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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玮和我来自于同一所高中。像双宁所说，我们在当时就听说过晓玮的大名。很遗憾，我高中的时
候和他并不相识。和他熟识是因为晓玮是吴韩的扢扵扤扤批，我们又来自一所高中，便渐渐熟了起来。
尽管命运对他是如此的不公，但每次见到他，我总是被他身上的乐观所打动。他是一个极其认真的
人，我和他曾一起扔扁 打扴扡扴扳 戲戰戲，我惊讶于他对于工作如此认真的态度。尽管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
是很好，但他依然认真批改每次作业，是我见过对扔扁工作最认真的人。我很少在打扥扱扵扯扩扡见到他，
但是在生活中我有幸和他一起参加过一些活动。这些美好的回忆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我为能
认识这样一个出色的，对生活充满极大热情的年轻人而感到幸运。我也为命运对他的极大不公而感
到遗憾。希望来世不再有病痛，还你一个更加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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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晓玮学长是在刚入学的烧烤聚会，他是那么阳光热情，和我们每个人没有什么不同。后
来从他朋友圈和扩扮扳扴扡执扲扡扭分享的生活中看到的亦都是尽情地体验生命，几乎令我忘记他正在与病
魔战斗。虽然没有经常和学长见面，但在社交网络上的互动还是令我仿佛在同他分享生活的精彩：
去洛杉矶，坐海岸星光，去密室逃脱戮 戮 戮 戮 戮 戮 在我的印象里，作为优秀统计学者的学长却更像是一个
快乐而阳光的生活家。学长的优秀、乐观，也一直在一些艰难的时刻鼓舞着我。学长离去的消息太
让人震惊和难过，想象学长在战斗病魔中体验的痛苦，更让人心痛。惟愿那边也有浩瀚的世界等你
去探索去体验，有你热爱的学术和生活，有满满的爱意和思念，正如你所爱的这边的世界。晓玮学
长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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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扩扡扯扷扥扩 扷扯扵扬扤 扷扩扳扨 扡扬扬 扯扦 扵扳 扡 扨扥扡扬扴扨批戬 扰扲扯扳扰扥扲扯扵扳 扡扮扤 扯扰扴扩扭扩扳扴扩扣 扬扩扦扥戮 扉 扡扭 扬扵扣扫批 扴扯 扨扡扶扥 批扯扵 扩扮
扰扡扲扴 扯扦 扭批 扬扩扦扥 扡扮扤 扨扯扰扥 批扯扵 扷扥扬扬 扩扮 扡扮扯扴扨扥扲 扷扯扲扬扤 扷扨扥扲扥 批扯扵 扷扩扬扬 扢扥 扡 执扲扥扡扴 扳扴扡扴扩扳扴扩扣扩扡扮戡 扒扥扳扴 扩扮
扰扥扡扣扥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1.10

Shuangning 李 双 宁

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听说过晓玮学长的大名，那时候就觉得学长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数学竞赛大
神。后来来到斯坦福之后才真正跟晓玮学长认识并慢慢熟悉了起来。我在晓玮学长身上学到了太
戲

多东西。晓玮学长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的人：之前跟晓玮学长一起上过扣扯扮扳扵扬扴扩扮执，学长每次都会
给扣扬扩扥扮扴发一份非常详细的总结，尽其所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晓玮学长是一个特别特别温暖，为别
人考虑的人。学长生病之后，每次我们去关心学长的病情，学长反倒都在安慰我们，说没事的，一
切都会好起来。一直以来，学长对待病情的勇敢，对待生命的积极和乐观，都鼓舞着我们。学长一
直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之前一段时间自己的妈妈生病了，我和妈妈聊天，经常会用晓玮学长的
故事来相互鼓励：疾病可以夺走很多东西，但夺不走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夺不走所有快乐美好的
回忆，更夺不走亲人朋友相互的爱。晓玮学长积极治疗的态度也一直鼓励着我妈妈以更坚强的状
态，更勇敢的姿态面对疾病。谢谢学长带给我们的所有所有欢乐，每一顿饭，每一次桌游，每一
次生日聚会，每一场电影戮 戮 戮 戮 戮 戮 学长一路走好，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也可以有这么完美的爸爸妈
妈，也可以有一群爱你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追求你想追求的东西，继续做那个快乐阳光温暖的男
生！

1.11

Chen Cheng 程 晨

我在大一刚刚来到北大的时候就知道王晓玮学长，他以优异的成绩和科研当选了那一年的数院年度
人物，即将毕业来到斯坦福继续深造。我十分荣幸能够作为学生会的一员参与组织了颁奖的活动。
两年之后，当我了解到晓玮学长正在与疾病斗争，我十分震惊，不明白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要让
这么优秀的人被命运捉弄。但更让震撼和钦佩的，是在真正接触到晓玮学长之后，他身上无时无刻
不散发出的乐观和希望。扜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戢晓玮学长的勇气和精神永远会留在
我和每个人的记忆中。一路走好，晓玮学长。

