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入选作品公示名单

一、微视频

一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微视频 见证 李晶、黄萍萍、范佳慧、韩雨欣、王亚 安徽农业大学 夏利明

微视频 无体育，不清华 秦赫宸、遆周杰 清华大学 刘书田

微视频 呐喊吧！青春 刘丽霞、郭旺、吴嘉辉、王瑾 聊城大学 杨葆华

微视频
【有我×武汉大学】百年奋斗，强国有我，

这是武大青年的模样！
马雨聪、程子惠、侯梦伦、徐周灿、全文强、林祉祎 武汉大学 宋博

微视频 我的中国故事——做一个用歌声讲故事的人 江阳、杨天宇 北京大学 周静

微视频 我们这十年——十个年代的十年记忆 杨超 安徽理工大学 王冰洁

微视频 血的教训与嘱托——“狱中八条”告诉我们 周彦伶、孔祥煜、王路遥、陈少林、郝尧、吴珂仪 西南大学 张菲倚

微视频 圆梦屯子镇 王慧雅、李根成、郭成、张泽坤 南京林业大学 殷文

微视频 强国一代有我在 韩昊譞、黄茂源、郑天扬、汪子琪、曹文婕 海南大学 罗富晟

微视频 弈语道文 王祎暄、周永祯、陈嘉鋆、李星洋、李二虎 山西大同大学 王磊

微视频 爱自己，做健康“宫”主 何嘉音、刘旖旎、郑子一 上海交通大学 乐飞

微视频 传承的力量——中华传统节日诗礼乐 孔庆夫、陈柏安、胡妍璐、王之琛、雷纳 中山大学 徐红

微视频 青年的力量 沈家伟、李智铭、马金宇 青岛城市学院 刘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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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歌声依旧，白局古今 杨于萱、王鹏蔚、唐韬、吴若曦、景妍、陈思源 南京师范大学 韩露健

微视频 大河起源 李承发、曾钻颖、陈娟、章子豪、刘雅文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姜婷婷

微视频 守望 葛锦萱、徐艺文 南京艺术学院 瞿伟亮

微视频 助力黄河文化，青春在行动 陈墨香、管敏屹 山东艺术学院 郭晓彤

微视频 “春风”已度玉门关 武玉冉 淄博职业学院 孙雪

微视频 润心 潘丽虹、许一旦、孙绮萌、镇玉玲、吴苏徽、徐涛 扬州大学 柏程伟

微视频 大山里的足球梦 李勇杰 河北地质大学

二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微视频
我与清华的故事，都在书里
（清华之书·人文篇）

王舒可、狄迪 清华大学 刘书田

微视频 小巷中点燃的革命火种 蒋宸天、郑亦茗、余雪、姚梦琦 浙江工商大学 傅鸿洲

微视频 血染红岩——与革命烈士的隔空对话 颜吉翔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刘雅涵

微视频 遥望岳州 青瓷千年 贺求龙、刘蔚朗涛、陶元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王柳力

微视频 定格 何康裕、张颖怡 南京邮电大学 张晓荣

微视频 有我 何岳松、顾芮冰、易蕙健、潘昶宇、林炜雄、陈梓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戴叶莹

微视频
星火·大安全

——火眼金睛辨星火，铜墙铁壁筑安全
赖叔贤、郭桓、周到、蓝天翔、朱伟杰 福建警察学院 黄彬

微视频 暖：此心安处是吾乡 MENDULO、MARIA 温州医科大学 卢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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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战“疫”——“大白”心声 赵润东、李依凡、毛美琦、虞柏卉 延边大学 蔡银珠

微视频 世界很小 而你刚好发光 周谷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谭笑

微视频 英烈精神永相传 赖晓波 江西警察学院 马小奔

微视频 逐梦青春，奋斗有我 张家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冯瑜光

微视频 这几年，我们被青年力量带动向前 陈红宇、余佳幸、陈智豪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许蕤

微视频 我是谁 段鸿杰 江西师范大学 熊小玉

微视频 沙画支教 熊峻苓、王攀岳、金煜皓、沈诗艺、廖雨璐 中国美术学院 卓美红

微视频 振兴在即 孙宇超、张宏光、鄯灏钰、赵佩皎、王颖、刘雨婷 运城学院 贾耀程

微视频 AS ONE WISHES 汪子琪、赵雨荟、张润之、刘聪颖 中南大学

微视频 艺情滇韵 马荆龙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微视频 美丽乡村 王敏 江苏师范大学 曹云龙

微视频 一日五年 李佳佳、高亦卓、李玥、吕洁蕊、范在予 华中科技大学 乔晶

微视频 见“圾”行动 张平飞、陈柯宇、石凯元、刘公达、胡冰杰、葛佳 石河子大学 徐登献

微视频 在团旗下 沈政阳、华鼎、张紫怡、冯扣子、朱宇浩、徐彬涛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陈艳

微视频 莫灼宇 梁先成、刘治蕙、兰美婷、刘佳敏、雷宇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莫灼宇

微视频 我的红色班级 龚思雨、杜梦贞、梁玉茹、李振江、刘洪艳、张焱 赣南师范大学 梁慧中

微视频 我们都是追梦人 穆龙豪、叶梦佳、王韬宇、王劲然、马鹏程 河北传媒学院 王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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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李梨英：为党献三子，为国献一生 刘婷、冯羽、林耿忠、刘慧芳 韩山师范学院 蔡梦虹

微视频 平凡而伟大 老才培、拉茸开主、才让扎西、才让东主 青海民族大学 马军

微视频 扎根潮汕千秋寨，耕耘岭南万季青 李天泽、郭健铭、林孜涵、叶葳、张文琦 广东工业大学 刘悦

微视频 扎根乡土筑梦人——郑金秀 郑克轩、袁赞、凌艺琳、李菲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张敬

微视频 谢谢你，我眼中的“绿衣服” 劳业铭、刘航、余天睿、欧阳元俊、孟祥辉、刘禹博 武汉理工大学 张巍

三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微视频
我的冬奥故事：清华人的一天·

建筑学院邓慧姝的奥运梦
王舒可、狄迪 清华大学 林源

微视频 我爱这土地 王怡倩、孙宇超、郭晋田、张宏光、鄯灏钰、朱振锋 运城学院 贾耀程

微视频 筑梦支教，无悔青春 熊峻苓、王攀岳、金煜皓、沈诗艺、廖雨璐、陈颖 中国美术学院 卓美红

微视频 追溯 谢永亭、唐雨晴 赣南师范大学 罗洁

微视频 一起向未来 孙杨、任琳楠、王子月 河南理工大学 鲁小茜

微视频 一支枪下薪火传 烈士故里换新颜 刘淑琪、余林翔、李文韬 东华理工大学 朱天星

微视频 画进时代的传承者 陈鸿宇、江涛、罗芃芮、潘孜豪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唐偲

微视频 粉墨人生 唐紫曼、赵依、郝常惠、朱泽宇、李静雯、杨晓蔓 河北传媒学院 陈淼

微视频 有这样一群人 林柳漫、王佳欣、农昊航、吴冠贤、匡金标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刘云霄

微视频 我们准备好了 彭懿 广西艺术学院 张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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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云飞·书香 刘淑雅、陈姝颖、向明阳 四川传媒学院 赵学泰

微视频 浮桥 叶晨朗、孙甜、郭昊 太原理工大学 任佳妮

微视频 接力 尹飞、卢悦冉、郭文静、陈晓、阮浩、邵一恒 安徽财经大学 丁龙华

微视频
机电青年讲党史，致敬南昌百年奋斗人物

——刘和珍
范岩劲松、樊歆月、司童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振杰

微视频 一生赤诚耀青山，老校长杨植霖的抗战故事 王子轩、刘凝露、郑金龙、牟阳松泰、雎桐、施正栋 内蒙古工业大学 吕凤伟

微视频 匠·手 许佳明、王伟业、邱嘉欣、刘祎、贾若涵、杨永晨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倩倩

微视频 方寸之间 徐慧慧、卫怡然 山西大同大学 赵海荣

微视频 此“声”安处是吾乡 程瑜婷、杨玉其 暨南大学 王玉玮

微视频 我的速度与激情 余梦瑶、李拓利、林骏、高慧菁 湖南大学 杨莉

微视频 水的自语 石祎阳、李婧、张源、高鹏飞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赵晋锐

微视频 秘境 闫登辉 北京师范大学 邓文洪

微视频 小船漂漂 王可心 北京服装学院 王扩

微视频 江大学子深情唱响《领航》 刘儒杰、王蒲懿、翟廉诚、王厚臻、严沛瑶 江苏大学 刘畅

微视频 《我们从这里启程》校庆MV 张恒露、李燕、张宇驰、王欣玮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张恒露

微视频 滨医恋 王奕婷、张梦芝、李飞、陈佳禾、李梦琪 滨州医学院 张玉龙

微视频 青春有我 冀晓宏、刘志德、闫明涛、王虎彪、边国华、侯浩杰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关宁

微视频 叮~你的大学体验卡已到请签收 邹燕、廖柱熙、杨博为 南京邮电大学 陈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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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百年青春梦 李月、何鸿桃、冯茜涵、张闻起、张硕源、李嘉政 电子科技大学 胡益侨

微视频 携手冬奥，一起向未来 丁浩然 河北大学 许珂

微视频 西溪古村-建筑讲述岁月的故事 许智溢、吴锦鹏、刘施荣、陈梓聪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叶云峰

微视频 龙舟的故事 何辉乐、梁世杰、梁倪诚、梁锦涛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书云

微视频 降“燥”melody 谢潘晗、吴蔚、魏心蓝、王舒翼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黄颖

微视频 灯火下的守望 雒志强、康诗悦 天津外国语大学 侯正通

微视频 保护漓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谢东妤、孟佑恩、罗欣雨、农韦雨 桂林理工大学 李心愿

微视频 致敬革命老兵 胡卓华、唐靖凯、王文卓、张智权、陈杰、陶红 广西师范大学 何虹甫

微视频 青年的样子 王泽、薛晨晨 杭州师范大学 周微微

微视频 塑魂——modelling 陈雨柔、何秭鄀、曹誉箫、刘家乐 中南大学 凌菁

微视频 贾宗智 桃李六十载 公宣达 长治医学院 王秀军

微视频 提休 游清清、蒋雯丽、张思琪、肖龑晗、洪景天、夏宏开 南京师范大学 宗戎

微视频 微话六中全会《青年担使命 奋进新征程》 果昊 首都师范大学 窦玥

优秀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微视频
打开这本书，寻找人生的答案

（清华之书·人生篇）
王舒可、狄迪 清华大学 刘书田

微视频 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武术形意拳 郭晋田、王怡倩、朱振锋、段锦磊、张宏光、侯佳平 运城学院 贾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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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红楼故事 吴伟杰、张心雨、王小川、米芸娴、高逸凡 湖南大学 杨莉

微视频 暨南新青年 麦尚文、李冰洁、龚湘怡、陈思茜、王佳悦、崔玉蕊 暨南大学 麦尚文

微视频 海派·源来 涂茗书、高涵、严孜航、陈依娴、张自强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朱晓姝

微视频 匠心 程金哲 河北传媒学院 伊苒溪

微视频 BUAAer的一天 沈一凡、姜海洋、邢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宋超

微视频 微光 刘法园 北京化工大学 孙雨欣

微视频 扎西的蓝天梦 夏海洋、邓国莉、屈越 成都工业学院 陈江麟

微视频 净化网络空间 我们在行动 2020级网安专科大队 山西警察学院 张晓军

微视频 骄阳 黄浩 江苏师范大学 李忠

微视频 二二和三三 唐子燕、贾烙、单诗钰 同济大学 廖莎莎

微视频 青春的歌声 毛佩琦、徐中秋、吴东昇、吴博斌 广州体育学院 王子堃

微视频 书香南院：阅见更好的自己 覃俊杰、杨景云、丁微、陈义旋、吴俊涛 南宁学院 陈俊毅

微视频 乐动田野，美遇“湘”村 冯馨增 中国音乐学院 辛宇

微视频 十八杆红缨枪 刘隆凌峰、郭煜洲、郭世涛 南昌工程学院 张雯雯

微视频 坚守初心四十载，五星红旗永飘扬 罗志鹏、崔芯仪、陈芷晴 韶关学院 陈婧

微视频 归字来兮——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汉字魅力 李宇飞、李晗槟、杨梦丹、聂开元、赵梓宇 河北大学 许珂

