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誓言昭初心  矢志科研砺使命 

——植物所党员奋斗誓言摘选 

为提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精神，激励胸怀“国之大者”，树立矢志报国情怀，植物所党委开展了“围绕职责 提振精神”主题活动，各党支部

组织每一位党员联系工作职责和科研方向明确个人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凝练成了奋斗誓言。一句句誓言，感召初心使命，激励科技工作者们自觉履行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奋蹄扬帆迈向科技强国新征程！ 

支部 姓名 职务 奋斗誓言 

机关第一党支部 杨红娟 研究生处处长 

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推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教育科研管理融合，不断

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把研究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机关第一党支部 李子沁 工程师 

持续推进信息化办公系统完善工作，提高管理工作效率，让科研人员“少跑路”。持

续推进网站管理、网络运维、网络安全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网络故障率，

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为我所科研工作提供网络支撑服务。 

机关第二党支部 王  松 财务处职员 一分一毫，一点一滴，一丝不苟；忠于原则，忠于职守，忠于专业。 

系统与进化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贺超英 研究员 听党话，感党恩，为党做事不懈怠！ 

系统与进化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于宁宁 工程师 

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为国家植物园建设，为国家植物标本馆建设，积极工作，

努力奋斗！ 

系统与进化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徐秀苹 高级工程师 为植物所科研奉献微薄之力，无愧于党，无愧于心。 



系统与进化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邹新慧 副研究员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百年大计，正青春，勇拼搏，不负韶华！ 

系统与进化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杜  红 工程师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初心如磐、不负韶华，做一名新时代科研工作的

奋斗者和追梦人！ 

系统与进化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鲁丽敏 研究员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

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 

系统与进化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刘  琦 学生 

要将个人理想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同时在专业学习的道

路上，踏实前行，日积跬步，躬行不辍。 

系统与进化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王  阳 学生 有多大力量就发多大光，螺丝钉也有螺丝钉的光和热。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白永飞 研究员 坚持草原生态系统科学监测、研究，促进草原科学发展，服务国家和地区发展需求。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李秦鲁 学生 

胸怀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稳扎稳打，把所有的精力用来做好一件事，戮力前行，

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张云海 研究员 

把握新时期草地生态学研究前沿，为人民生命健康描绘草原生态建议，出具国际影响

力研究成果。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陈  磊 研究员 做国家需要的事情，干好国家需要的事情，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陈俊刚 助理研究员 

作为一名生态科研工作者，要坚持将论文写作大地上，实事求是，严谨求真，以科学

的态度对待实验、数据，将自己对于科研理想的追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黄振英 研究员 

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心系总书记对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的嘱托，为我国北方退化生态区域的生态恢复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方欧娅 助理研究员 

作为研究森林健康的科研人，维护森林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是我们的使

命。我们将坚持不懈，攻坚克难。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朱小琴 工程师 

生命有了奋斗，灵魂才有重量。每个岗位都能书写不平凡的华章。我将坚守测试工

作，勇于技术创新，超越自我。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付增娟 高级工程师 

发扬勇于钻研、默默奉献的工匠精神，立足国重，辐射全所，做好仪器使用与技术功

能开发，助力科研创新。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四党支部 
冯晓娟 研究员 

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需要我们新时代年轻一代的科学家接棒和传承，

我愿为建设科技强国矢志奋斗！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四党支部 
苏  华 工程师 扎根祖国北疆，为实现美丽中国梦想不懈努力。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四党支部 
朱二雄 学生 

爱国、爱党、爱岗！在科研工作岗位上勇攀高峰，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上争取更多

话语权。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四党支部 
戴国华 副研究员 

科研工作中，我将以持之以恒、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做好土壤碳固存研究工

作，为实现国家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植被与环境变化实验室 

第四党支部 
邓  滢 助理研究员 近地剖析生理机制，遥远感知地理格局，做大数据时代生态学的一颗星！ 

分子生理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王  台 研究员 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心系“国家事”，担好“国家责”。 



分子生理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罗  伟 副研究员 聚焦国家需求，肩抗“国家责”，努力突破水稻低温育种瓶颈。 