1.12

Han Wu 吴韩

高中的时候就听说了王晓玮学长的大名，当时的他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学长。我自己很幸运能有机会
在后来成为他的学弟。当我知道他是我的扢扵扤扤批的时候，他很快就联系了我，事无巨细的介绍了斯
坦福的方方面面。我当时其实已经知道了学长的病况，但是跟学长聊天，总能感觉到他的乐观，阳
光，和对他人的那种关心。作为曾经类似病患的家属，我了解学长一定在经历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
苦，但是学长会把微笑展示给我们，从来都是关心着他人，和我们一起玩耍。虽然因为身体原因不
能长时间和大家在一起，但是每次和学长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很快乐。资格考试前，压力很大的我跟
学长聊了很多，学长一直在鼓励关心我，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路走好，学长，在另一个没有病痛
的世界继续自己的梦想，我相信热爱生活的你，热心肠的你，乐观的你，一定是那个世界里最绚丽
多彩的人！

1.13

Sifan Liu 刘 思 繁

扉 扤扩扤扮戧扴 扫扮扯扷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扷扡扳 戌执扨扴扩扮执 扷扩扴扨 扡 扤扩扳扥扡扳扥 扷扨扥扮 扉 戌扲扳扴 扭扥扴 扨扩扭戮 扗扥 扴扡扬扫扥扤 扡 扢扩扴 扡扴 扴扨扥
扢扡扲扢扥扣扵扥戬 扡扮扤 扉 扲扥扭扥扭扢扥扲 扨扥 扥扸扰扬扡扩扮扥扤 扰扡扴扩扥扮扴扬批 扴扯 扭扥 扷扨扡扴 扳扩扮执扬扥 扣扥扬扬 扷扡扳戮 扈扥 扷扡扳 扳扯 扥扮扴扨扵扳扩扡扳扴扩扣
扡扢扯扵扴 扨扩扳 扲扥扳扥扡扲扣扨 扡扮扤 扬扩扦扥戬 扡扮扤 扳扯 扮扩扣扥 扴扯 扰扥扯扰扬扥戮 扉 扢扥扬扩扥扶扥 扨扩扳 扳扭扩扬扥 扡扮扤 扨扩扳 扫扩扮扤扮扥扳扳 扴扯 扴扨扩扳 扷扯扲扬扤
扷扩扬扬 扬扡扳扴 扦扯扲扥扶扥扲戮 扒扥扳扴 扩扮 扰扥扡扣扥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第一次见到晓玮学长的时候我我并不知道他正在与病魔搏斗，他看上去阳光开朗，待人温和。
当时是在迎新的聚会上，我们聊天的时候学长还跟我介绍了他做的科研。后来学长还有组织大家去
看电影，帮大家订票安排接送，处处都让人觉得特别温暖体贴。学长面对生活的乐观坚强、对待学
习工作的认真负责，都带给我极大的触动和激励。希望学长一路走好！

1.14

Claire

扉 扷扩扬扬 扲扥扭扥扭扢扥扲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扦扯扲 扨扩扳 扥扮扥扲执批 扡扮扤 扩扮扣扲扥扤扩扢扬扥 扳扰扩扲扩扴扳 扩扮 扴扨扥 扦扡扣扥 扯扦 扡扤扶扥扲扳扩扴批戮 扉 扷扡扳 扳扴扲扵扣扫
扢批 扴扨扥 扡扳扴扯扵扮扤扩扮执 戌执扨扴 扴扨扡扴 扨扥 扡扮扤 扨扩扳 扰扡扲扥扮扴扳 扨扡扶扥 扰扵扴 扵扰 扯扶扥扲 扴扨扥 扰扡扳扴 扦扥扷 批扥扡扲扳戬 扡扳 扉 扳扡扷 扴扨扥扭
扩扮 打扥扱扵扯扩扡 扈扡扬扬 扯扲 扴扨扲扯扵执扨 扴扨扥 扆扡扣扥扢扯扯扫 扰扯扳扴扳 扴扨扡扴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扯扦扴扥扮 扳扨扡扲扥扤戮 扔扨扥扲扥 扡扲扥 扦扥扷 扷扯扲扤扳
扴扯 扤扥扳扣扲扩扢扥 扴扨扥 扣扯扵扲扡执扥戬 扴扨扥 扣扯扨扥扳扩扯扮 扡扮扤 扴扨扥 执扲扡扣扥 扴扨扡扴 扴扨扥批 扨扡扶扥 扳扨扯扷扮戮 扁扬扬 扭批 扴扨扯扵执扨扴扳 扴扯
托扩扡扯扷扥扩戧扳 扦扡扭扩扬批戬 扬扯扶扥扤 扯扮扥扳 扡扮扤 扣扬扯扳扥 扦扲扩扥扮扤扳 扩扮 扴扨扥扳扥 扤扩戎扣扵扬扴 扴扩扭扥扳戮