微视频 江警故事——杨鸣姐的一天 舒云、杰当当 江西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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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十年战旗 披荆斩棘 杜春秋、程芊芊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魏鑫

微视频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感党为民初心，

与党同频共振
孙凯铭 山西农业大学 程煜

微视频 红色故都——赣州 沈阳、汪敏、徐琦、蔡小春、肖玮玲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朱勤慧

微视频 “别致”的平城 刘诗语 山西大同大学 周世菊

微视频 梦启西湖 章力、冷肇国罡、李玉聪 西湖大学 周希辰

微视频 记忆老水 王雪莹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微视频 澄心传火，赓续红色基因 胡玉、周志诚、徐郡潞、闫炜炜、谢宇菲、邢鑫月 湖南师范大学 单文盛

微视频 援藏干部 刘娇娇、明丽群、宗小桐、徐帜、姬沁茹、耿晟凯 苏州大学 王雁冰

微视频 重逢 张冉 山西大学 张明芳

微视频 足迹 黄欣、许晓娟、张迪、林仁顷、何海洋 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 朱盈

微视频 青春火炬 黄胜婧、祝愿、卢俊昊、李瑶洁、蔡宏炜、吴江鹏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高彬

微视频 贰拾 刘潇、高路婷、张安斌、王文超、多亮、李玟 山东理工大学 李昊宇

微视频 军旗升起的地方 熊静怡、罗晨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张文亚

微视频 昨天·今天·明天 仇玥、陈旭丽、王乙铭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孔晓芳

微视频 光芒 王潇毅、陈羽、张洪飞、王计华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张彤

微视频 不负时代 信仰相传 朱奕霖、胥俊汝、罗忆南、李炜佳、李子茗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余潮栋

微视频 忆故乡 姚思雨、王子姝 北京联合大学 卜轶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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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星岩璀璨 苏航、林梓佳、何倬铭、郑裕青、邵欣瑶、陈晓丹 肇庆学院 周瑛

微视频 少年中国说 贺婷、曾熠霞、刘展鹏 长沙学院 刘晗

微视频 小雅·杕杜 徐子棋、颜玉洁 天津大学 彭志军

微视频 橘子的使命 张滢、胡家玮、王瑜璇、孙一方、陈昊洋、姜昊文 华北电力大学 余培

微视频 南粤之子——开平 苏哲旭 鲁东大学 杜楠

微视频 党旗所指 胜利所向 殷子强、林武、黄雨淳、陈伟琦、姬晶雨、曾雅婷 莆田学院 林智期

微视频 向光而行——致敬多彩全科路 曹世弦、张中信、付恩会、兰宇驰、田佳宝、陈善能 遵义医科大学 胡艳华

微视频
寻访抗战胜迹 赓续红色基因

——唐山师范学院“我们家乡的抗战胜迹
寻访”社会实践活动纪实纪录片

张哲塬、吴子宇、谭静芳、和佳鑫、张笑然、高松 唐山师范学院 曹丽君

微视频 齐鲁非遗记 刘冲、陈珂、虞水秀 曲阜师范大学 孔德刚

微视频 非遗的传承力量——海派剪纸李守白 王诗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陈骞

微视频 静待花开 王牌 太原理工大学 王牌

微视频 廿年师大·强国有我 丛振宇、凌曦、柳婧、李欣桐、巩靓涵、王希卓 北京师范大学 魏炜

微视频 感受家乡红色文化，传承家乡名人精神 葛丽君 北京工商大学 刘海龙

微视频 强国复兴，新时代中国青年蓄势待发 梁立澎、陈佳虹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曾丹伟

微视频 一线生鸡——乡村振兴路上“鸡”先锋 罗小庆、范传威、张丽佳 南昌师范学院 常颖

微视频 建团百年版《星辰大海》 张馨钰、成于思、李爽、卡尔亚尔·卡日曼 北京科技大学

微视频 走进身边的党员老干部 潘荣荣、吕道媛、梁桂宏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孙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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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青”尽全力 夏旺、江悦、高思源 浙江万里学院 周娟

微视频
青春有你出席｜长大版《昨日青空》

送给奔向远方的你
陈绪龙、王娅、董芳棋、陈彦西、张琢智、何宇雄 长安大学 徐龙超

微视频 2077 张昀祺、王珺叶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朱姝

微视频 囚 王正 华东师范大学 孙盈盈

微视频 少年 柯文杰、言成龙、刘才权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陈茗芳

微视频 骄傲的少年 李森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明方达

微视频 我来新疆了 张佚哲、席永月、陶冠希、郭宇 新疆艺术学院 孙景旋

二、微电影

一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微电影 奶奶家的老母鸡 李博帅、郭世杰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梁杰

微电影 八千里路云和月 傅宇杰、肖源睿 清华大学 金雨浩

微电影 望天水 陈艺楠、郭嘉禾、张苣瑞、贺源、陈雨鑫、梁自豪 山东艺术学院 籍勇

微电影 光 张子凡、陈子涵 西安外国语大学 郭斐

微电影 鱼缸里 方雪旖、王涵、杨皓然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孙蔚青

微电影 雄狮有梦，梦在今朝 梁雅雯、梁润璋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袁佳琦

微电影 他的梦 吉洛加、才让夸、环贡叶后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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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 向阳生长 王一苇、刘诗琪、何雅琴、刘慧、李仪、张宝允 华中科技大学 王贝贝

微电影 小春 周慧珺、王淳艺、王开朗、潘伊佳、顾澜亭、徐梓萌 上海大学 张璇譞

微电影 云上花瑶 傅晨平、林进镇、安生瑞 怀化学院 姚禹伯

二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微电影 如山 何梦龙、吴奇桐、王仔怡、盖星玥、宁昱博、梁朔宁 吉林艺术学院 彭智尧  

微电影 孤山的梅花 陈天美、刘王轩、曹蕊 山西传媒学院 马臻宇

微电影 恰同学风华正茂 安磊、杨桥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微电影 巧技藏指端 咫尺匠心难 谭鑫、胡丽芳 桂林理工大学 于航

微电影 A Stray Deer 邱义杰 浙江树人学院 乔晖

微电影 魅影无人机——与光同行 王思清、马自达、王宁睿、陶修碘、陈铁仁 西北工业大学 郭馨

微电影 原是八道水 史鸿祎、宋筱、沈雅萱、李文婧、苏芷玉 山西传媒学院 秦秀宇

微电影 何处是归鹿 朱璞璞、张燕娟、朱磊 山西传媒学院 秦秀宇

微电影 赫哲鱼皮密码 姬广煜、王安宁 黑河学院 王颖

微电影 锦绣情缘·经天纬地 刘熙平、曹赫 齐齐哈尔大学 王婷婷

微电影 我眼中的世界 庞婧怡 乐山师范学院 陈凌琦

微电影 春风里 马强晋、王涛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乔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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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 归途 王成骐、李悠然、肖美阳、李慧、林反响 浙江传媒学院

微电影 北风之念 邱琬婷 河北传媒学院 徐美梁

微电影 长庚 周家葆、谢文敬、晁玺、张颖、戴琼瑶、涂晨 大连海事大学 王伟

微电影 找到你 黄玥、刘鹏、余俊霖、伍思琪、邓妤婕、韩熙雯 成都理工大学 孙婧

微电影 绘梦巴别路 刘瑞雪、蒋子颜、雷磊、唐泽坤、倪亚丽、陶承辉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李想

微电影 HOLE 林芷凡、黄舒婷、李佳欣 南京艺术学院 杨柳

微电影 攀登者 康敏晴、李知原、龙情、郭灿 华中科技大学 赵红艳

微电影 赛道 喻长峰、陈银鹏、朱德智、付雷、李远清 华中科技大学 陈璞贇

三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微电影 青年教师 潘炜亮、月婷、谢琳、钟思亮、陶永惠 赣南师范大学 肖名希

微电影 青春答卷人 陈子蔚、张译丹、吴允文、刘畅、钟佳蒙 江苏师范大学 杜昀

微电影 那些花儿 张琦琛、秦彤、徐家桢、李心慧、任舒倩、黄一迪 山东艺术学院 张楷

微电影 夏布新生 陈怡、李语嫣 西南大学 毛春

微电影 嘿 这是我离开你时的伴奏 徐涵笑、余正杰、甘轶凡 重庆大学 张洪扬

微电影 纳西吾木 崔泽娜、郭帅、吕知瑾、王彬 山西传媒学院 秦秀宇

微电影 乡根之上 周星晨、宋世豪、刘益名、杨晨新、彭婉婷、杜婧彤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邓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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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 大鱼慢慢游 陈心怡、徐欣然、刘予晟、兰亦清 复旦大学 陆晔

微电影 拾遗札 彭琴栖、李冯冯、唐鷖羽、熊子涵 湖南大学 杨莉

微电影 防空洞里的叙事诗 王宏霞、武慧宇、李云鹏、成谊峰、成妮、杨思函 四川外国语大学 杨珂冰

微电影 匪石 单俊桐、李明通、艾嘉、高碧昕、杜昕宇、琚雨欣 山西大学 麻林森

微电影 你好，初阳 陈秋实、余家乐、胡雨瑄、李丹娜、王窦千千、张瑞琦 湖北大学

微电影 炆 黄熙昌、李治东、徐豪、夏宇、马梦欣、郝彦杰 河北传媒学院 徐兴标

微电影 大山里的玉竹路 张曾宇、谭宇忻、施森杰、孙柳青、陈雨昕、成思谕 湖南中医药大学 包杰

微电影 工匠心·航空梦 马骥、云磊、刘增铁、蒋晓丽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增铁

微电影 三尺讲台 蒋子康、张洁莹、梁家辉、蔡芷妍 肇庆学院 周瑛

微电影 光影斑驳 杜慧、白茜伊、郭江超、王玥、万玮奕、苏玛玥云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邓骏

微电影 摆脱贫困 郑佳阳、王伟业、杨辉、叶佳磊、康婷婷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炉兵

微电影 闺女书记 刘绮程、林雨萱、赵伊婷、余晓烨、崔凯峰 广东财经大学 邹蔚苓

微电影 皮影今生 王竣、陈栩梵 西华师范大学 唐源

微电影 向着幸福出发 严远磊、尹娜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凌勇

微电影 匠守深山 彭显茹、郑丞恩、傅子轩、任虹霖 湖南大学 杨莉

微电影 定格 齐可欣、张彦铭 重庆大学 包晗

微电影 夜车——Black Car 卢宇超 中原工学院 王春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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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 何处桑梓 张国荣 河北传媒学院 徐宁 

微电影 白马之春 陈阳 景德镇陶瓷大学 王万兴

微电影 骑手老爸 周波 河北传媒学院 温嘉明

微电影 坚守 曹卓、刘宇婷、郭翌晗、黄毅、饶芊芊、李瑞琪 湖南大学 杨莉

微电影 冰面上的挥毫 黄赫然、王勃 黑龙江大学 荀瑶

微电影 茶油香满脱贫路 李益帆、缪心雨、马柏、李梓潇 湖南大学 杨莉

优秀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微电影 纹·路 张歆悦 黑龙江大学 韩净

微电影 蜜蜂行动·点亮生活 王戬华、郑童欣、罗锦雯、匡锡灿、顾祺、张贤超 三江学院 周必勇

微电影 点亮“锡望”的光 罗丹、王鸿泽、周子玥、胡思颖、许子俊 无锡学院 李佳熙

微电影 巴书记的一天 林春盛、郑永煌、王一晴、赵鑫娆、张云龙 暨南大学 陈喆

微电影 你好，啦啦操 陕斌、张文学、张诚昊 昆明理工大学 陈烨伟

微电影 寻汨 纵升、王映骅、杨子怡、刘诗婷、余轩君、倪锦茹 广州大学 林渊渊

微电影 一如往常 谢毅、袁青乐、王宇晨、高亚茹、刘婕、叶家豪 西南石油大学 祝静思

微电影 异类 李嘉盛、杨希杰、李春霞、邹俊清、杨洋 闽南师范大学 魏巧俐

微电影 绒花 霍振寰、刘新、戴相杰、张国莉、魏溪、王洪禛 黄淮学院 邓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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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 筑梦 李晶、黄萍萍、范佳慧、韩雨欣、王亚 安徽农业大学 夏利明