分子生理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刘华招 高级工程师 

吾以“稻香”触地，偎渠而田、择壤而植，育种陵水。十年磨一剑，久久为功，自信

自强，守正创新选育新品种。 

分子生理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张  梅 研究员 

聚焦科学前沿，牢记科学家使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奉献精神为我国作物种业发展

奋斗终身！ 

分子生理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刘  晶 工程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到最好，为科研保驾护航！ 

分子生理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崔  强 高级工程师 

身为科院支撑岗员工，坚守作为“国家队”“国家人”的准则，将心系“国家事”，肩

扛“国家责”贯彻生活及工作始终，努力协助搭建科研交流平台，为科研队伍做好服

务，力争成为科研辅助中不可或缺的“螺丝钉”。 

分子生理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宋  波 工程师 

作为科研人员，应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立足当下，淡泊名利，把 SCI写在

祖国的大地上! 

分子生理实验室 

第三党支部 
徐重益 研究员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国家的重大需求为导向，秉承科技创新的科研初心，坚持原始

创新，不断追求卓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光生物学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林荣呈 研究员 摒弃幻想，自强自立，唯有奋斗，勇于创新。 

光生物学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冯丽洁 高级实验师 

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失败的反应；科研的路都很难走，但是一旦选择了，就一定要

走下去。 



光生物学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王文达 研究员 

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百年变局和新时期复杂形势下，敢于思想创新、理念创新、手段创

新、技术创新，才能在我院率先行动中贡献中坚力量和青春力量。 

光生物学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马亭亭 工程师 

以管理服务于科研为初心，运用成长型思维不断丰富科研知识，提高管理水平，敢担

当、重实干、善作为，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 

光生物学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杨文强 研究员 

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优势，努力创新。致力光合作用研究，

为国家双碳战略做贡献。 

光生物学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张  娇 工程师 

敢于直面挫折，坚韧不拔，以国家需求为奋斗目标；求真务实，诚信自律，淡泊功利，

珍惜职业荣誉，以更高的品行和操守要求自己，做有情怀、敢担当、重实干的科研工

作者。 

资源植物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李博强 研究员 聚焦主业，努力创新，奋斗为国，助力复兴！ 

资源植物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陈  勇 助理研究员 不喧哗，不浮躁，不攀比，静静地做个科研人就好！ 

资源植物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沈世华 研究员 国家使命勇挑肩，攻坚拔寨不畏难，创新引领饲用构，畜禽发展做贡献。 

资源植物实验室 

第一党支部 
王威浩 副研究员 

我宣誓，在未来的工作中要始终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让研究成

果更好地服务社会和群众。 

资源植物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王利军 研究员 为党工作，为国奉献，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祖国需要。 



资源植物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康丽芳 工程师 

说真话，干实事！路在脚下，只有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忠心献给党，诚信献社会，

信心留自己。 

资源植物实验室 

第二党支部 
代占武 研究员 

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精益求精，

不断提高科研水平，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奋斗，为培养青年人才孜孜不倦。 

植物园党支部 孙国峰 高级工程师 立足本职岗位，苦干实干，为国家植物园建设添砖加瓦。 

植物园党支部 崔小满 高级实验师 

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的神圣使命，不忘入党誓言，政治上随时与党中央保

持一致，工作中立足完成好每一项岗位任务，廉洁自律，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队作

用。 

植物园党支部 李青为 工程师 
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在工作中、生活中时时刻刻牢记党员

的身份，以身作则，勇往直前。 

文献信息中心党支部 谭京晶 副编审 秉精心、慧心、耐心，做好编辑工作；弃得失心与浮躁心，在平凡中追求卓越发展。 

文献信息中心党支部 付成尧 工程师 
立高远之志，凭担当出道，以自驱向前，既脚踏实地也敢想敢做，用实际行动书写青

春芳华，为中国科技期刊建设添砖加瓦。 

北京生物多样性 

科学研究会党支部 
马克平 研究员 生态保护，国之大者，党员当竭力为之，贡献于生态文明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