个月。从 Santa Monica 沙滩到林肯纪念堂，我去了十三个州，

十六座城市，也见了十个在圣母大学认识的朋友。我很感激这些人带我参观他们的家乡，也

感激圣母大学把我们聚到了一起。

大二我选修了一些电脑课，并且很感兴趣，决定双专业修读计算机和数学。如果我能够完成

所有要求，我能够获得两个学位证书。我也参加了 Putnam Competition 的数学训练，并在十

二月参加了比赛。最为一个奥数爱好者，我很高兴又有机会提示解难能力。

在之后的圣母生活中，我希望加入更多的学会，比如公益计算机社, 并且参加McCloskey 竞

赛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我也正在申请计算机和数据分析的暑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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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

Bingyu (Lily) Deng

邓冰钰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弗兰克·雷利学者

海斯伯格-尤思科学者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上海

我是邓冰钰，来自中国上海，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就读金融和应用数学（ACMS)专业，辅

修音乐剧。在圣母的几个学期，我参与了许多学术，领导力和艺术社团。在大一，为了更好

地探索我在商业方面的兴趣，我也加入了 SIBC（学生国际商业委员会），学校最大最有影响

力的学生商业社团，并在 2021 年担任了社团的首席财务官（CFO）。参加了多家知名公司的

项目之后，我对金融有了更深的兴趣，现在担任社团金融分部的部长。在这期间，通过接触

真实的项目和公司，我也开始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小我一直都是百

老汇音乐剧的忠实粉丝，所以去年在教授和同学的鼓励下我加入了学校的音乐剧辅修专业。

我非常感谢圣母课程的灵活度和专业的多样性。几乎从未接触过戏剧的我在表演课上可以和

戏剧专业的同学一起排练音乐剧，探讨戏剧冲突，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的。学术以外，我也

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在MoneyThink 社团我给当地的高中生教授基本的个人理财知识，

同时我也在科罗拉多口腔健康基金会做志愿者，致力于提高民众口腔健康意识，提供更平等

的公共健康设施。

在大二的暑假，我在一家 300 亿美元 AUM 左右的私募基金 I Squared Capital 实习。今年暑

假我会在纽约的 Ares Capital 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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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Chao-Wei Lin

林兆緯

威廉-塞克斯顿学者

台北美国学校

我叫 Ryan Lin，来自台湾台北。我是圣母大学的威廉-塞克斯顿学者，我计划攻读国际经济

（西班牙语）双学位，并辅修工业设计。

我最强烈的激情之一是通过各种艺术媒介讲故事--我最喜欢的是电影。电影制作具有构建

现实的力量，可以用来批判性地审视人类经验。在圣母大学，我想让自己接触不同的学术科

目，这将挑战我的世界观和范式。我希望利用这些学术经验，帮助我从多个批判性的角度讲

故事。

在校园里，我是哈格蒂家庭咖啡馆的一名咖啡师。这个机会给了我一个欣赏日常烹饪做法的

地方，作为艺术。最重要的是，我可以与不同年龄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互动。我在校园里最

喜欢的对话和时刻都来自于柜台后面。我是南本德市罗宾逊社区学习中心的志愿作业辅导员，

也是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议员的 "家庭作业帮助 "计划的志愿者。

接下来我将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度过一个学期，通过沉浸式学习来丰富我的西班牙语技能和文

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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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ke (Colin) Fang

方唯可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深圳高级中学

我是方唯可，来自深圳，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主修荣誉数学和计算机。

在圣母大学，我参加了许多社团和活动来进一步发展我的学术和课外兴趣。作为CSSA 技术

部部长，我帮助管理 NDCSSA Wiki 网站并管理相关活动的技术平台。同时，我参与并负责

了数据科学社团与 Exponent 和 P&G 合作的项目，并在项目末将成果展示给公司的数据科

学家。

我也希望运用我的技术为社会带来更多价值。在我大三的一年，我在 FloWaste 公司作机器

学习部门负责人，这是一个旨在减少餐厅中食物浪费的初创公司。我们通过计算机视觉模型，

准确检测并跟踪食物成分，帮助餐厅了解食物的供应和浪费从而更好规划。

此外，我还参与了许多个研究项目。去年夏天，我参加了威廉姆斯学院 Miller 教授的本科

生数学研究项目，探索曼德布罗集相关的洛朗级数系数与本福德定律的关联，并在青年数学

家会议上展示我们的发现。我也在 DM2 实验室中担任本科生研究助理，协助研究自然语言

生成中多样性与准确性的平衡。

过去的一个学期，我参加了硅谷学期项目，通过参观湾区公司，与当地校友交谈，以及参加

精心设计的课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湾区的科技与创新氛围。我十分荣幸能在圣母大学通过