微电影 天堂稻浪
陈梓泓、舒煜州、BelozerovaTatyana、

FathudinovMuhamma、周泳欣
广东财经大学 邹蔚苓

微电影 放风 马涵琦、龙浩云、曹荟婕、谢万萍、王姿懿、王倩 湖南师范大学 丁忠伟

微电影 靠近 潘炜欣 天津美术学院 王顷

微电影 阿图快跑 董开鹏、石华春、周兴、尹铭波、唐义波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罗金文

微电影 镜迷 李艺、陈明远、程慧、齐亚轩、秦康、赵梓名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张博寒

微电影 约定 冯亮、黄明星、刘琦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刘庭瑶

微电影 豫见封味 洪博涵 海南师范大学 王紫蓉

微电影 上岸 朱锦欣、姜泽华、刘振津、刘彤、许彤希、陈姿运 广州软件学院 无

微电影 小村大爱 江迪颖、谢天一 西南大学 宁蔚然

微电影 非遗——北海贝雕技艺 黄秋钻、何成锐、韦星、何正海、李鸿发、何丹凤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程杨

微电影 滇剧·传承 张媛 昆明学院 何姣

微电影 红 杨斌、王钦福、龚世红、吴嘉贤、陈锦松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杨斌

微电影 心箱 王灵聪、刘文麟、杨梦颖、罗银坤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鲁丽萍

微电影 微光正好 屈跃林、张广浩、张子阳、祁希然、崔雅楠、郝欣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陈春丽

微电影
靖西龙窑火不熄 土陶技艺助发展

——靖西土陶制作技艺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梁震標、林捷婷、周娟丽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阳松灿

微电影 Fire that blinds me(发光森林) 林雨溦、李华英、林衍麟、彭志坚、洪袀维 华侨大学 郭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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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 换挡 赵俞皓、韦旭阳、董家硕、冀博洋、王郑泽、徐昭慧 天津大学

微电影 一堂好课 钟靖怡、荆燕铭、马雨萌、宋一泓、王梓阳、胡桂源 河南大学 胡芃原

微电影 中华圣贤 黄雅雯、梁霂岩 南京传媒学院 何艳萍

微电影 触不可及 蔡济孺、王欣妍、朱郁丛、林楷峰、玉珠旺姆 长安大学 赵艳

微电影 被遗忘的那些人 周瑜、刘润泽、李春艳、奚娜娜、李晓丽、原子煜 天津工业大学 车传峰

微电影 只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刘书彤、毛燚 重庆大学 包晗

微电影 关于武汉的三个故事 钟孟晖、蒋赛、马可、尹亦成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胡境轩

微电影 转变 王冉冉、王金雨、张鑫、李双羽、邹炜婷、李月华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郭薇薇

微电影 窑·药 高瑜珽、喻庆、余典、杨文浩、覃育婧 华中师范大学 王逊

微电影 大同 古佳奇、杨洋、郭广莉、符恒瑜、王婧琦 山西大同大学 殷旭彪

微电影 一个艾滋病人的独白 杨宿睿、黄小珊、梁小源、杨禄峰、周天天、陈文君 桂林医学院 杨柳杰

微电影 爱心妈妈 肖凡、刘莹、李琼、纪文文、尹雯萱 石河子大学 马晓亮

微电影 我生在中国 王丽慧、王伟业、杨辉、叶佳磊、康婷婷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炉兵

微电影 受害者 汪继康、卓国城、蔡一平、黄茹、高婧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关心妍

微电影 无形暗箭 项晗、曾思繁、彭霖 暨南大学 蔡杰

微电影 在路上 张子凡、陈子涵 西安外国语大学 郭斐

微电影 漫游闽乡——福州篇 林国振、王伟鸿、黄皓越 闽南科技学院 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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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 纽扣爷爷 韩诗曼、邱小悦、丁易宸、李求知、廖思毓 上饶师范学院 黄斯文

微电影 绝艺角雕 杨晨昕、游昌豪、黄有明、曾旭昶、郑济佳、李淦霖 桂林理工大学 侯彦恒

微电影 中国芯 中国心 袁成杰、杨劲毅、徐江、谭周帅、张甜倩、陈丹 武汉科技大学 张晶

微电影 峨眉扎染 陈雨鑫、陈非 乐山师范学院 门涛

微电影 水利人的一天 王钒伃、吴勇成、杨余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张铭珉

三、动漫

一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动漫 半条被子 衣秋盈、莫滨安、裴万刚、李智华、卢燕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孙永辉

动漫 相守 马海盟 河北科技大学 王洋

动漫 半个爸爸 杨文悦 河北大学 于柳

动漫 Lily 张锦雯 同济大学 金云水

动漫 梦境 刘宇豪、叶文煦、李文祥、张怿偲、曹轩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SOLVIGNON 
Alexandre

动漫 校园之美：二十四节气 孟凡雨 天津大学 孙媛

动漫 团史漫画 唐俊硕、陈璐涵、杨兴宇、陶诗佳 西南大学 张菲倚

动漫 延安十三年 黄文蕾 江西财经大学 谢博卿

动漫 “竹编”传文化 雷俊 中南大学 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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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 光辉岁月 方艾芬 中南大学 毛寒

二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动漫 变色龙 王芷欣 同济大学 廖莎莎

动漫 融融 秦子涵、王铁颖、吴金津、孙子吉歪、戚梦瑶、黄相瑞 西华大学 周红亚

动漫 光亮 杨小明、王远求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庞志威

动漫 焦率 李丽、范雨萱、许婉瑶 景德镇陶瓷大学 余熠薇

动漫 内耗 游佳丽、赵娇扬、张楠 河北科技大学 王庆

动漫 年 王嘉欣、龙成、方义民 陕西师范大学 党蕊

动漫 China医 陈环环 浙江树人学院 虞光云

动漫 会哭的树 何川 成都大学 李濯缨

动漫 成长 马含笑 浙江树人学院 施红鹰

动漫 返屋企 李思颖 暨南大学 施佳欣

动漫 青春筑梦新征程 李璇璇、韦宁、刘李、王力 安徽医科大学 苏虹

动漫 寻光 王欣 衡水学院 刘洁羽

动漫 漫绘精神谱系，传承红色基因 宋杰、张释心、王润嫣、杨文婷、刘惠宇 天津大学 梁绍楠

动漫 雪境的守望者 林永佳、翟梦佳、宇珊珊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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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 封校期间，重医学生的“神奇经历” 杨丽鑫、吴倩 重庆医科大学 蔡雨齐

动漫 敦煌飞天 赵妍 衡水学院

动漫 期待与你重逢的那一天 刘牧青 苏州大学 李欣麟

动漫 贪腐必打 马城智、谢基益、赖英志、巫小翠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桂卓琪

动漫 送红军 邱星旺、陈黔、周琦翔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许尚立

动漫 致经管可爱的人们 于天峰、张淼 长春理工大学 礼晓宇

三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动漫 遗忘之城 林子彤、李静萱 吉林师范大学 贾兵

动漫 我们的历史课 王盈盈、刘文杰、曾鹏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庞志威

动漫 空山行 刘晴 衡水学院 张兰兰

动漫 非遗花山岩画国风创意动画 王熠萌 湖南师范大学 段江华

动漫 清零 李梓锋、周雨晴、陈富锡、颜爱婷、吕宙 华侨大学 李诗芸

动漫 hero 蓝丕裕、韦淑婷、宋娜娜 南宁师范大学 韦慧

动漫 毒 谢陈非儿、苏美倩、刘星雨、冯靖轩 西华大学 周红亚

动漫 灯谜 张军、程子妤 惠州学院 肖瑶

动漫 陪伴 王丽、何国炜、李方华、周宇杰、张俊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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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 我该听信谁？ 薛雨萌 合肥工业大学 孟梦

动漫 豌红柿与西豆 洪菲、石易玉、刘婷婷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黄晓瑜

动漫 青鸟 杨思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哈达

动漫 羌桃树下 张盈盈、吴子豪、郭兆阳 陕西师范大学 窦向东

动漫 无人知晓——缉毒警察 吴安忆 天津美术学院 张浩

动漫 疫情下的爱 张凯博 浙江树人学院 施政

动漫 同心战疫，静待花开 潘文静 福建商学院

动漫 水韵文华 冯暄越、王雅琳、钱启韵 南京师范大学 刘灏

动漫 我以青春长报国 吴琪茵、唐少伶、凌琳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周悟

动漫 戏梦 苏宇飞 唐山学院 陈凌子

动漫 吾爱吾城|一位SUSTer画中的战“疫”！ 何佳成、吴曦、赵易容、王张佳怡、张李默、贺旌云 陕西科技大学 任旭

动漫 拂晓战疫时 陈亚男 陕西师范大学 韦宾

动漫 巾帼力量·建党精神 刘心雨、张舒彦、方君涵、黄静云 湖南师范大学 龚曦

动漫 数字赋能 林晓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崔俊

动漫 共生 程春燕、马嘉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刘翠翠

动漫 我们的2022年 温紫含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动漫 就在此时此地 黄彦超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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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 朋友在哭泣 王朝、孙明奥 德州学院 孙倩倩

动漫 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 陈嘉、王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李青青

动漫 午休 张安 唐山学院 王紫薇

动漫 扫黑除恶 黄俊善、陈韦明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劳欢

优秀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动漫  牢筑保密之盾 守护家国之安 黄梓静、吕微微、刘子慧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金蓉

动漫 奋斗不止，青春依存 杨雪倩、刘欢、梁婉媚、陈泳妤、李燕珍 岭南师范学院 倪光睿

动漫 三江印象 覃培 南宁师范大学 韦慧

动漫 “黑匣子”那些事儿 陈一航、蒲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唐庆

动漫 大路朝天 吴鑫 同济大学 金云水

动漫 梨园志异 翁程明慧、陈泽、薛瑞君 陕西师范大学 党蕊

动漫 地球大炮 陈方伟、林奕瑾、钟镇国、郭金成、梁锦瑜、郑森泽 西安美术学院 邓强

动漫 非遗铜鼓·声动壮乡 梁玉宇、阳建发、农光俊、宁立、黄英坤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刘馨予

动漫 烽火 曲郅轩、陈晨、宋孟龙、王辞皓、胡玉肖 河北科技大学 王洋

动漫 时光偷走的女孩 肖晨霞、杨露、赖荟芸 景德镇陶瓷大学 沈玲

动漫 我的狗 唐雪 同济大学 刘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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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 丝绸之路之美食图鉴 魏巍 云南艺术学院 王华

动漫 乡归途 徐志星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楼俊义

动漫 飞天 陈子娴、姜南竹、周盼盼、王文剑 合肥工业大学 宋蓓蓓

动漫 小松戏虎 于欣歆、佟炳惠 哈尔滨师范大学 刘翠翠

动漫 塑料做的腿 庞志威、向婉晴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王利元 

动漫 再见疫情，你好冬奥 张炳权、杨依璇、赵佳智 西安外国语大学 李金明

动漫 小蓝的一天 范文韬 天津职业大学

动漫 抓住星星 闫婧 河北科技大学 王洋

动漫 鹏游蝶梦 谭则通、覃育婧、徐佳宇、莫程泽、乔诗涵 华中师范大学 王逊

动漫 北朝服饰MG动画 白若龙、赵学敏、周永帧、白鑫 山西大同大学 赵海荣

动漫 盖碗茶 皇甫志成、马渭栋、陈渊 新疆工程学院 戚明明

动漫 毋忘在莒 杨未然 河北大学 孙弋戈

动漫 张人亚——薪火相传 陈彦熹、梁贝宁、夏鑫杰、熊洋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李妙君