戳

1.15

Kenneth

扉 扷扡扳 扩扮 扴扨扥 扳扡扭扥 扐扨扄 扣扬扡扳扳 扡扳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扗扨扩扬扥 扷扥 扤扩扤扮戧扴 扩扮扴扥扲扡扣扴 扡 扷扨扯扬扥 扬扯扴戬 扉 扲扥扭扥扭扢扥扲 扴扨扡扴
扩扮 扯扵扲 扣扯扮扶扥扲扳扡扴扩扯扮扳 扨扥 扷扡扳 扡扬扷扡批扳 扶扥扲批 扰扯扳扩扴扩扶扥 扡扮扤 扣扨扥扥扲扦扵扬戮 扉扴 扷扡扳 扡 扪扯批 扡扮扤 扡扮 扩扮扳扰扩扲扡扴扩扯扮 扴扯
扳扥扥 扨扩扭 扩扮 扴扨扥 扤扥扰扡扲扴扭扥扮扴 扤扥扳扰扩扴扥 扡扬扬 扴扨扥 扴扲扥扡扴扭扥扮扴 扨扥 扷扡扳 执扯扩扮执 扴扨扲扯扵执扨戬 扡扮扤 扩扴 扭扡扤扥 扭扥 扭扯扲扥
执扲扡扴扥扦扵扬 扦扯扲 扴扨扥 扯扰扰扯扲扴扵扮扩扴批 扉 扨扡扶扥 扴扯 扤扯 扲扥扳扥扡扲扣扨 扷扩扴扨 扳扵扣扨 扢扲扩扬扬扩扡扮扴 扰扥扥扲扳 扡扮扤 扡扤扶扩扳扯扲扳戮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扷扡扳 扡扬扳扯 扩扮扣扲扥扤扩扢扬批 扫扩扮扤 扡扮扤 扣扡扲扩扮执戮 扉 扲扥扭扥扭扢扥扲 扷扨扥扮 扭批 扷扩扦扥 扷扡扳 扩扮扶扯扬扶扥扤 扩扮 扡 扣扡扲
扡扣扣扩扤扥扮扴 扬扡扳扴 批扥扡扲戬 扨扥 扲扥扡扣扨扥扤 扯扵扴 扯扶扥扲 扆扡扣扥扢扯扯扫 扴扯 扡扳扫 扩扦 扥扶扥扲批扴扨扩扮执 扷扡扳 扏手 扡扮扤 扩扦 扷扥 扮扥扥扤扥扤 扨扥扬扰戮
扉 扣扡扮戧扴 扢扥扬扩扥扶扥 扴扨扡扴 扨扥戧扳 执扯扮扥 扮扯扷戮 扒扥扳扴 扩扮 扰扥扡扣扥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1.16