各种学术和职业机会探索我未来道路和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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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jing (Sylvia) Zhu

朱涵婧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新加坡圣若瑟国际书院

我是一名主修计算机科学，辅修MECP（工程合作实践）的大三学生。

大一下学期时接触的两门计算机基础课激发了我对计算机的兴趣。我了解了计算机的软硬件

知识，并对其语言着迷。在课外，我参加了 CodePath 的 iOS App 开发课程和暑期技术面试

训练营。那是一家致力于丰富科技领域多样性，为少数群体提供免费教育的非营利组织。勤

奋与好奇心使我在大二时获得了在微软的实习机会，并可以同时探索软件工程和产品管理。

去年夏天，我参与设计并实施了一项将八万五千名微软员工的美国薪资系统工作自动化，并

迁移到 Azure 数据工厂云平台的任务。

我的实习经历使我更具同理心，并培养了我对操作细节、用户体验和功能改进的能力。除此

之外，我曾经的创业经历，乐于与人交往的性格，都驱使我决定尝试产品管理。因此，我今

年夏天将以产品经理实习生的身份回到微软继续实习。

在圣母大学度过的灿烂时光将我塑造为一位更加道德，体贴和刻苦的女性。为了缩小科技领

域的性别差距，我每周带领 6个女孩在当地一所高中教那里的女孩网页开发。在未来，我希

望继续投身于服务和公益事业，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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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qi (Kayle) Liao

廖心琪

世界联合书院（中国常熟）

我是一名圣母大学大三学生，住在 Flaherty 宿舍。我主修经济和政治，辅修数据科学。

圣母大学让我有幸通过不同的社团活动来探索我多元的学术，职业兴趣和爱好。我在学生商

社与麦肯锡，贝恩等公司做过的咨询项目丰富了我在商业问题上的解决问题能力，也锻炼了

我在短时间内对不同行业的快速了解。2021 年秋季学期，我选择去到华盛顿特区交换，探

索了美国外交政策以及政治选举的奥妙，并找到了自己在学术上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我在 DC的交换期间，也有幸在一家做影响力私募投资的非营利组织实习，认识了投资是如

何能够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命来实现社会价值。2022 春季学期，我在圣母大学管理校友捐款

的投资办公室实习，希望学习更多投资的知识。2021 暑假，我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全球

市场部实习，丰富了自己对外汇衍生品的了解并增长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知识。2022 暑假，

我将带着自己对政治经济学交叉点的学术兴趣以及金融实习背景，去到花旗银行纽约的销售

交易部实习。

我对于影响力投资十分充满热情，因为我认为它是最快改变世界的方法。我期待在圣母接下

来的学期里丰富自己的投资领域知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口从而成为一个具有责任心的

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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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yao Shan

单竞瑶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我是圣母大学的大三学生，现在住在 Cavanaugh Hall。

作为一名哲学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喜欢谈论世界与人类的基本问题，也热衷于对不同社

会经济现象进行数理模型分析。同时，我对国际发展和世界政治也抱有兴趣，因此选择了

PPE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作为了我的辅修专业。圣母大学的教育使我能够把这

些学术兴趣结合在一起并自由地探索它们。2020 年秋，我得以在北京大学学习，在那里接

触了中国哲学、现代中国思想、比较哲学、中国经济等。2021 年秋，我又到华盛顿特区上

了一个学期的政治课，并因此得以接触和体验真实的政治世界。

在圣母大学两年半的经历不仅促进了我在学术领域的成长，也让我接触到了许多课堂之外的

机会。其中不得不提到是 Kellogg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rogram。作为这个项目的研究助理，