动漫 同伴 金豪聪 浙江树人学院 乔晖

动漫 《我和我的家乡》脱贫漫画微剧本 李林蔚 华南农业大学 邵家声

动漫 游船记 李浩镛 天津大学

动漫 寻 曹安佳、梁文悦 中南大学 周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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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 灵启 杨兴龙、侯艺煊、黄雨欣、李依娜、沈赫、吴琪 西安美术学院 苗鹏

动漫 数字为生活赋能，让生活更加美好 罗又嘉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魏彪

动漫 少年梦想 袁妤湉 云南艺术学院 刘纯怡

动漫 小白辅导员成长记 付涵、程紫琳、韩雨彤 重庆邮电大学 陈瑞涵

动漫 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成宇 苏州大学 张三军

动漫 云上观景台 刘璐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云涛

动漫 勠力同心，共克时艰 朱虹霏 东北财经大学 陈墨

动漫 红色基因永传承 胡龙雪、阮凡威、刘帅 安康学院 南京

动漫 长安加油 闫家庆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綦玥

动漫 蝴蝶泉 张晴 云南艺术学院 黄鹏川

动漫 禁毒宣传作品 张鑫燕、陈可馨、唐蕾、黄欣 集美大学 陈文彪

动漫
“踏访延安故土，重温红色记忆”

系列红色漫画创作
张林雨、冯晨晨、佟桦 北京理工大学 贾秋阳

动漫 追寻党史百年记忆 陆逸菁、孙琪 上海商学院 宿子顺

动漫 承 许青芽 长安大学 朱冀州

动漫 动漫故事 漫画故事 广东工程技术学院 邓康均

动漫 把你画在纸上，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马莉好好、石语、苏姣蓓、童诗瑜、谢倩 广西大学 陈霄

动漫 疫情防控小贴士 蒙杰、王庆伟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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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 敦煌魂 兰彪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黄佳俊

动漫 共同抗疫，静待花开 冷智芳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郜丽娟

动漫 筑梦冰雪冬奥精神，身心健康同向未来 孙少羽 重庆理工大学 王蓉

动漫
【毕业季|漫画】齐大学子2021届毕业纪念手

册，珍藏版!
张杰、孙凯玉 齐齐哈尔大学 林浩

动漫 节约用水 苏志朋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

四、摄影

一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摄影 “舞动的党史”原创艺术相册 谢云柯 西安交通大学 毕晓楠

摄影 耋 易斯陶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张昕

摄影 好山好水好风光 罗艳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全宏瑞

摄影 父母的爱情 张谦 齐鲁工业大学 王琦

摄影 承载·前进 王熠萌 湖南师范大学 段江华

摄影 奔跑向未来 马艺琴 上海交通大学 任子文

摄影 工匠 博鸿儒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

学院
文丹

摄影 春之花 古丽则热·艾合买提 华北电力大学 童勤俊

摄影 百年·宁波 张程彦 浙江师范大学 黄之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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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纵马祁连山 张晨昊 天津大学 聂炳荣

摄影 “一种关注”人文纪实 汤彦航 三江学院 韩栋

摄影 构成之美 纪季青 山东师范大学 刘璐

摄影 古镇 姚政宇 南通大学 侯昀彤

摄影 “郑”值秋意浓 洪白蓉 郑州大学 马文亚

摄影 火焰与消防兵 鄂星月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罗金文

摄影 凝聚历史之魂，感悟艺术之美 杨晶晶 燕山大学 曹泽众

摄影 传承 黄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韩金彪

摄影 镜中春 段红冰 南京师范大学 张明煜

摄影 劳动创造幸福 谭香竹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袁晓鹏

摄影 高原上的笑容 刘娇娇 苏州大学 王雁冰

二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摄影 湾区之梦 李文中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吴国庆

摄影 后疫情时代 周冬冬 普洱学院 王华

摄影 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 冯瑛琳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汤佳佳

摄影 传承 杨唯鹏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刘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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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现代考古”图鉴 刘建彤 齐鲁工业大学 夏洪波

摄影 点亮之远灯光照亮启程之路 刘若玫 东北财经大学 潘婷

摄影 光遇 王茈妍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付威威

摄影 工匠之魂 纪季青 山东师范大学 刘璐

摄影 大学校园文化风景 李易珂 黑龙江大学 张亮

摄影 坚守 段瑜 云南民族大学 王福丽

摄影 “一百种”生活方式 车明希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摄影 竞攀 罗凯艺 上海体育学院 刘思琪

摄影 老茶馆 刘代清 电子科技大学 张秋雯

摄影 匠魂 朱思晓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

学院
黄晓瑜

摄影 “瘦出闪电”小蛮腰 董思琦 上海大学

摄影 “红色长城” 张北海 青岛理工大学 张英华

摄影 窥见上海 谭乐瑶 上海交通大学

摄影 城与人 柏思齐 南京师范大学 谷林峰

摄影 旧山城，新重庆 王昱喆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摄影 读书美 蓝相含 重庆大学 段晓昀

摄影 月明黄鹤楼 丁梦媛 武汉理工大学 李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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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渔翁爷爷 徐葭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丹

摄影 防护服下的90后 宋玉清 黄山学院 汪海波

摄影 大美西藏 范可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张利萍

摄影 雪山下的坚守——尼西黑陶 冯舸帆 云南艺术学院 沐晓熔

摄影 航拍风光 陈杰斌 河北外国语学院 张师宁

摄影 红色印记 张程彦 浙江师范大学 黄之芯

摄影 匠人 吕子欣 上海理工大学

摄影 永不退色的勋章 孔令坤 武汉传媒学院 王万茹

摄影 童年的夏天 闭雄芳 广西医科大学 张慈娟

三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摄影 忆 张路宽 云南民族大学 李璐

摄影 珠澳同欢 李文中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张梦莉

摄影 “疫”生活 范瀚文 齐鲁工业大学 王琦

摄影 生生不息 马情文 普洱学院 杨倩

摄影 丰收 张梦寒 唐山师范学院 纪文文

摄影 春召纸鸢 方漠 中南大学 赵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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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讲好将军精神 林颖炫 湖南大学 胡朝雯

摄影 行成于思 孙政 广州大学 蔡忆龙

摄影 风霜 韩元涛 天津市职业大学

摄影 光知道它来过 王纬敏 云南艺术学院 李季

摄影 芳华已逝 韶华依旧 柯嘉琦 闽南科技学院 郑宁

摄影 晚霞与海鸥 符连花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吴文娟

摄影 凝望 林鹏宇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孙宇珊

摄影 雾都 王钒伃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张浩然

摄影 芳华 杜航 东北电力大学 李昕南

摄影 童真 杨富麟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琳慧

摄影 集园光影 卓超贤 集美大学 刘金昆

摄影 最姑苏 曹张悦 苏州科技大学 崔炜

摄影 新时代巴盐汉子 辛飞 重庆师范大学 李畅

摄影 “核”鲜 续世文 山东师范大学 高峻

摄影 鹦鹉洲长江大桥 吕凡 湖北大学 向正鹏

摄影 “赢”者 李诗然 石河子大学 赵欣

摄影 长城四季 丁海涛 燕山大学 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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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荷”谐 李子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馥

摄影 抗疫使者 秦莹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巫山

摄影 平潭·岁月 官闰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成玲玲

摄影 大漠驼铃 高天宇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罗峰

摄影 天鹅项下 宋贺琪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才睿

摄影 雪见 鲍佳琪 南京艺术学院 路岩

摄影 定格温馨校园时光 马瑜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齐鑫

摄影 盛世千山雪如花 崔轶凯 哈尔滨理工大学 崔遨然

摄影 传统徽墨工艺 杨娅婷 合肥工业大学 张旭

摄影 老街·巷子深 雷思嘉 四川警察学院

摄影 定格|贺院的荷 蒙莹 贺州学院 黎君

摄影 向海图强，为船为海为国防！ 董良辰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李颖超

摄影 聚焦社会纪实，传承南粤精神 周文欣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高仁杰

摄影 录取通知书，来啦！ 张博寒 西安外国语大学 郭斐

摄影 龙舟竞渡 洪芷晴 天津音乐学院 姜萌

摄影 他在这场战疫中入党 李金奇 吉林大学 张乃俊

摄影 《战疫》——疫情创作 尹宏飞 吉林动画学院 张晓鹤

第 29 页，共 74 页



优秀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摄影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 周睿 云南民族大学 常发旋

摄影 人体标本 侬芷嫣 云南艺术学院 何滢赟

摄影 旗帜传承，赤子丹心 余凯涛 唐山师范学院 张俞

摄影 “滤”色生态 翟祥杰 齐鲁工业大学 夏洪波

摄影 襄阳好风日 吕凡 湖北大学 向正鹏

摄影 凝视 王钒伃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张浩然

摄影 芳年 丁凯 重庆师范大学 曾乐平

摄影 创意摄影丨大道至简 李嘉超 西南交通大学 方攀丁

摄影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方舟 阜阳师范大学 周静

摄影 经百年跌宕，创“中国奇迹” 丁巧巧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商力伟

摄影 爬山虎之恋 胡婷玉 齐齐哈尔大学 赵海鹏

摄影 心怀阳光，奔赴诗和远方 贾诗惠 长春中医药大学 赵子萱

摄影 足球生命律动 何英威 河北师范大学 高军生

摄影 麦岛晚霞 黄子腾 青岛农业大学 姜妍

摄影 盼 王晨然 苏州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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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我的爷爷 郭嘉欣 山西大学 郭平

摄影 阳光不锈 王璐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田雨欣

摄影 拿国旗的小女孩 杜芝寰 咸阳师范学院 郭小楠

摄影 做自己生命中的摆渡者 杨琪琳 广州大学 蔡忆龙

摄影 出淤泥而不染 陈浩焜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张红柳

摄影 海大风采 牛沛龙 大连海事大学 鲁子煜

摄影 我心向党 献礼二十大 刘杨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付越

摄影 “红色海洋”中最美丽的人 董安琦 东北财经大学 吴爽

摄影 皮影戏 罗振强 宁夏大学 周妍

摄影 自然之美 谢美怡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魏萍萍

摄影 人间青绿 詹佳仪 天津音乐学院 姜萌

摄影 光与海 谭义鸿 广西中医药大学 吴玉峰

摄影 “珍”实 李万健 中北大学 王瑾

摄影 石上人家 劳钰峰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陆静静

摄影 最美逆行者 郑宇航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杨万里

摄影 老街 李紫嫣 上海体育学院 艾雨池

摄影 壶口奔腾 柯华霖 西安欧亚学院 李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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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麦科村的希望 冯媛媛 宜宾学院

摄影 这，就是中国青年 陈丽楠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林永

摄影 《时代，我们在一起》组图 徐泓韬 长安大学

摄影 致敬劳动者 郭飞云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袁希

摄影 山、云、风 张修铭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张 楠

摄影 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任彤 黑龙江工程学院 迟真贞

摄影 中国人的骄傲——长城 白宁宁 河北传媒学院 王淑雅

摄影 当我站在柏拉图洞穴里 刘宪标 广西师范大学 刘宪标

摄影 银河共生 续世文 山东师范大学 高峻

摄影 望雪 郑琦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周世菊

摄影 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 崔莉婧 济宁学院

摄影 夕阳西下 邢恩喆 天津理工大学 田换林

摄影 《年味》系列 朱启暄 洛阳理工学院 李成

摄影 默·声 刘亦萱 四川外国语大学 陈彤

摄影 舞出彩 孟诗羽 吉林农业大学 逯明宇

摄影 校园风采 孙承瑜 亳州学院 邓晓曼

摄影 更高更快更强！ 宋欣玲 华中师范大学 陈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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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风雪紫禁城 尹旭东 河北农业大学 张驰名

摄影 参观南京大屠杀罹难者纪念馆有感 夏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摄影 天境祁连 鲁冰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摄影 美丽乡村 彭康迪 湛江科技学院 金潇