Hui Xu 徐慧

扉扴 扣扡扭扥 扡扳 扡 执扲扥扡扴 扳扨扯扣扫 扴扯 扵扳 扡扬扬 扷扨扥扮 扷扥 扬扥扡扲扮扴 扴扨扥 扳扡扤 扮扥扷扳戮 扄扥扳扰扩扴扥 扫扮扯扷扩扮执 扴扨扡扴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扨扡扤 扢扥扥扮 戌执扨扴扩扮执 扷扩扴扨 扴扨扥 扤扥扶扡扳扴扡扴扩扮执 扤扩扳扥扡扳扥 扦扯扲 扡 扦扥扷 批扥扡扲扳戬 扷扥 扦扥扥扬 扩扮 扯扵扲 扨扥扡扲扴扳 扴扨扡扴 扨扥 扨扡扳
扡扬扷扡批扳 扢扥扥扮 扡扮 扡扣扴扩扶扥 扰扡扲扴 扯扦 扴扨扥 扣扯扭扭扵扮扩扴批 扡扮扤 扳扨扯扵扬扤 扮扯扴 扨扡扶扥 扬扥扦扴 扵扳 扳扯 扳扯扯扮戮 扈扩扳 扷扡扲扭 扮扡扴扵扲扥
扡扮扤 扣扨扥扥扲扦扵扬扮扥扳扳 扢扲扯扵执扨扴 扵扳 扳扯 扭扵扣扨 扪扯批戬 扷扨扩扬扥 扡扴 扴扨扥 扳扡扭扥 扴扩扭扥 扨扥扡扲扴扢扲扥扡扫扩扮执 扣扯扮扳扩扤扥扲扩扮执 扴扨扥
扩扮扣扲扥扤扩扢扬扥 扡扭扯扵扮扴 扯扦 扳扴扲扵执执扬扥 扡扮扤 扰扡扩扮 扴扨扡扴 扨扥 扨扡扤 执扯扮扥 扴扨扲扯扵执扨 扯扮 扨扩扳 扯扷扮戮 扉 扯扮扣扥 扨扡扤 扴扨扥
扰扲扩扶扩扬扥执扥 扴扯 扢扥 扩扮 扣扯扮扳扵扬扴扩扮执 扣扬扡扳扳 扷扩扴扨 扨扩扭 扴扯执扥扴扨扥扲戮 扁扬扴扨扯扵执扨 扉 扷扡扳 扮扯扴 扩扮 扴扨扥 扳扡扭扥 执扲扯扵扰 扡扳
托扩扡扯扷扥扩戬 扉 扲扥扭扥扭扢扥扲 扨扩扭 扶扯扬扵扮扴扡扲扩扬批 扣扯扭扩扮执 扴扯 扯扵扲 执扲扯扵扰 扳扥扳扳扩扯扮 扴扯 扯戋扥扲 扡扤扤扩扴扩扯扮扡扬 扨扥扬扰 扷扩扴扨 扡
扦扯扬扬扯扷戭扵扰 扣扬扩扥扮扴戮 扈扥 扡扬扳扯 扴扯扯扫 扬扥扡扤扥扲扳扨扩扰 扲扯扬扥扳 扢批 扯扲执扡扮扩扺扩扮执 扬扥扩扳扵扲扥 扡扣扴扩扶扩扴扩扥扳 扯扵扴扳扩扤扥 扯扦 打扥扱扵扯扩扡
扈扡扬扬 扴扨扡扴 扢扲扯扵执扨扴 扴扨扥 扣扯扭扭扵扮扩扴批 扣扬扯扳扥扲 扡扮扤 扣扲扥扡扴扥扤 扳扯 扭扵扣扨 扰扲扥扣扩扯扵扳 扭扥扭扯扲扩扥扳戮 扉 扨扡扶扥 扳扯 扭扵扣扨
扲扥扳扰扥扣扴 扦扯扲 扨扩扳 扵扮扣扯扭扰扲扯扭扩扳扩扮执 扯扰扴扩扭扩扳扭 扡扮扤 扰扥扲扳扥扶扥扲扡扮扣扥戬 扡扳 扷扥扬扬 扡扳 扨扩扳 扫扩扮扤扮扥扳扳 扴扯扷扡扲扤扳 扰扥扯扰扬扥
扡扲扯扵扮扤 扨扩扭戮 扗扥 扷扩扬扬 扭扩扳扳 批扯扵 扡扮扤 扡扬扷扡批扳 扲扥扭扥扭扢扥扲 批扯扵 扡扳 扴扨扥 扩扮扳扰扩扲扩扮执 扡扮扤 扪扯批扯扵扳 批扯扵扮执 扭扡扮戮
扒扥扳扴 扩扮 扰扥扡扣扥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我们得到消息时非常惊讶，虽然知道晓玮学长一直在与病魔搏斗戬 可是他平时一直积极参与学习和
课余活动让人感觉仿佛他绝对不会这么早离开。他为人十分热情积极和温暖，带给周围的人很多欢
乐，但同时想到他所忍受的难以想象的病痛和折磨也感到十分心疼。我上学期很有幸跟学长一起
上扣扯扮扳扵扬扴扩扮执课，他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同时还热心地付出额外的精力参与不同小组的讨论，为的是
给来咨询的同学提供更多帮助。在学习之外他也积极组织大家看电影，创造了很开心的回忆。我记
忆中的晓玮学长是一个特别坚强乐观而且十分善良温暖的人。很可惜之前见到学长的机会非常少，
可是他的乐观和积极的精神让我非常敬佩和感动。谢谢你，晓玮学长！希望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病
痛，只有精彩和幸福！

1.17

Ismael Lemhadri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扷扡扳 扡 扳扰扥扣扩扡扬戬 扫扩扮扤 扡扮扤 扴扨扯扵执扨扴扦扵扬 扭扡扮 扷扨扯 扭扡扮扡执扥扤 扴扯 扲扥扭扡扩扮 扨扡扰扰批 扡扮扤 扬扯扶扥 扬扩扦扥 扤扥扳扰扩扴扥
扴扨扥 扤扩戎扣扵扬扴 扣扯扮扤扩扴扩扯扮 扨扥 扷扡扳 扢扵扲扤扥扮扥扤 扷扩扴扨戮 扏扮 扯扮扥 扳扰扥扣扩扡扬 扯扣扣扡扳扩扯扮 扨扥 扳扥扮扴 扭扥 扷扡扲扭 扢扩扲扴扨扤扡批
扷扩扳扨扥扳戮 扔扨扥扲扥 扷扡扳 扮扥扶扥扲 扡 扴扩扭扥 扴扨扡扴 扉 扭扥扴 扨扩扭 扷扨扥扮 扨扥 扷扡扳扮戧扴 扳扭扩扬扩扮执 扯扲 扤扩扤扮戧扴 扯戋扥扲 扴扯 扨扥扬扰戮 扉
扡扭 扳扯 扩扭扰扲扥扳扳扥扤 扢批 扨扩扳 扲扥扳扩扬扩扥扮扣扥 扡扮扤 扨扯扷 扨扥 扣扯扮扴扩扮扵扥扤 扴扯 扡扴扴扥扮扤 扴扯 扨扩扳 扲扥扳扥扡扲扣扨 扡扮扤 扡扣扡扤扥扭扩扣
扩扮扴扥扲扥扳扴扳戮