我与贺麦哓教授研究并学习了中国的文化体系和公共政策。也因这个项目，我得以结识了许

多同样对国际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和教授。在 Kellogg 和 GCS 的资助下，我在 2021 年的冬天

和夏天为南非的非政府组织实习。通过这个经历，我不仅了解了南非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也

进一步加深了对国际人权的理解。2021 年在华盛顿的秋季学期，我又有幸在全美著名的智

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实习。在其外交政策部门的工作期间，我参

与了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项目，也认识到了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未来，我将继续探索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职业道路，并始终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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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i (Jenny) Xia

夏佳妮

上外附中

我是一名圣母大学大三的学生，主修金融和应用数学双专业。

圣母大学致力于为每一个对商学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所有他们需要的资源。我加入了 Studen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uncil (SIBC), 在与不同的公司如 Bain, McKinsey, KPMG 等接触后，我

深入地了解了不同的行业。从咨询公司到私募基金，我能够把课上所学的只是运用到实际生

活中去。我还加入了Women in Business 社团，在这里，对商业感兴趣的年轻女性可以互相

交流，成为彼此的后盾。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都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对我的实习也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与风投基金和私募基金实习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新的技能，比如尽职

调查和风险管理。我相信金融专业的学习会是实践与理论的不断结合。

除了提供一流的学术资源，圣母大学也同样注重于培养懂得回报社会的领导者。学校积极地

支持学生们通过创新和实践去反思这些重要的人类使命。这些课题看似遥远而宏大，但当我

们迈出第一步并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时，它们便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了。因此，我参加了 JIFFI，

一个在南本德的 micro-finance 机构，主要为当地的贫困群体提供紧急贷款并且开展金融教

育课程，旨在降低南本德的贫困率并提高理财意识。在为学校的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工

作的过程中，我也得以结合自己的能力和过往经验更好地设计一些有益于圣母大学学生群体

的活动，例如促进与毕业校友的交流和 Buy-side Forum.

我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充满着期待。我将持续保持开放乐观的心态，继续探索，继续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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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tian Wei

魏田田

南京外国语学校

现在大三的我，主修数学和经济双专业。

在圣母大学，我参与了很多 STEM 指导项目。我担任过 ONEXYS 计划的教练，该计划是 ND

Math 系为第一代大学生准备的数学预科课程。我给即将入学的五名新生教授了一个为期 4

周的免费在线课程，内容是复习高中的代数几何以及简单的微积分。在教授课程的同时，我

也分享了我在 ND的经验为他们解答大学生活的困惑，以帮助他们过渡到大学。

在刚开学时，我惊喜于圣母大学提供的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学术探索，文化沉浸和服务机会。

为了挑战自我并服务社区，我自愿参加了 La Casa de Amistad 的英语教学项目，我在那里教

西班牙裔居民英语。我还参加了圣母社会关怀中心的研讨会，主题是“精神疾病下的生活”。

通过每周的会议和为期一周的沉浸式体验，我意识到只有真正融入我们想帮助的群体才能了

解他们的真正需求并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圣母大学有许多很好的的机会，帮助学生辨别职业道路，探索未来的可能性。我从 SIBC、

ND全球投资研究所、职业中心等组织和与高年级学生的互动中受益。大一的时候，我在华

泰证券的暑期实习后确认了我对二级市场的兴趣。后来，我参加了许多华尔街俱乐部组织的

研讨会和嘉宾演讲活动，并加入了 SIBC 的 JP 摩根财富管理旅行团队。所有这些经历帮助我

学习了宝贵的技术和领导技能。大三暑假，我将在纽约市的美国银行进行实习。

我通过圣母大学探索了我对旅行和跨文化沉浸的热情。大三秋季学期我在伦敦留学。在世界

不同地区学习的经历使我能够认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并学习如何独自探索世界。 我将继

续探索我的学术兴趣，在不同方面挑战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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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届

Nicole Lee

李学冰

永援圣母全球学者

弗兰克·雷利学者

海斯伯格-尤思科学者

香港德瑞国际学校

我入学时专业是物理，现在我主修计算机科学，并打算辅修协同创新专业。我也是格林家庭

荣誉项目的一员。在圣母大学，我能有机会探索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有趣领域。我的多元化