摄影 过 宋涛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蕊

摄影 稻田守望者 朱诗琴 闽南师范大学 温海龙

摄影 身后 李嘉 南京工业大学 苏少丽

摄影 老人与落叶 蔡柯宏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胡嵘钰

摄影 身披“白甲”，向光而行 汪祺 西安理工大学 郎锐

摄影 雨•荷 杜佳 西安工业大学 杨笑

摄影 中华古建筑之美 靳晶晶 石家庄学院 王翠平

五、网文

一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网文 寻找林宗南 邱帆 江西师范大学 康国卿

网文 长夜烬明 黄淑慧 湖南大学 鄢嫣

网文 年终特刊丨我自武汉归来 张凌怡 复旦大学 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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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海拔4500米上的初心！ 余雅茜 西南交通大学 胡广翰

网文 打出“YYDS”组合拳，拥抱中国梦 侯璐瑶 湖南师范大学 邓验

网文 95岁的夏登峻与他翻译的《英汉法律词典》 杨乔颐 西南政法大学 安鑫

网文 以青春之名 筑家国之兴 余一斗 吉林师范大学 王鑫

网文 往复书简：赣南大地上的信号塔 陈宽鹏 赣南师范大学 骆维

网文
回望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展望百年仍是奋斗华章

李文欣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网文 相遇于梅花前 丘洋 韶关学院 温阜敏

网文 今天，让川影这抹“中国红”刷屏！ 罗曦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网文 传承在心间的柔情 唐磊 同济大学

网文 勤俭兴家业——祖辈父辈的峥嵘岁月 熊蔓林 南京师范大学 韩露健

网文 背影 梁珈玮 上海交通大学 任子文

网文 如果文化自信有颜色，那一定是…… 林玉婕 广州中医药大学 许丽梅

网文 如果时代不曾见过你 宋仡 广西艺术学院 刘思蔓

网文 万火归一 朱洋洋 重庆邮电大学 章涛

二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网文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张婉玉 湖南大学 爨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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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兄弟我以后就要在重庆大学教书了”

｜铭人志·马寅初
黄珂 重庆大学 包晗

网文 在山的那边，是海！ 潘文艺 西南交通大学 胡广翰

网文
规范汉字使用稳定性的建议背后，

是国人对汉字文化的自信
胡思捷 西南政法大学 黄炳辉

网文 不忘初心跟党走，焕发青春新光芒 张柳 中南大学 仇远林

网文 喜巷 胡笑竺 皖南医学院 汪雷

网文 青春 李文杰 昆明医科大学 杨天鸿

网文 礼赞新时代，永远跟党走 闻佩 南京财经大学 张周驰

网文 逐梦十佳｜邸贺祥：山高路远，此心不渝 魏泓聿 山东理工大学 李昊宇

网文 【字信】请进！这里大有“文”章 王熠 西南大学 唐利平

网文 新时代青年要传承赶考精神 王鹤天 重庆邮电大学

网文 跳跃与重现 刘凌宇 中央民族大学
宗喀·益
西丹佛

网文 山下清风 郭芷茵 广东海洋大学

网文 疫情桀桀处，我辈“青”全力 孙一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张振龙

网文 教育之路的扬帆起航 刘芷余 东莞理工学院

网文 我与北地|从相遇到相知的纪实故事 李佳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江南

网文 美丽乡村 希望热土 尹顾扬 四川师范大学 邓希雯

网文 巍巍灯塔，不朽中华 孙永凤 南宁师范大学 甘友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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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一株会开花的小草 林瑞容 华南师范大学 苏伟兰

网文 勤劳致富永相传 杨瑞晗 大连理工大学

网文 百年传承——国家非遗潮州铁枝木偶戏 陈燕然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网文 成长的脚步 马鹤鸣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网文 风筝归来，真心无悔 徐勇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薛瑾

网文 百年正青春 奋斗正当时 严梓珊 华南农业大学 周毅

网文 走下去吧，从一场又一场野火中站起身 刘乾丽 西安工业大学 张鹏

网文 十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 陈玫池 重庆师范大学 彭臻

网文 那些美好的相遇——我与师大、与小郑老师 杨圳 北京师范大学 钟林海

网文 “我们终会找到意义。” 詹萌 清华大学 苑洁

网文 清澈的爱“铸”梦新时代青年 李龙华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蒋佳莉

网文 社区平凡的一天 刘秉升 上海交通大学 任子文

三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网文
献礼二十大丨文化惠民润心田，

文化建设谱新篇
伊桂沅 北京师范大学

网文 每一只候鸟 林津津 上海海洋大学 边黎明

网文 遗此浩气补混同 谭越桐 辽宁大学 刘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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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绿色长城”的护林卫士

——谨记我的曾外祖父郑大文
吴楚怡 浙江工业大学

网文 楚囊之情，献热血涔流，燃青春年华 覃已凤 桂林理工大学 王好男

网文 曙光 柳欣欣 广州航海学院

网文 倚老传新——讲述“老字号”“非遗”故事 许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屈雅红

网文 踏着自信的脚步，迈向中国梦 罗淼 重庆邮电大学

网文 邹四新|为渝派连环画十年磨一剑 凌艺菲 西南政法大学 李韧

网文
甘将热血之己身，许以家乡振兴处

——我心中的苏正民师兄
沈梅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雨舟

网文
复旦宝藏UP主：与导师相处的故事让我的视频

播放量过百万
金梦圆 复旦大学 孙冰心

网文 峥嵘百年史，壮阔少年行 王宇 长沙学院 曾喆

网文 栉风沐雨秉初心 继往开来续华章 张西南 南京师范大学

网文
这盛世，如君所愿——致百年后与时代同频共

振的青年们的一封信
唐木清 湖南文理学院 张立群

网文 “您有一条新警情” 洪韵琪 上海公安学院 张震宇

网文 建团百年赋 王灿 湖南工业大学 陈勇

网文 晚安，打工人！ 王佳 山东农业大学

网文 我们这十年——关于墨子号的故事 李蕾 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刘晶

网文 边陲之上 王志俊 保定理工学院 郑程天

网文 我们心中的颜色——中国红 王建兴 陕西师范大学 王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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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爷爷走过的路 廖洁 东华理工大学 王小君

网文 青年说丨北京冬奥彰显“四个自信” 包渝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亚敏

网文 这群中农大学子在棉田种出“奥斯卡” 张梓瑜 中国农业大学 姜萍萍

网文 热血流淌——青春的力量 丁文瑞 广西财经学院 陈欢

网文 时代洪流中，我自岿然不动 张敏珊 广州医科大学 陈璐

网文 疫情大考增强了“四个自信”的充沛底气 杨元梅 兰州理工大学

网文 以吾辈之力，还网络清净 温馨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蒋春燕

网文 满怀上“晋”心 蔡泰森 莆田学院 郑仁炜

网文 九秩荣耀，再著华章，献给西电的诗 袁翔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佳悦

网文 我的父亲母亲 袁笑雨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周兆娟

网文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江西师

范大学校史上第一个党组织诞生记
涂莉娜 江西师范大学 康国卿

网文 我站立的地方：太行山上 张卓然 太原师范学院 张盼盼

网文 以青春之我，报青春之国家 袁丽豪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方向东

网文 愿做桥梁：让语言“活”起来，让汉语走出去 杨荣选 云南师范大学 李璐

网文 青春有党，奋斗不止 蒋贤东 重庆师范大学

网文 黄花 王东宇 石家庄铁道大学 郜泽朋

网文 特种兵“犟小伙”成功圆梦浙江大学 靳泽璇 青岛农业大学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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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从放羊娃到博士生要走多远 田昊 西南交通大学 胡广翰

网文 底圩茶旅故，飘香赋远情 李宏 云南农业大学 康心蕊

优秀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网文 光影博物馆 宋秋露 北京师范大学 牛子晗

网文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马欣怡 中南大学

网文 我和宁 张雯棋 重庆师范大学 苏泓予

网文 点燃青年梦、振兴乡村路 李莲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刘小丽

网文 百色朝霞，最美黄花 吕枭 西华大学 杜靖

网文
成中医之星|郭金萍：有梦想够努力才有自己

想要的远方
杨雨婷 成都中医药大学 霍文巍

网文 青春的底色是中国 曹格章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李彦锋

网文 我家的“人世间”——没有苦，那有甜 张思奇 浙江传媒学院

网文 在陪伴抗癌的路上，她不止多走了“一里路” 周书涵 上海大学

网文 青衿之志，屡践致远：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张程 广西师范大学 班宁

网文 与时俱进千锤炼，苍茫风雨晨曦现 杜宇翔 桂林理工大学 曲怀仁

网文 关于春天 我的记忆 裘静远 上海电力大学
木尼拉·
阿吾巴克

网文 追风赶月莫停留，青年筑梦展华光 董欣铭 福建警察学院 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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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追逐光，成为光 陈佳佳 厦门大学 吴维

网文 携万丈光芒，向远方——我的家风故事 刘俊平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冯丽丽

网文 愿为芳草递春风，共抗疫情守江城 郑喆佳 华中师范大学 黄怡宁

网文 风雪夜归人 冯雨昂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周金莉

网文 生而逢盛世，青年当有为 马英蕾 沧州师范学院 曹永青

网文 致敬崇高 董越 山西大学 薛稷

网文 出山 陈志轩 天津美术学院 高小雨

网文
【新时代“嘉”人】结束奥运服务之旅，校友

林姝瑾说：该回学校继续读博啦！
张祝溦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甘丽红

网文 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花 肖寒 长沙学院 谭宏政

网文 爱心汇聚，健康同行 彭潞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夏小玲

网文 燃华夏党辉，书时代风华 何志勇 西南石油大学 何雨洋

网文 兰心化雨：她的课堂35年掌声不断！ 雷柠璐 西南政法大学 安鑫

网文 我们都是风景 彭思麒 内江师范学院 曾乾辉

网文
陈国坚：煌煌百万字校史的背后是

三十年的岁月
龙雨 华南理工大学 欧阳慧芳

网文 百年正是新发时 符诗扬 湖南工业大学 陈勇

网文 且听时代主旋律，今我青年敢弄潮 陈雪璇 岭南师范学院 周东方晨

网文 我知道，我是一名班长！ 祝昭鹏 西安理工大学 蒋艾琳

第 40 页，共 74 页



网文 深刻把握开拓创新历史经验的时代要求 潘梦启 中山大学 万欣荣

网文 归乡的父亲学着开网店 苑书文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熊卉蘅

网文
新疆女孩迪丽胡玛尔：让每一袭婚纱都传递出

甜蜜与幸福
巫婷婷 苏州大学 杨舒婷

网文 寸心报华夏，岁月赠山河 蒋亚雯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李创

网文 金柯葳蕤矣，抚壮勇担纲 张树新 陕西科技大学 贾谋

网文 风，以息息相吹 陈乐童 华北电力大学

网文 回苔原村去 赖星辰 四川外国语大学

网文 忆袁公 周钋宇 河北北方学院 王志清

网文 忆 宗家雄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网文 心栖梦归处，不负韶华年 刘天一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王玲

网文 年轻当立鸿鹄志，为国奋斗终不悔 宓均皓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陈军强

网文 青春何谓，青年何为 冯玲玲 南宁师范大学 农宇鹏

网文 我的抗疫日志 丰婷 广西中医药大学 杨曼丽

网文 青春无问西东，奋斗自成芳华 唐宝莹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苏红梅

网文 用心点亮信号灯 只因他和父亲有个约定 陈姿蒙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季天宇

网文
追随革命先烈，共燃中华之魂

——祭援朝志愿军文
张天聪 河北师范大学 袁晓静

网文
与柳老话百年奋斗史，争做时代追梦人
——访我院退休老书记柳岸青老师

周晓宇 南京财经大学 孙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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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携光影前行，只因心中有梦 王亚强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王瀚梓

网文 愿以寸心报华夏 且将岁月赠山河 秦雨婷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岳晓雪

网文
请回答，三亚中瑞|对青春最好的致敬，

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罗华杰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林尤新