1.18

Yuchen Wu 吴雨 晨

扉 扫扮扥扷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扭扯扳扴扬批 扦扲扯扭 扴扨扥 扣扯扮扳扵扬扴扩扮执 扳扥扳扳扩扯扮扳 扷扥 扡扴扴扥扮扤扥扤 扴扯执扥扴扨扥扲 扬扡扳扴 扱扵扡扲扴扥扲戬 扷扨扥扲扥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扤扥扭扯扮扳扴扲扡扴扥扤 扨扩扳 扰扲扯戌扣扩扥扮扣批 扡扳 扡 扳扴扡扴扩扳扴扩扣扩扡扮 扡扮扤 扰扡扴扩扥扮扣扥 扡扳 扡 扣扡扲扩扮执 扣扯扮扳扵扬扴扡扮扴戮 扉 扲扥扭扥扭扢扥扲 扯扮扣扥
扉 扷扡扳 扰扵扺扺扬扥扤 扢批 扡 扣扡扳扥 扢扲扯扵执扨扴 扵扰 扤扵扲扩扮执 扯扮扥 扳扥扳扳扩扯扮 扡扮扤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扨扥扬扰扥扤 扭扥 扴扯 扤扥扡扬 扷扩扴扨 扩扴戬 扷扨扩扣扨
扉 扴扲扵扬批 扡扰扰扲扥扣扩扡扴扥戮 打扯扭扥扴扩扭扥扳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扣扯扵扬扤扮戧扴 扭扡扫扥 扩扴 扴扯 扴扨扥 扳扥扳扳扩扯扮扳戬 扴扨扥扮 扨扥 扷扯扵扬扤 扡扳扫 扯扴扨扥扲
扣扯扮扳扵扬扴扡扮扴扳 扦扯扲 扷扨扡扴 扷扡扳 执扯扩扮执 扯扮 扯扲 扷扨扡扴 扩扮扳扴扲扵扣扴扩扯扮扳 扰扲扯扦扥扳扳扯扲 打扷扩扴扺扥扲 执扡扶扥戮 扄扵扲扩扮执 扴扨扥 扳扥扳扳扩扯扮扳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扷扡扳 扫扩扮扤 扴扯 扥扶扥扲批 扣扬扩扥扮扴 扡扮扤 扥扸扰扬扡扩扮扥扤 扴扨扩扮执扳 扩扮 执扲扥扡扴 扤扥扴扡扩扬扳戮 扏扮扣扥 扨扥 扶扯扬扵扮扴扥扥扲扥扤 扴扯 扳扴扡批
扦扯扲 扡扮 扡扤扤扩扴扩扯扮扡扬 扨扡扬扦 扨扯扵扲 扡扦扴扥扲 扴扨扥 扳扥扳扳扩扯扮戬 扴扯 扰扲扯扶扩扤扥 扯扮扥 扯扦 扨扩扳 扣扬扩扥扮扴 扷扩扴扨 扥扸扴扲扡 扨扥扬扰戮
扏扵扴扳扩扤扥 扴扨扥 扤扥扰扡扲扴扭扥扮扴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扬扥扦扴 扭扥 扴扨扥 扩扭扰扲扥扳扳扩扯扮 扡扳 扡 扣扨扥扥扲扦扵扬 扭扡扮 扥扮扴扨扵扳扩扡扳扴扩扣 扡扢扯扵扴 扦扯扯扤戬
扴扲扡扶扥扬扩扮执 扡扮扤 扭扯扶扩扥扳戮 打扯扭扥扴扩扭扥扳 扨扥 扷扯扵扬扤 扩扮扶扩扴扥 扵扳 扴扯 扴扨扥 扣扩扮扥扭扡 扷扨扥扮 扡 扮扥扷 扭扯扶扩扥 扷扡扳 扲扥扬扥扡扳扥扤戬

戴

扡扮扤 扷扥扮扴 扴扯 扴扨扥 扢扡扫扥扲批 扡扦扴扥扲扷扡扲扤扳戮 扉 扴扲扥扡扳扵扲扥 扡扬扬 扴扨扯扳扥 扪扯批扦扵扬 扭扯扭扥扮扴扳 批扯扵 扨扡扶扥 扣扲扥扡扴扥扤 扦扯扲 扵扳戮
扈扯扰扥 批扯扵 扲扥扳扴 扩扮 扰扥扡扣扥戮
我对晓伟学长的印象主要来自上学期我们共同选修的统计咨询课。在课上，晓伟学长表现出了
他作为统计学工作者的优秀素养和作为顾问的耐心与关怀。记得一次统计咨询课上我不知如何处理
客户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学长帮助我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我深表感激。有时学长因为诸多因素
而无法到场，每每这时他就会问其他顾问课上发生的事情，以及教授给出了何种的指导。在课上，
晓伟总是以善意面对每一位前来咨询的顾客，并详尽为他们解答问题。曾经，他在一次课后自愿拖
堂半小时，以给予他的一位顾客以更好的帮助。
统计系之外的晓伟学长总是乐观而明朗。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尤其喜爱美食，旅游以及电影。
有时有新电影上映，他便号召大家一起去电影院观看，之后会去蛋糕店吃甜点。我无比珍惜同晓伟
学长共度的欢乐时光，愿你安息。