背景让我了解到沟通的重要性，并引导了我对语言的热情，我可以说五种语言，英语、德语、

法语、普通话和粤语。

野生动物保护是对我很重要的一项事业。2019 年夏天，我在纳米比亚的野生动物保护非政

府组织 Naankuse 野生动物基金会做了八个星期的志愿者。在那里，我照顾救援的动物，并

协助 Naankuse 关于缓解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的研究，其目的是影响政府政策。回国后，我

决定参加 C-Prize 竞赛，我们的团队凭借 Pawprint —一个帮助研究人员实时定位濒危动物的

食肉动物追踪应用，进入了前十名。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非常喜欢参与圣母大学提供的各种机会。在我大一的时候，我担任了

RecSports 的篮球官员，在我大二的时候，我是圣母大学陆军预备役部队 Fighting Irish 的一

员。作为陆军预备役部队的一部分，我参与了护色队、跑步俱乐部、索林步枪队和 ATLAS

社团。

在大三期间，我是圣母大学学者项目的学者大使，在那里我指导第一年的优秀学者，主持社

区活动，并招募 2025 级学生。此外，我还担任了两个学期的计算机基础教学助理，现在是

系统计算的教学助理。我进一步参与圣母大学的社区活动，担任圣母大学招生处的导游、学

生运动员学术服务部的学生运动员辅导员。我也是一名国际招生助理，我帮助组织活动，为

现有和未来的国际学生提供外联计划。

2021 年春季学期，我在圣母大学的硅谷学期项目中学习。在加州期间，我在 Platform Venture

Studio 作为设计实习生兼职实习。

2021 年夏天，我加入了法国巴黎银行，在其伦敦办事处担任全球市场暑期实习生。2022 年

5 月毕业后，我期待着加入麦肯锡公司，在其芝加哥办事处担任产品开发和采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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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rong Deng

邓海容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

我是邓海容，来自北京，在圣母主修哲学。目前在间隔年中。

我的兴趣点在于在哲学和现实的生存问题间建立联系。大三时我开始对空间现象学感兴趣，

这个理论领域给了我不少关于我们目前生存的物理环境和精神空间的启发。也因此，大三暑

假我参加了哈佛 GSD 的建筑设计夏校，看看理论能否与具体落地到真实的生存空间上。间

隔年里我也花了不少时间阅读空间现象学家（例如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理论。

学术之外的时间基本用来做志愿服务类的工作，探索人与人的联结。大一暑假我在贵州黔西

南的夏令营当支教老师，大二暑假则在中华儿慈会做实习。大二的春假和圣母的社会关怀中

心一起去阿帕拉契亚地区帮当地居民修了房子。大三暑假在湖南湘西一个生态社区，一边学

打坐种地，一边当哲学助教。

从间隔年开始我在国内不同地方旅居，去了不同的社区，遇见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人，也开始

了自己的身心灵探索。目前在大理的一个中心做义工。



29

Lingxiao Gao

高凌霄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

我是高凌霄，在圣母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德语。我喜欢阅读和理解古代的文明和历史。我沉

浸于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热衷于学习不同文化如何碰撞、结合成为新的篇章，

并感动于人类从古至今追求幸福和真理的不懈历程。

在圣母大学期间，我想继续追寻我对人文历史的兴趣，培养自己跨文化的能力。其中格林荣

誉项目尤其给我了许多挑战和进步。我加入了凯洛格国际研究院的国际学者项目，对国际发

展问题进行了很多思考。我曾与历史系蔡亮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儒家帝国与中国古代的法治体

系。大一暑假，在大中华奖学金的支持下，我在德国柏林完成了 8个星期的德语学习，这段

经历给了我很深的启发和积极影响。在学习之余，我是一名中文辅导，还是中国文化社团的

成员，我在去年亚洲新生静修活动中担任助教。在刚过去的秋季学期中，我在北京大学作为

交换生学习。在大三暑假，我在中信出版社实习，也在上海社区儿童服务中心为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教授历史课。在过去的冬天，在圣母欧洲研究中心的资助下，我在柏林进行语言学习，

为毕业论文做准备。我计划申请比较文学研究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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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Wang