网文
凌三山观榕城十年蝶变，
登两塔望福州发展蓝图

黄沐 福建师范大学 杨小霞

网文 九月 高泽萱 石家庄学院 王昕

网文 使命 罗晓玲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张鑫怡

网文 徽章 王钰涵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陈晶晶

网文 村官日记 朱素宁 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 张超

网文 110的那些事 陈昊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马文卿

网文 青春之我 时代之责 任思畅 陕西师范大学 张雯倩

网文 穿山越壑 青春昂扬 王朝坤 昆明理工大学 余红珍

网文 求学叙事 白洪志 云南民族大学 张力尹

网文 青春有你，万物有光 崔瑞鑫 西藏民族大学 白曼

六、公益广告

视频类

一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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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广告

百年之度 张子颖、廖韵茹、李经韬、刘宇舟、黄维 湖南师范大学 龙念

公益
广告

蒸蒸日上 谢凯丽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黄晓瑜

公益
广告

廿四食记 贾培 西安美术学院 邓宇燕

公益
广告

传承 夏烨韬、杨帆、夏天 金陵科技学院 李潇

二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所在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绮绣 董静宜 上海音乐学院 毕盈盈

公益
广告

逐梦未来 樊梦珂、何梦云、王昆、邱江南 陕西科技大学 张钦峰

公益
广告

Mojito（反电信诈骗版） 李月向新、牛智源、张宇、刘垚坊 石河子大学 唐红

公益
广告

白衣天使 鲍晗倩、吕映颖 同济大学 廖莎莎

公益
广告

珍爱生命 远离烟草 田雅文 华中师范大学

公益
广告

Plastic Fish 吴笑吉、欧芷凤、张慧雯 同济大学 廖莎莎

公益
广告

一束光的使命——把青春献给诗和远方 王岱伦、刘丹菁、张乐妍、李秋莲、罗杰铭、高峰 广州工商学院 严晓君

公益
广告

中和 郭羽 同济大学 廖莎莎

公益
广告

三北守护者 吴笑吉、唐子燕、邹启程、胡宏婷、吴亦沁 同济大学 廖莎莎

公益
广告

无名之辈 李思佳、李仁宇、苏迎港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郭韬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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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就伴儿 李思佳、李仁宇、苏迎港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郭韬

公益
广告

青春的模样 王梦瑶、张金苑、李畅、李航康 辽宁师范大学 李汝建

公益
广告

致敬每一个因坚持而卓越的你 祝丽莎、韩亚轩、朱学志、焦寿冉、周迎雪、徐佳音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孙立伟

公益
广告

我为艺术狂 张原溥 西北工业大学 刘韬

公益
广告

剪纸话廉洁 王给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余文娟

公益
广告

守清廉洁 梁朔宁、何梦龙、王一、宁昱博、徐嘉骏 吉林艺术学院 郑晓姣

公益
广告

华夏记忆，非遗创造 熊敏西 西华师范大学 张芝豪

公益
广告

Only One Earth（只有一个地球） 李思诺 合肥工业大学

公益
广告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沈俊宇、王博轩、魏梦雅 长春财经学院 秦翀

公益
广告

天平 柴玉琦、安宇坤、刘得录、张凤、王颖、于真真 石河子大学 段柳新

公益
广告

青春的定义 李枫盈、王绥文、赵嘉益、杨畅、杨佳锡 湖南师范大学 龙念

公益
广告

第二次陪伴 贾淑然、沙子涵、周宽 吉林艺术学院 周营

公益
广告

折翼天使的守护者 王心玉 赣南师范大学 谢精兵

公益
广告

没毛病（No problem） 高夕雅、廖曦旻 华东师范大学

公益
广告

新青年日记 向洋、顾杨阳、何玉琳、汪惠怡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白文君

优秀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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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向阳而生——齐鲁寻梦中的乡村视觉更新计划 邢楠 上海杉达学院 朱雪俊

公益
广告

我这二十年 王慧溪、娄来科、李乐、丁世龙、许依一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邢艳群

公益
广告

校园元宇宙篇 李志镖、傅天骐、刘丰瑜 南宁师范大学 韦慧

公益
广告

操控篇 汤榕振、张碧怡、张家怡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彭伟柱

公益
广告

拒绝现金支付是违法行为（停车场版） 李月向新、牛智源、张宇、刘垚坊 石河子大学 唐红

优秀呈现效果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看见七彩阳光 陈怡杨、朱奕霖、罗忆南、谭徐飞、罗国清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余潮栋

公益
广告

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 安茜 西南大学 吴宗辉

公益
广告

规矩 苗雨齐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黄洁

公益
广告

手 吴桉桐、张添博、郝崇涵、马浩天、张益博、修婕 辽宁大学 韩虓

优秀制作水平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它们 张雪钦、康昱 陕西师范大学 陈琦

公益
广告

海洋前后 谢俊 西南石油大学 李星昱

公益
广告

回家之路 时珍惜、刘志嘉、梁天宇、崔宏麟 北京师范大学 钟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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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广告

四十五度人生 赵红、贾丽雯、余春鸿 重庆邮电大学 李科

优秀公益示范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退伍不褪色 芶悦鼎、谭华健、王艺展、蒋涵、吴玉婷 浙江师范大学 林友桂

公益
广告

信仰是守护的力量 屈晓宇、汪洋、胡洲龙、戚定峰、唐煜远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白文君

公益
广告

厘米之间，文明体现 勾雅松 河北北方学院 云少虹

公益
广告

爱生活，爱汉字 牛思远、张珺涵、徐琳博、刘东洋 吉林大学 王志成

公益
广告

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吴欣悦、华康睿、曾媛媛 江苏师范大学 刘洁

平面类

一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文与武 汤榕振、梁文龙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彭伟柱

公益
广告

成就有氧生活 朱雪婷、汤榕振、林晓玲、梁文龙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彭伟柱

公益
广告

烬 王予晟 山东大学（威海） 张传涛

公益
广告

教育，不是控制 胡圣卿、谢杰 井冈山大学 廖洪辉

二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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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广告

诚信不能少一点 王奕喆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郝翠云

公益
广告

十二生肖邮票设计 王志诚 淮阴工学院 吕艳

公益
广告

新型捕手 周静 东北大学 霍楷

公益
广告

生命的脉搏，共同的家园 邵天翔、周末、陈彦霖、赵珈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张玮娜

公益
广告

请不要让媒体成为偏见的制造者 黄文轩 上海交通大学 王炜

公益
广告

Help me！ 虎婉婷 天津理工大学 周雅琴

公益
广告

保护水生资源 匡柯颖、宋成伟、于佳星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何小川

公益
广告

津式抗疫小吃主题系列漫画 张博豪、赵杜玮、何晓雯、申妲楠 天津师范大学 李冰玉

公益
广告

动物不是提线木偶 倪悦琳 上海交通大学 王炜

三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腐蝇不治 必成猖虎 周恩玉 天津科技大学 王晓旭

公益
广告

东方魅影——皮影戏 康耘钒 郑州大学 鲁兴学

公益
广告

留守空巢 胡姜漂 上海师范大学 崔生国

公益
广告

不要让孩子变成你的“工具” 宋薇、刘悦茹 井冈山大学 廖洪辉

公益
广告

学以载道 诚信为本 王媛 陕西师范大学 陈琦

公益
广告

共生 李璐、王怡雯、沈怡彤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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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广告

爱国是我们的信仰 张远洋、沈浩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汤晓妹

公益
广告

理想照耀中国 李嘉仪、于紫薇 长安大学 崔艳天

公益
广告

百年接力薪火相传 刘予萱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李卓

公益
广告

这是你看到的海洋吗？ 曾繁 太原理工大学 高永利

公益
广告

种一抹生命之绿 姚欣雨 中南大学 徐家烨

公益
广告

被垃圾掩埋 王紫昀、王鹤凝、郑嘉晖 厦门大学 罗萍

公益
广告

玉兔呈祥 刘晓龙 合肥工业大学 许放

公益
广告

环保宣传卡牌 周已琦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叶中亮

公益
广告

尺度 刁硕 无锡学院 马文杰

公益
广告

反腐 谢诗琦 皖西学院 丁琼

优秀创意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它们不是时尚的牺牲品 贾家昌 天津职业大学 高学强

公益
广告

光盘，也是一种艺术 陈晋帆 广西医科大学

公益
广告

不要让那些名字永沉江底 刘树勋、杨林锜、康一帆、王之道 电子科技大学 刘淼

公益
广告

让中国传统文化活起来 刘雨妍、王新乔、赵嘉楠、朱典 上海交通大学 韩挺

公益
广告

侵犯隐私违法犯罪 阎荟羽、邵家骏 陕西师范大学 陈琦

第 48 页，共 74 页



优秀呈现效果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童心观泉城 李依凡 江苏师范大学 宋子扬

公益
广告

愿每一次起飞都能平安归来 王紫昀 厦门大学 罗萍

公益
广告

争做好网民，献礼二十大 田芝豪、王子骜、潘彤、王祖谕、戴尧、相天雨 大连理工大学 金晗

公益
广告

利刃 王伊婷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公益
广告

保护环境 敬重生命 李潇涵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安全

优秀制作水平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党耀 李鑫 天津美术学院 李东泽

公益
广告

预防半月板损伤 张雪、贺卫丽 长治医学院 王卓君

公益
广告

云破日出，你们就是那道光 陈旭杰 三明学院

公益
广告

爱国的脚步永向前 王雨霏 郑州轻工业大学 高聪蕊

公益
广告

剪出一颗中国心 樊硕、牛震东 沈阳建筑大学 牛思琦

优秀公益示范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老师

公益
广告

父母的“谎言” 曾繁 太原理工大学 高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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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广告

学生生活文明长图系列 陈博林、廖晨巍、张昊婧、陈树华、陈曦、廖梦云 福建师范大学 李旭东

公益
广告

一点都不能浪费 李效闻 同济大学 梅明丽

公益
广告

伤害还是保护 张志婷 厦门大学 杨双飞

公益
广告

急救系列 王纪超 德州学院 孙倩倩

七、音频

一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音频 春江花月夜 张健豪 辽宁大学 李焦焦

音频 追忆•袁隆平 张仕尧、钱江慧、李润芳、任芷瑶、曹芮豪 成都理工大学 赵晰

音频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 赵军 集宁师范学院 吕雅玲

音频 在终点等你 张也、赵俊丽、李卯威、田薪楠、王肖廷 黑河学院 于胜男

音频 爸爸，你那的雪化了吗 刘宏孝、罗文蓄、皇甫秀琪、李宗辉、刘梦佳 烟台职业学院 张俊

音频 枫林桥畔——信仰开始的地方 程音音、程海花、崔世荣、张卓、王乐 陕西理工大学 秦少璇

音频 情系梁家河 李佳鑫、强豪、马雪丽、董俊豪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毛建芳

音频 火神山里的医护者 张雯雯、李宁、李思凝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郑伟

音频 以青春的名义宣誓 周琳娜、陈俊希 陕西科技大学 刘倩

音频 一盏马灯 杜虹、唐泽楠、庄炜 怀化学院 谭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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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百年交响 柴晓洋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李思园

音频 声声不息|家乡味道 黄怡蓉、华一霖、郭冬蕊 吉林体育学院 赵宇飞

音频 山里飘来一朵云 刘冰倩、范劭骅、马天一、李艺菲 江苏师范大学 曹云龙

音频 王小交的封校日记 杜兰娟 上海交通大学

音频 青春中国 吴佳音、刘泽丰、陈梓萌、石鸣声、李泽昱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姚昊

音频 《强国力量》与《青年使命》（改编） 寻如薇、吴盛青、李司略、秦嘉延、张嘉玺 中山大学 徐红

音频 给10后讲红色吉林精神 孙艺鸣、王诗淇、张筌阁、李宛滨、王亦铭 吉林艺术学院 杨锡

音频 追寻 黄梦婷、杨羽翔 湖南大学

音频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李学志、张馨予、孙晓旋、翟世龙、吕岱霖 哈尔滨师范大学 阎菲