1.19

Qian 赵 倩

扉 扷扡扳 扦扯扲扴扵扮扡扴扥 扴扯 扢扥 扩扮 扴扨扥 扳扡扭扥 扐扨扄 扣扯扨扯扲扴 扡扳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扷扡扳 扡 扤扥扤扩扣扡扴扥扤 扲扥扳扥扡扲扣扨扥扲戬 扡
扣扡扲扩扮执 扦扲扩扥扮扤戬 扡扮扤 扡 扴扲扵扥 戌执扨扴扥扲戮 扈扥 扯扲执扡扮扩扺扥扤 扭扡扮批 扨扩扫扩扮执 扴扲扩扰扳戬 扢扯扡扲扤执扡扭扥扳 扡扮扤 扭扯扶扩扥 扳扣扲扥扥扮扩扮执扳戬
扦扯扲 扳扴扵扤扥扮扴扳 扩扮扳扩扤扥 扡扮扤 扯扵扴 扯扦 打扥扱扵扯扩扡戮 扈扥 扷扡扳 扡 扷扯扮扤扥扲扦扵扬 扡扮扤 扨扯扳扰扩扴扡扢扬扥 扨扯扳扴戬 扷扨扯 扢扲扯扵执扨扴 扳扯
扭扵扣扨 扦扵扮 扴扯 扯扵扲 扬扩扶扥扳 扡扮扤 扭扡扤扥 扵扳 扦扥扥扬 扬扩扫扥 扨扯扭扥 扨扥扲扥戮 扅扶扥扲批 扣扯扮扶扥扲扳扡扴扩扯扮 扷扩扴扨 扨扩扭 扷扡扳 扡 扰扵扲扥
扪扯批戬 扉 扷扡扳 扩扮扳扰扩扲扥扤 扢批 扨扩扳 扰扡扳扳扩扯扮 扦扯扲 扲扥扳扥扡扲扣扨戬 扨扩扳 扮扥扶扥扲 扱扵扩扶扥扲扩扮执 扡扴扴扩扴扵扤扥 扡扮扤 扨扩扳 扤扥扥扰 扬扯扶扥 扯扦 扴扨扩扳
扷扯扲扬扤戮 扈扥 扷扡扳 扡扬扷扡批扳 扥扮扣扯扵扲扡执扩扮执 扴扯 扭扥戬 扥扶扥扮 扷扨扥扮 扨扩扭扳扥扬扦 扷扡扳 扳扴扲扵执执扬扩扮执 扷扩扴扨 扩扬扬扮扥扳扳戮 扒扥扳扴 扩扮
扰扥扡扣扥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扗扥 扷扩扬扬 扭扩扳扳 批扯扵 扭扯扳扴 扤扥扡扲扬批戮
晓玮是一个特别执着敬业的学者，善良有爱心的朋友，一个勇敢的斗士。从我认识晓玮的第一
天，他就一直积极组织徒步旅行，每次都很认真负责，还很多次召集大家一起看电影打桌游，他是
一个特别热情幽默的主人，给我们来许多欢乐，和家一般的温暖。每次和晓玮聊天，我都被他对科
研的热情，永不言弃的决心和他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热爱所感动和鼓舞。即使他深受病痛的折磨，每
次和他聊天他都一直在鼓励着我。我和晓玮讨论学术问题的次数不多，但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聪
明，勤奋，认真的学者。谢谢晓玮和叔叔阿姨一直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关心，和晓玮做同学是一种幸
运，我会珍惜这些回忆。

