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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沈洋，女，中共预备党员，江苏常州人，出

生于 1997年 10 月，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经济

与人文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曾担任校学生会

助学服务部部长、经济与人文学院心育部部长以

及班级班长。 

 

座右铭:只要愿意一心一意着手去做，总比

做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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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立自强，追寻梦想 

10 岁时，我的父亲在车祸中意外去世，父亲的意外离世

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妈妈是个残疾人，

二级耳聋，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需依靠药物来维持血糖的

平稳，平日无法从事体力劳动，靠做些零散的手工活贴补家

用；爷爷奶奶均已是 80 高龄的老人，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奶奶半年前因意外摔伤，卧病在床，完全不能自理甚至头脑

也已经糊涂，还有因过度劳累，中风住院的爷爷，头脑、思

维、行动都大不如前。 

因为家庭变故，我并没有失去学习的机会，多次获得国

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资助政策的帮助，老师和同学

的关心更是给予了我面对困难的勇气与信心。唯有专心学

习，踏踏实实的学好专业技能，以优异的成绩去回报那些关

心帮助我的人。 

把撒哈拉沙漠变成人们心中的绿洲的三毛，她曾说：“即

使不成功，也不至于成为空白。”哪怕身处逆境，我对成功

也充满了渴望，我以乐观的心态、坚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

因为我坚信：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 

我深知学生“以学为生”的道理，在学习上我不敢有丝

毫懈怠，宿舍里、图书馆、自习教室都曾留下我认真学习的

身影。妥善处理好学习与工作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分配时

间，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反复熟悉课堂上老师讲解的的重

点难点内容，举一反三，把题目的原理真正弄明白。经过不

懈的努力，从入学到现在的 15 门考试课程中，11 门考核成

绩为优秀，学习成绩班级排名第一，专业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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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排名： 

 

部分学科成绩表（必修课） 

科  目 成  绩 科  目 成  绩 

统计基础 90分 会计电算化 优秀 

财务会计（下） 96分 财政金融 优秀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88分 会计岗位技能实训 优秀 

税法 87分 报关实务 优秀 

成本会计 84分 财政金融 优秀 

财务报表分析 88分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优秀 

 

在校期间，连续两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人民奖

学金二等奖”“品学兼优奖学金”“三好学生”等。以下是

学习方面所获荣誉： 

1. 2016-2017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2. 2017-2018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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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2017 学年“二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工作积极奖” 

4. 2017-2018 学年“品学兼优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干部”“积极分子” 

 

二、知责感恩，助力成长 

进入大学后，我的身份发生了许多改变，除学生这个本

职以外，我也是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党员、一名班长、一名部

长，身份的增多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我必须更有责任感。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时刻牢记在大一提交入党申请书

时想成为优秀党员的决心。我认真参加学院组织的学习培

训，课后加强学习“十九大”精神“两会”精神，不断提高

自身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努力向党组织靠拢，于 2016 年

10 月 17日顺利通过积极分子考核、2017 年 10月 23 日顺利

成为发展对象、2018 年 12月 26日被组织吸收成为中共预备

党员。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加入党组织，但我始终以一名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定期进行自我反省，及时找到自己

的不足并加以改正。在日常生活中，我从身边的点滴做起，

提高自身素质和现实修养，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发挥模范引

领作用，并积极参加句容国际马拉松志愿者、赤山湖国际游

泳挑战赛志愿者、防治结核病宣教活动等志愿服务工作。曾

获校“优秀团员”、“优秀团干”等荣誉称号 。 

 

作为一名部长，我告诉自己“要保持上进，保持清醒”。

我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约束自己，以“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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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于思而毁于随”作为准则要求自己，处理好工作与生活、