音频 少年风发，芳华茂美 杨吉坚、王晨、蔡亚豪、李欣阳、邹航 昆明医科大学 杨国华

二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音频 路标与灯盏 刘莹、马健、张王博、李嘉仪、杨伟光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付胜利

音频 做最好的自己 张蕊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音频 我的兵团 我的兵团人 路晋、史钰凤、姜宗坤、罗秦洋、李介尧 石河子大学 马永泽

音频 可爱的中国 刘雨薇、徐喆 湖南师范大学 李艳

音频 你好，辽大 丛敏冉 辽宁大学 李焦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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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告全国民众书 东雨萌 河北外国语学院 张晓璇

音频 一碗清汤荞麦面 胡宁润、龙子怡、廖纪泽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刘金

音频 这一路走来 刘佳慧、魏岳衡、刘悦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李华颖

音频 生逢盛世 不负盛世 刘思博 哈尔滨华德学院 刘信义

音频 春 苏金峰 东北财经大学 李元博

音频 海峡那边 曾繁荣、伍梦诗、高煌程、方颖 长春大学 孙晶华

音频 月光下的中国 张景亭、宋子丰 山西大学 田瑾瑜

音频 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李天云 山西传媒学院 李克萌

音频 毛泽东读“无字书” 李可萱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萍

音频 等待 熊卓、夏天乐 华侨大学 索燕华

音频
【井冈山精神】井冈山：
一簇南瓜苗，共育革命情

范文熙、晏誉珈、王子璇、陈思喆、吕楷珵 陕西师范大学 张雯倩

音频 弘扬抗疫精神，药大在行动 庄绪捷、王榕榕 中国药科大学 盛洁

音频 中国征程 孙佳琦、万玥、何林、陈浩东、高嘉成 华南师范大学 叶苑秀

音频 我的南方和北方 杨诗颖 西安工业大学 郑金岭

音频 寻访李大钊京畿红迹 陈雅妮 湖南大学

音频 前夜黎明老怀表 范敏莉、康秋笑、刘瑞、孙畅、王泽 燕山大学 曹婷婷

音频
长江漫记：凝望，一场西行浪潮

——志“西部计划”之青年与西部之发展
彭思越、何羽、盛佳丽、梅铃悦、张天意 南京师范大学 张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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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敬仰你 王吴俊、王一帆、谢慧磊、董颜德 兰州工业学院 屈慧姣

音频 话题 程海花、程音音、王乐 陕西理工大学 秦少璇

音频 树木共青，团与我们 涂馨月、胡逸飞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琳慧

音频 小溪有些话想对大山说 兰锐锋、谭子晴、李冰敏 闽南师范大学 陈燕玲

音频 九一八——戎衣蹈厉，千秋凛然 袁霄池、杨金儒、杨芸绮、陈嘉宁、赵轩鑫 兰州大学 朱佳君

音频 党的二十大之歌 刘志凌、施晓宇、陈文静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音频 就是那一只蟋蟀 张奇阳、李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闫菲

音频 握紧你的右手 隋雨含 锦州医科大学 崔欣

三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音频 唐诗里的中国 丛敏冉、孟婕暘、张健豪 辽宁大学 李焦焦

音频 昨夜有暴风雪，今日有初霁晴——兵团精神 金安安、王紫惠 石河子大学 谭兰兰

音频 【五四精神】陈祥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范文熙、晏誉珈、王子璇、许黄一佳、吕楷珵 陕西师范大学 张雯倩

音频 《青年问·百年复旦光荣底色》系列节目 高铭凯、臧芃、林靖涵、汪骞、张驰一 复旦大学 王玥

音频 不忘初心，医心向党 李颖娇、唐靖婷、吴家昇 昆明医科大学 杨国华

音频 绿皮火车从外婆家门前驶过 雷夏天 湖南大学

音频 相安岁月，淡忘流年 牛鹤翔 河北工业大学 崔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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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青春中国 管力锋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苑丹丹

音频 诗颂风华 王晓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音频 致敬最可爱的人——平民志愿者 赖俊桦、卓豪宁、余冠璋、韦家溢、仁清福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杰

音频 中国青年——我看见了 王希言 河北医科大学 韩丽红

音频 薪火相传 李佳林、杨敏、王芳、徐岩、汪子涵 吉林师范大学 刘佳

音频 我愿意是急流 王天一 上海交通大学 姚君喜

音频 赞美 王子涵、顾叶恋、郭佳睿 浙江大学 赵瑜

音频 相望 胡婷婷、吴卉芳 福建农林大学 李禹翰

音频 《献礼建党百年》特别节目 税皓、谢晓萱 吉林大学 袁佳伊

音频
【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云游五四展馆 弘扬五四精神

陈晨、陈玲霖、诸宇豪、李锽昊、付佳茵 上海公安学院 张震宇

音频 我们的青春 杨昕格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书洋

音频 青春 林欢榆、冯颖颖、潘峻毅、黄宇重 福建师范大学 许一婷

音频 有一首歌 姜昕洋、赵燕敏 天津工业大学 史晓腾

音频 对话 红色追思 董耀维、陈晴 上海政法学院

音频 永不消逝的声音 熊卓、马冰蕾 华侨大学 索燕华

音频 那一年，中国的青年正十八 张雨韵、陈凡哲、杨哲、周沁悦、石鸣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沈伟峰

音频 少年中国说 高铁强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季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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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岁月昭昭我同行——颂十九届六中全会思想 公辛一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黄巾凌

音频 青春恋歌 牟晗菲 山西大学 麻林森

音频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韩梦瑶、刘铭洁 河北外国语学院 张晓璇

音频 生生不息 杨洪悦 河北师范大学 吴倩

音频 博物十日谈 刘渝垚 浙江传媒学院 詹晨林

音频 您是伟大民族的荣光——喜迎二十大胜利召开 刘莹、王乐、王吉霖、钱怡萱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孙妙凝

音频 中国奇迹 仲俊霖、刘洋豪、杨思杰 甘肃农业大学 郭静静

音频 为祖国而歌 苗祖瑞、郭伟强、陈征 福建工程学院 陈姗姗

音频 百年礼赞 青春中国 邹明仟、李睿博 沈阳师范大学 金沐

音频 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 谷尘雨、吴婷、张群、李歆洁 天津音乐学院 李彤

音频 老人与海 李美琪 渤海大学 刘洪志

音频 读中国 巴丽恒·卡吾萨尔 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 张郑婷

音频 青春中国 孙沛丰 石家庄学院 郑士尧

音频 两弹元勋邓稼先 庞师帅 天津师范大学 张帅

音频 绿色因你而神圣 陈依柠 中国传媒大学 姜诗明

音频 月光下亮起霓虹 沈永林、刘耿纯 广东财经大学 郭丽莉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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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音频 【劳模精神】张桂梅：大山女孩的妈妈  范文熙、晏誉珈、叶秋月、侯芯怡、吕楷珵 陕西师范大学 张雯倩

音频 承红岩精神，续历史华章 庞璇、刘定东 昆明医科大学 杨国华

音频 采蒲台的苇 何一依、傅俊淇 湖南大学 阳斌婷

音频 去时少年身 归来英雄魂 毕红雪、李仁赫、沈弘扬 哈尔滨师范大学 阎菲

音频 戎耀系列广播剧之军歌嘹亮 霍亚文 上海交通大学 花晖

音频 礼记•大学 刘倩倩、陈淑妍、曾芳、林秀玲 闽南师范大学 袁荔芳

音频 我们心中的新时代共同富裕 路晋、马海旭、梁明霞、孙二灿、何知秋 石河子大学 徐黎明

音频 可爱的中国 邬宝硕 河北外国语学院 张晓璇

音频 我的祖国 周佳林、涂鑫、沈若雨、勾钰欣、陈露露 重庆文理学院

音频 红船的方向 张亦铭 大连海事大学 夏梦思

音频 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追记 段夕鹏、孙梦瑶、王智弘 烟台大学 李瑞

音频 战地黄花分外香 周伟业、汪美仑 南京师范大学 杨鸿飞

音频 我们的青春 杜嘉琪、杨国晨 苏州大学 祝捷

音频 不忘初心跟党走，青春献礼二十大 朱宣儒 哈尔滨理工大学 魏宏达

音频 诗意中国 杨贺新 天津理工大学 孙凡珺

音频 信念永恒 杨霖宛、贾冰 深圳大学 陈昕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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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奋进新征程 李梓源 新疆艺术学院 鲁薇

音频 以青春之名 献礼中国 沈鹏 沈阳音乐学院 单丹

音频 播火者 何佳琳、王子涵 浙江工业大学 任燕

音频 强国一代有我在 董芳棋 长安大学 徐龙超

音频 让青春的乐章奏响在祖国西部的大地 李晓为、高天姿 西北大学 王全伟

音频 我与军营的故事 赵钰琨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曹俊方

音频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贺延哲、焦子洋、王若文、赵小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明月

音频 梦回百年，展望未来 周禹含 河海大学 何俊儒

音频 冼星海家书 陆靖妮、刘子健 上海师范大学 翟福玲

音频 中国心 张世弘 内蒙古民族大学 邢晓梅

音频 致逆行者 岳海洋、岳念通、朱美佳、王欢 长春光华学院 时万旭

音频 我们的华电记忆 陈子齐、纪昊含 华北电力大学 张诗佳

音频 “根红苗正”火鼎公婆“潮”起来 陈萌焦 泉州师范学院 杨丽芳

音频 拒绝平庸 赵龙辉 湖南工业大学 王世强

音频 聆听理想为媒的浪漫情歌 黄鹏祯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凯伊

音频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汪怡 铜陵学院 侯建魁

音频 明天，你好！ 华雨萱、王周震、霍怡桦 安徽工程大学 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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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青春中国 吴森 云南财经大学

音频 不朽 田馨怡、王昭凡、吕锐 青岛理工大学 贾舒文

音频 青春献礼二十大 李桂洁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蕊

音频 盛开的民族团结之花 罗彬鲡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小东

音频 青春的可能 王雪 燕山大学 唱思迪

音频 祖国，你就是我要唱的那首歌 邹洁仪、刘家彤、李钊怡、曾姝琦、孟夏如 华南师范大学 董光柱

音频 榜样 马周辛格、闫晓曼、李佳新、姜慧娜、孔德珊 黑河学院 于胜男

音频 红色文物有“话”说 ㉛｜永不消逝的电波 刘腾飞、闫俊、周宏瑞、董宇、赵海慧 齐齐哈尔大学 李昕萌

音频 四月的纪念 贺挺、罗芙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黄森文

音频 如果青春有颜色 陈思睿、刘畅 上海体育学院 李人杰

音频 赓续接力·如期而言 王琦 贵州大学 孙劲松

音频 中华上下五千年 吴双、孟祥睿 浙江传媒学院 张晓燕

音频 相信未来 钟程 哈尔滨华德学院 康春丽

音频 黄河落日 李子畅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王利强

音频 光荣梦想 耀世启航 刘家正、郭志佳、陈菲、欧阳文慧 河南师范大学 吴振宇

音频 就做一束光吧 曾银龙、江心悦、李荣锴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陈蕾

音频 启示 靳佳萱 天津财经大学 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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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建党百年观潇湘 邓联彬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田顺

音频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天星 于延荣、陈思琪、李文婷、吴泓宇、雷汝甜 山东师范大学 张海洋

音频 因为有你 郝毅楷、雷坤、赵圣洁、李言、付高阳 赣南师范大学 梁慧中

音频
不“疫”般的校园青春日记：
青春校园，“疫”起来运动

姜川雨 东北大学 张天行

音频 执爱国之灯，引青春之路 谭楚筠、崔天翔、史家荞 暨南大学 余苗

音频 大写的中国 王瀚茁 石家庄学院 郑士尧

音频 与妻书 李京航、张言标 滁州学院 荣菁秋

音频 姥姥，我想你了 国奥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祁安娜

音频 颂歌献给党 杨明卿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谭波尔

音频 觉醒，而后崛起 杨芸绮 兰州大学 朱佳君

八、校园歌曲

优秀创作歌手奖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教师

1 上海音乐学院 尚音典乐 吴基学

2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造梦者 邹文利

3 惠州学院 余祯昊 周宁波

4 天津工业大学 刘静权 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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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龙沛、庄锡清 龙沛