1.20

Mona Azadkia

扗扨扥扮扥扶扥扲 扉 扴扨扩扮扫 扡扢扯扵扴 托扩扡扯扷扥扩戬 扴扨扥扲扥 扡扲扥 扴扨扲扥扥 扴扨扩扮执扳 扴扨扡扴 扥扭扢扯扤批 扨扩扭 扦扯扲 扭扥戮 扆扩扲扳扴 扨扩扳 扳扭扩扬扥
扡扮扤 扳扥扣扯扮扤 扨扩扳 扤扥扴扥扲扭扩扮扡扴扩扯扮戮 扗扥 扷扥扲扥 扮扯扴 扬扵扣扫批 扥扮扯扵执扨 扴扯 扨扡扶扥 扨扩扭 扦扯扲 扡 扬扯扮执扥扲 扴扩扭扥 扢扵扴 扨扩扳 扳扭扩扬扥
扡扮扤 扣扯扵扲扡执扥 扷扩扬扬 扳扴扡批 扷扩扴扨 扵扳 扦扯扲扥扶扥扲戮 扔扨扥 扴扨扩扲扤 扴扨扩扮执 扴扨扡扴 扷扡扳 扲扥扡扬扬批 扨扥扡扲扴 扷扡扲扭扩扮执 扷扡扳 托扩扡扯扷扥扩戧扳
扦扡扭扩扬批 扡扮扤 扦扲扩扥扮扤扳戮 扉 扷扡扮扴 扴扯 扳扰扥扣扩扡扬扬批 扴扨扡扮扫 批扯扵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戧扳 扭扯扴扨扥扲 扡扮扤 扦扡扴扨扥扲 扡扮扤 执扩扲扬扦扲扩扥扮扤戬 扦扯扲
扢扥扩扮执 扳扵扣扨 扡扮 扡扭扡扺扩扮执 扳扵扰扰扯扲扴戮 扉戧扭 扳扵扲扥 扩扴 扷扡扳 扮扯扴 扯扮扬批 扡 执扲扥扡扴 扳扯扵扲扣扥 扯扦 扣扯扭扦扯扲扴 扦扯扲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扴扯
扨扡扶扥 批扯扵扲 扦扵扬扬 扳扵扰扰扯扲扴 扡扮扤 扥扮扥扲执批 扤扵扲扩扮执 扴扨扡扴 扨扡扲扤 扴扩扭扥 扢扵扴 扡扬扳扯 扦扯扲 扵扳 扩扴 扷扡扳 扡 执扲扥扡扴 扬扥扳扳扯扮 扯扦
扴扲扵扥 扬扯扶扥戬 扤扥扤扩扣扡扴扩扯扮戬 扡扮扤 扨扯扰扥戮 扔扨扡扮扫扳 扦扯扲 批扯扵扲 扬扯扶扥 扡扮扤 扣扯扵扲扡执扥 扡扮扤 扉 扷扩扳扨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扬扩扶扥扳 扩扮 扯扵扲
扨扥扡扲扴戮

1.21

Sky Cao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执扲扡扣扩扯扵扳扬批 扨扯扳扴扥扤 扭扥 扷扨扥扮 扉 扣扡扭扥 扦扯扲 扴扨扥 扮扥扷 扡扤扭扩扴 扶扩扳扩扴 扤扡批扳 扩扮 戲戰戱户戮 扆扲扯扭 扴扨扯扳扥 扣扯扵扰扬扥
扯扦 扤扡批扳戬 扩扴 扷扡扳 扣扬扥扡扲 扴扨扡扴 扨扥 扷扡扳 扥扸扴扲扥扭扥扬批 扫扩扮扤戬 扴扨扯扵执扨扴扦扵扬戬 扡扮扤 扣扯扮扳扣扩扥扮扴扩扯扵扳戮 扉 扷扡扳 扬扵扣扫批 扥扮扯扵执扨
扴扯 扳扨扡扲扥 扡 扦扥扷 扣扬扡扳扳扥扳 扷扩扴扨 扨扩扭 扳扩扮扣扥 扴扨扥扮戬 扡扮扤 扨扥 扡扬扷扡批扳 执扲扥扥扴扥扤 扭扥 扷扩扴扨 扡 扷扡扲扭 扳扭扩扬扥 扷扨扥扮扥扶扥扲
扷扥 扳扡扷 扥扡扣扨 扯扴扨扥扲戮 扁扢扯扶扥 扡扬扬戬 扨扩扳 扳扨扩扮扩扮执 扯扰扴扩扭扩扳扭 扷扩扬扬 扳扴扡批 扷扩扴扨 扭扥戮 扒扥扳扴 扩扮 扰扥扡扣扥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1.22

Youngtak Sohn

扗扨扥扮 扉 戌扲扳扴 扭扥扴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扤扵扲扩扮执 扯扵扲 戌扲扳扴 批扥扡扲戬 扉 扲扥扭扥扭扢扥扲 扨扩扭 扢扥扩扮执 扣扯扮戌扤扥扮扴戬 扢扵扴 扡扬扳扯 扫扩扮扤 扡扮扤
扨扵扭扢扬扥 扡扴 扴扨扥 扳扡扭扥 扴扩扭扥戮 扈扥 扷扡扳 扥扮扴扨扵扳扩扡扳扴扩扣 扡扢扯扵扴 扬扥扡扲扮扩扮执 扮扥扷 扭扡扴扥扲扩扡扬扳 扡扮扤 扡扬扷扡批扳 扷扩扬扬扩扮执
扴扯 扨扥扬扰 扯扴扨扥扲 扰扥扯扰扬扥戮 扈扥 扤扩扤 扮扯扴 扬扯扳扥 扨扩扳 扰扯扳扩扴扩扶扩扴批 扡扮扤 扣扡扲扩扮执 扡扴扴扩扴扵扤扥 扤扵扲扩扮执 扨扡扲扤 扴扩扭扥扳 扡扮扤 扨扩扳
扣扯扵扲扡执扥 扩扮扳扰扩扲扥扤 扡扬扬 扯扦 扵扳戮 才扥扥扴扩扮执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扷扩扴扨 扨扩扳 扰扡扲扥扮扴扳 扩扮 扯扵扲 扯戎扣扥戬 扯扲 扩扮 扅扳扣扯扮扤扩扤扯 扯扲 扥扶扥扮
戵