王睿辰

上海中学国际部

我是王睿辰，来自美国马萨诸塞省波士顿市，高中在上海中学国际部就读，主

修政治学，经济学，和日语。我住在 Johnson Family 宿舍。

我在圣母的这两年内积极参加了不同领域的各种活动。大一一年，我作为历史教授 Katie

Jarvis 的研究助理，与她一起探讨了法国革命时期时“正义”的概念，为她的新书做研究。

2019 年夏天，通过大中华奖学金，我参加了日本函馆的一个语言留学项目，通过两个月的

日语专攻更好地了解了日本文化。2020 年，因疫情原因，我选择休学一学期，在 2020 年暑

假及秋季学期期间与上海的铺路石青少年活动中心和一所本地律师事务所实习。学习以外，

我也参加许多课外活动：目前，我是圣母大学日本文化社的社长及前副社长与秘书，也是

Johnson Family 宿舍的一位 RA。我在宿舍里也曾担任 co-vice president。

我现在正在积极考虑毕业后的各种计划。目前，我在申请美国政府资助的 Boren Scholarship

奖学金，但也在考虑其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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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yi Wang

王天翼

南京外国语学校

我是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王天翼，物理学专业高等物理方向。

我是 2022-2023 年度物理学会（SPS）的联合副主席，负责联系访问学者，领导组织系里的

各种聚会。过去两年我也是圣母大学火箭队（NDRT）的积极成员。我们致力于建模、建造、

测试，并最终在 NASA的学生火箭发射比赛中发射了带有自控系统和无人机有效载荷的火箭。

我非常喜欢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并与同道中人一起享受乐趣的过程。

我现在正在申请核物理和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物理学博士项目，希望进一步发展我对核物质结

构和拓扑材料交叉领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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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yu Zeng

曾子钰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曾子钰，曾居住于 Flaherty Hall，来自广东广州。我是生物科学以及应用数学双专业，

也对日语有浓厚的兴趣。

我非常荣幸能成为圣母大家庭的一员。在大一大二的两年里，我确认了我在计算生物学方面

的兴趣。大一暑假，我加入了 Dr. Mary Ann McDowell 的实验室，并独立研究与沙蝇年龄相

关的基因标记，以期能更方便、快速并且准确地监控相关传染病疫区的沙蝇群体。通过参阅

果蝇及白纹伊蚊的类似研究，我成功确定了一组可能的基因标记，并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完成

了引物设计、稳定性测试、利用实验室养殖的活体沙蝇进行多组实时荧光定量扩增，以及初

步数据分析等工作。课堂之外，我是 CSLC 的中文辅导，生物系、应用数学系的助教，学生

活动中心的活动助理，以及 Lewis Hall 的暑期宿舍长。我还是数个社团与学生组织的活跃成

员。

2020 年圣诞假期，我参与了圣母国际部创办的远程线上实习项目，为非营利性组织——良

食基金工作，共同讨论如何动员年轻人了解、参与并解决全球食物系统存在的问题，为 2021

年联合国粮食峰会做准备。

2021 年春季，我加入了 Dr. Xin Lu 的实验室，主要研究免疫细胞在癌症中的功能。我的主要

工作是培养一种体外的免疫细胞模型并确认其性质，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协助 Dr. Yun Zhao 推

进他的肿瘤研究。

毕业后我打算继续进修生物学，并在未来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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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Zhang

张凯

青岛二中，青岛

我是张凯，曾居 Keenan 宿舍楼。我目前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 辅修数学。

在大一我参加了 CS For Good 社团，为危地马拉的一家医院构建医药数据库。从大一下学期

起，我开始和 Kevin Bowyer 教授和 Vitor Albiero 博士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关注了不同种族的

性别识别准确度， 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大一暑假，我在圣母大学计算机视觉实

验室做研究助理，分析了男性和女性人脸识别准确度的差别。

大二上学期，我们提出了一种清理训练数据集来生成测试数据集的方法。利用这个方法，我

们为学术界提供了多个清理过的人脸数据集。大三下学期，我研究了如何利用对抗生成网络

生成有特定心理学特点的人脸及相关的自动人脸修改。大三暑假我有幸在 CMU机器人感知

与行为实验室做暑期研究。

我和朋友们一起创建了圣母大学羽毛球社。

毕业后我将加入谷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