学习的关系，谦虚负责，在工作中不断成长，在成长中不断

学习。作为执行者和组织者，我时常为活动的顺利开展四处

奔走，为完善活动策划加班加点，在活动中不断摸索、总结。

在大二这一学年里，前后组织开展“带上闺蜜看闺蜜”女生

节活动、“be a soul keeper”心育干部培训、“室界

之大，全都是画”宿舍关系漫画展等院级活动 20 余项；参

加校级手语操大赛、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心理游园会、心

理形象大使大赛等校级活动 10 余次，并在比赛中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 

 

大二学年组织开展的心理活动及部分活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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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十指间 遇见心的你”      “十里春风不解意 花 young 游园知我心” 

第七届手语操大赛                    第九届游园会活动 

 

 

 

     

“零距离 从心开始”橱窗风采展    “记录成长 让爱永存”母亲节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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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青春”心理形象大使选拔赛     学院首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 

 

    
 “鸿恩难忘 励志成才”            “女为己悦而容 我因自信而美” 

感恩节主题活动                      职业妆容礼仪大赛 

 

除举办特色心理活动外，我还配合老师在学院公众号平

台开设的“菁·听”栏目，以音频的创新形式，反映同学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困扰，指引同学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未

来的生活。推送累计阅读量达上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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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是我大学生涯中非常独特而美妙的部分，这里结交

的朋友、伙伴，付出与收获的点点滴滴我都细细珍藏。作为

班级班长，在合理安排一切班级事务之余，帮助同学，建立

你追我赶，共同进步的良好的学习氛围，同学们互帮互助、

团结进取，在每学期年考试考核中，班级及格率均达 96.8%

以上；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 32人一次性通过率达到 80%。

班级无一违纪行为，也从未有过迟到，旷课，早退，逃课现

象，除特殊情况的请假外，几乎都是全勤。 

为增强班级凝聚力，我还会定期组织开展主题鲜明、知

行结合、形式多样的班级活动，如：前往句容华阳实验小学

开展“我学习 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团日活动、

“心晴不陌路，让生命流光溢彩”团体辅导活动、“与信仰

对话,践行雷锋精神”等活动 20 余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班级获得校“活力团支部”、镇江市“五四红旗团支部”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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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活动一览表： 

 

部分班级日常及活动展示： 

     

班级合照                   班级部分荣誉展示 

         

上课状态                      实训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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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期联欢会                  团体辅导活动

     

    趣味运动会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 

诚信伴我行 

在我的世界里，美好的大学生活并不需要像小说那样的

色彩斑斓，而只要在平淡的日子里做着自己为之不懈追求的

事。这三年的的学生干部经历，无论走到那里都将是一份美

好的回忆。 

 

三、拼搏向上，续写辉煌 

细数走过的时光，我在改变，在成长，唯一不变的是一

如既往的是那份坚持。也正是凭着这股的韧劲，顺利通过 3

月份自主招生“专转本”考试，成功考入常熟理工学院经济

统计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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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得百花成蜜后，虽是辛苦亦是甜。我将以乐观的心态、

坚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电影《摆

渡人》里有一句台词说：时间一直往前走，只有路口，没有

尽头。这也是一个路口，前路都是未知，等走过了最艰难的

“路”，剩下的就全都是风景了。 

时间还在继续，生活还在行进，我将加倍努力、扬长避

短，我将不忘初心，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争

做一名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申报人：经济与人文学院 

16 财务管理 2 班沈洋 

                      2019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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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获荣誉及证书： 

1. 2016-2017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2. 2017-2018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3. 2016-2017 年度茅山校区“优秀信息员” 

4. 2016-2017 年度“校区好笔记”三等奖 

5. 2016年度学院优秀团员 

6. 2017年度校优秀团干 

7. 2016-2017 学年“二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工作积极奖” 

8. 2017-2018 学年“品学兼优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干部”“积极分子” 

9. 校第四届微小说创作大赛“三等奖”、“最佳故事情节奖” 

10. “爱在十指间 遇见心的你”第七届手语操大赛团体二

等奖 

11. 2017第二届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优秀奖 

12. 2017句容国际马拉松、赤山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挑战

赛优秀志愿者、2018 句容国际马拉松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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