扩扮 扐扡扲扩扳 扂扡执扵扥扴扴扥戬 扉 扣扡扮扮扯扴 扦扯扲执扥扴 扨扯扷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扷扡扳 扶扥扲批 扫扩扮扤 扡扮扤 扰扯扳扩扴扩扶扥戮 扉 扷扩扬扬 扭扩扳扳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扡
扬扯扴戮 扒扥扳扴 扩扮 扰扥扡扣扥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1.23

Seungbin Jeong

扔扨扯扵执扨 扉 扭扡扩扮扬批 扣扯扭扭扵扮扩扣扡扴扥扤 扷扩扴扨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扶扩扡 扯扮扬扩扮扥戬 扢扵扴 扉 扲扥扡扬扬批 扬扩扫扥扤 扨扩扳 扰扯扳扩扴扩扶扥 扳扰扩扲扩扴扳 扡扮扤
扶扡扬扵扡扢扬扥 扭扯扭扥扮扴扳 扨扥 扳扨扡扲扥扤 扷扩扴扨 扨扩扳 扦扲扩扥扮扤扳戮 扈扩扳 扢扯扤批 扬扥扦扴 扵扳戬 扢扵扴 扨扩扳 扳扰扩扲扩扴扳 扡扮扤 扰扡扳扳扩扯扮 扳扴扡批 扷扩扴扨
扵扳戮 扗扥 扷扩扬扬 扫扥扥扰 扨扩扳 扶扡扬扵扥扳 扡扬扩扶扥 扩扮 扯扵扲 扬扩扶扥扳戮 扉 扲扥扡扬扬批 扨扯扰扥 批扯扵 扣扡扮 扲扥扳扴 扩扮 扰扥扡扣扥戬 托扩扡扯扷扥扩戮 扙扯扵 扰扡扩扤
扥扮扯扵执扨戮 扉扴 扩扳 扴扩扭扥 扦扯扲 批扯扵 扴扯 执扥扴 批扯扵扲 扨扡扰扰扩扮扥扳扳 扡扮扤 扲扥扷扡扲扤 扢扡扣扫 扯扮 扴扨扥 扯扴扨扥扲 扳扩扤扥 扯扦 扴扨扩扳 扷扯扲扬扤戮

1.24

Annette Jing 靖婕 勛

扁扬扴扨扯扵执扨 扉戧扶扥 扯扮扬批 扴扡扬扫扥扤 扴扯 托扩扡扯扷扥扩 扴扷扩扣扥戬 扩扴 扩扳 扣扬扥扡扲 扴扨扡扴 扨扥戧扳 扯扮扥 扯扦 扴扨扥 扭扯扳扴 扰扯扳扩扴扩扶扥 扡扮扤 扫扩扮扤
扰扥扲扳扯扮 扉戧扶扥 扥扶扥扲 扭扥扴戮 扈扥 扴扡扬扫扥扤 扡扢扯扵扴 扬扩扦扥 扡扴 打扴扡扮扦扯扲扤 扡扮扤 扲扥戭扩扮扳扵扲扥扤 扭扥 扷扨扥扮 扉 扥扸扰扲扥扳扳扥扤 扤扯扵扢扴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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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yang Qian 潜 骏 阳

最早认识晓玮是他戱戴年来斯坦福上暑期学校的时候，因为本科是同一个导师就自然认识了。那时候
起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想法，非常努力，同时又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入学之后因为我们生日很
近，晓玮就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庆祝生日，当时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完全无法相信疾病会和这样一
个健康阳光的少年有任何联系。生病以来的三年多，晓玮给我们展示的总是生活最美好的一面：亲
人，朋友，和世界上美丽的角落和瞬间，我就天真的感到欣慰，以为你的病情在一天天好转；看到
你在上课，做扰扲扯扪扥扣扴，就感到特别开心觉得你终于要回归了，但不知道这背后只是你和病魔缠斗
无数次后依然咬着牙的坚持，是你在命运如此不公之后依然积极面对的乐观。晓玮，感谢你，出现
在我们的生活里，给我们带来欢乐，温暖和力量。感谢你，为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叫乐观，什么叫
勇敢，什么叫对生命的热爱。晓玮一路走好，你永远和我们同在。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你在另一个
世界继续追逐梦想，开心幸福。

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