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段晓玥 史越

7 浙江理工大学 李天遥、刘佳怡 马鹏宇

8 大连理工大学 张雨农、孙良木 苏芋

9 浙江传媒学院 章炽天 王俊

10 江苏大学 邱翔 金丽馥

11 东南大学 孙凯奇、宋世诚、周渝盛 方方

1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吴蔚 黄颖

13 河北大学 葛智靓、李若晴 赵辰玮

14 武汉理工大学 魏清、操一铭、张越 郎坤

1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钰麒、史清澈、叶毅川 郭宏赛

16 合肥工业大学 胡博 左能

17 云南民族大学 朱新宇、张乐妮 丁乐

18 南京师范大学 彭思越、刘予 袁峤

19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彭源 丁铁锋

20 广州体育学院 刘小青、徐中秋、吴东昇 王子堃

优秀原创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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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校园
歌曲

美丽的你 阿不都拉·艾克拜尔 中央音乐学院

校园
歌曲

记忆中，一抹蓝 孙跃豪、杜俊槺 华东师范大学 班冬宇

校园
歌曲

梦芽 黄胜瑜、黄思婷、韦家贤 南宁师范大学 廖才艺

校园
歌曲

少年的数学猜想 郑卓铭、廖纪航 华南理工大学 郑璐

校园
歌曲

寻找 赵冰玉、景雁南 清华大学 齐兴达

校园
歌曲

美丽传说 王宇欣、廖进文、罗淑文 西北民族大学 尹辉

校园
歌曲

启航 建桥学院合唱团 上海建桥学院 蒋威宜

校园
歌曲

致曙光 甘欣蕾、廖思瑾、袁靖如 南京农业大学 姚敏磊

校园
歌曲

最美奋斗者 音乐梦工厂 华南农业大学 胡远慧

校园
歌曲

守望 张泰然、杨博文、许逸杰 沈阳师范大学 曲雷

校园
歌曲

1822 Journal 姜襄饶 湖南大学 韦子夏

校园
歌曲

石榴籽，一家人 衣木然·卡合热曼 陕西科技大学 杨亚倩

校园
歌曲

数院普通指南 黄大洲 复旦大学

校园
歌曲

我们的青春不一样 福建师范大学小葵新媒体工作室 福建师范大学 戴少娟

校园
歌曲

追寻真理的光 罗智勇 湖北工业大学 邵继红

校园
歌曲

风华百年 李泳祺、姜欢格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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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歌曲

廿廿不忘 Whisky 东华大学 于伟男

校园
歌曲

我想成为一颗蓝星 王帝程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乔旭

校园
歌曲

青春向党 青春向党原创歌曲团队 南昌工程学院 朱锐

校园
歌曲

因为你 谷鉴岚 北京联合大学 寇蕴

校园
歌曲

成工的天空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艺术团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娟

校园
歌曲

破浪 庄儒麟、侯茜莹、鄢杨烨 同济大学 曾盈

校园
歌曲

汉歌行 落纸云烟 西南民族大学 蒋演

校园
歌曲

青春的模样 胡睿、胡小磊、宋俊彤 中国海洋大学 王晓鹏

校园
歌曲

方向 冯子铮、唐湘菲 太原师范学院 申坤

校园
歌曲

理想之路 翁晓仪 华中师范大学 许曾

校园
歌曲

习总书记来到咱宁夏 宁夏理工学院红色故事宣讲团 宁夏理工学院 钱伟

校园
歌曲

想成为的 韦俊全、席翼驰、赵志维 厦门大学 梁振伟

校园
歌曲

再出发 齐可欣 重庆大学 包晗

校园
歌曲

青春的模样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西安交通大学 毕晓楠

优秀改编作品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校园
歌曲

改编歌曲阿卡贝拉版《这世界那么多人》 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团 上海音乐学院 高木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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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歌曲

《我和2035有个约》（阿卡贝拉版） 尹诗惠、曹立新、林瀚峣 复旦大学 陈瑜

校园
歌曲

假如你要认识我 庄哲、连艳琼 福建农林大学 周颖华

校园
歌曲

山高水长 段枭、周弘珍、潘群 中山大学 黄爱成

校园
歌曲

时代感 李佳桐、王竞尧、王晨 烟台职业学院 张俊

校园
歌曲

《 New Boy 》（人民日报填词版） 王宇、甘雅琪、毕方政 黑龙江大学 姚力

校园
歌曲

落在生命里的光（北师大版） 王嘉琪、黄熙、张颖怡 北京师范大学 付町

校园
歌曲

Galway Girl（改编） 赵佳佳 昆明学院 余一夫

校园
歌曲

Raining 黎子维 中南大学 赵世豪

校园
歌曲

《昨日青空》桂工版 姚继昆、李文涛、马威 桂林理工大学 余东东

校园
歌曲

夜空中最亮的星 范铭 东北大学 刘颖慧

校园
歌曲

入海 刘榅涛、刘欣慧、彭泽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佳悦

校园
歌曲

栀子花开 潘菲、孙艺萌、方香 燕山大学 曹泽众

校园
歌曲

《祖国不会忘记》（改编版） 陈怡兵、李晨曦、余逸飞 华中师范大学 丁琳

校园
歌曲

起风了——南林 董瑞文、徐艺菲、支懿 南京林业大学 方彦蘅

校园
歌曲

改编版《如愿》 河北地质大学大学生艺术团阳光合唱团 河北地质大学 郭雅洁

校园
歌曲

晴天会来（千里之外抗疫版） 陈冯、洋洋 哈尔滨理工大学 曹石

校园
歌曲

百人云合唱如愿 王恒超、冯胤仪 上海交通大学 张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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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歌曲

星辰大海 许天翊、鲁奕欣 南开大学 李凡一

校园
歌曲

紫荆花盛开 何志浩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李婧媛

校园
歌曲

放心去飞 董昕怡、邵悦、杨诗哲 上海师范大学 严雅琴

校园
歌曲

有我 张豫 东北财经大学 李夜雪

校园
歌曲

2021毕业 MV《春风十里》 肖源睿 清华大学 金雨浩

校园
歌曲

我们都是追梦人 刘庚、鲁静薇 南阳理工学院 肖邓华

校园
歌曲

星辰大海 刘梁、韩雨、蒋开 广西大学 蒋津辉

校园
歌曲

夏天的风 甘霖 内蒙古农业大学

校园
歌曲

如愿·错位时空 庞梓瑞、谢嘉祥 中央财经大学 赵建铭

校园
歌曲

我们一直在 易羚羊 贵州理工学院 江旭

校园
歌曲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迪力夏提·阿布都热西提 新疆工程学院 胡同君

校园
歌曲

如愿 马乐彤 沈阳建筑大学 任强

网络人气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校园
歌曲

我的青春属于党 陈春艳、邓珺文、张帆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健涛

校园
歌曲

人间 王博伟、任玉杰、郑惠元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陈莎莎

校园
歌曲

热爱那个最真实的你 李桐萱、赵梓琪、宋明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杜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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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歌曲

祈福 衣木然·卡合热曼、地力木热提·吐尔逊 陕西科技大学
迪丽巴尔
·努尔兰

校园
歌曲

萤火 张鹤翔、孙浩天、贾语堂 西北工业大学 孟杰

校园
歌曲

三叶草的约定 王嘉璐、韩宇轩、罗号东 西北大学 郭佳惠

校园
歌曲

亲爱的共和国 何俊、蔡稳涛、阿斯博尔 陕西理工大学 许涛

校园
歌曲

安财的风 柯文可、申依娜、黄汝镓 安徽财经大学 王丽叶

校园
歌曲

起风了 尹旭东、孟繁博、赵嘉怡 河北农业大学 李晓颖

校园
歌曲

负重一万斤长大（改编版） 佘羿、刘钰 沧州师范学院 张鹏

校园
歌曲

桂中医版《处处吻》 杨冬慧、梁婷婷、王鑫 广西中医药大学 黄北京

校园
歌曲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欧邦堃
广西中医药大学
赛恩斯新医药学院

李雪婷

校园
歌曲

百廿星河 王云帆 南京师范大学 刘晋

校园
歌曲

安科向未来 耿世本、汤佳慧、柏田甜 安徽科技学院 张聪

校园
歌曲

红色 赵耀、吕璇、丁万隆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校园
歌曲

你是奇迹 冯书雅、甄勇刚 上海音乐学院 吴基学

校园
歌曲

青春告白 林欢畅、林欢欣、林侦国 中山大学 徐红

校园
歌曲

多语种MV《想见你》 张子凡、李志恒、黄紫萱 西安外国语大学 郭斐

校园
歌曲

我们懂的歌 马思农 中央音乐学院 关鹏

校园
歌曲

少年 姜珊 广西大学 唐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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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类网络创新作品

一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其他
创新

《寻春记：断代的花朝节记忆》H5游戏 邓荏仁、朱雅婷、谢裕芳、朱以晴、汪秋燕 广东财经大学 门艺丹

其他
创新

看完《长津湖》，我想和你聊聊浙大
“最可爱的人”

傅航颖 浙江大学 周亦颖

其他
创新

1922-2022，回望交大青年走过的这百年 周欣怡 上海交通大学 赵鹏飞

其他
创新

鼓舞！总书记给北航这个团队回信！
刚刚《新闻联播》头条报道！

张晓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胡译文

其他
创新

烽烟中的革命伉俪 陆浩铭、程丝雨、张天舟 中山大学 李劲峰

其他
创新

疫情防控期间 我在陕师大的一天 冯悦蓉、曾子菲、徐书立 陕西师范大学 陈琦

其他
创新

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薛宇鸿 白城师范学院 孙舒扬

其他
创新

一百年来，中国青年冲锋在前！ 李娜云、袁子诺、柯锦溶、陈宇涵、邓涪文 福建师范大学 戴少娟

其他
创新

青年有为，奏时代之华章 黄宗灵 西南大学 黄维

其他
创新

九米长卷 孙博文、陈永航、陈铭洋、韩越、石凌依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荣帅

其他
创新

东韵之美 杨子茵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覃远霞

其他
创新

网上重走长征路——党史教育学习平台 吴小荀、缪姗妮、梁思茵、刘悦馨、岳佳琪 陕西科技大学 张诚

其他
创新

From A to Z，这是我们和中国的故事 郭珈辰 长沙学院 尹方园

其他
创新

廿廿不忘 这张227人的合影，
我们拍了20年......

姬媛、王浩天 天津大学 辛科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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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创新

跨过鸭绿江，她是树大老党员 郑伟进 浙江树人学院 郑伟进

其他
创新

南师百廿历史云博物馆 方圆、黄水一、钱梦媛、白玥涵、 许子炎 南京师范大学 杨晓霞

其他
创新

毕业后，你想和他们一同走进乡村吗？ 陈馨儿、康裕、黄芷珊、周文茵 暨南大学 蔡心仪

其他
创新

方寸之间看见中国 李绍云、周东阳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陈兴建

二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其他
创新

浙大再现“扫地僧”：
246页手绘画册致敬百年党史

陈静怡 浙江大学 周亦颖

其他
创新

今晚 设艺青年带你梦回1919 黄书涵 陕西科技大学 相佳杨

其他
创新

今天，他们只是一名父亲 何思圆、巫雨珊、武美娟 广西师范大学 宁婧怡

其他
创新

神秘人的来电 彭明远、罗文绵、林依珊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随晓燕

其他
创新

走进老师们的书房 洪羽晴、王宇涵、陈艺旋 北京师范大学 陶梦真

其他
创新

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我的华农…… 李慧渝、李梓萌、周海玲 华南农业大学 费思迎

其他
创新

“艺”心抗疫|以“艺”抗疫 共同助力 杨雨彤、畅旭阳 西安工业大学 杨娜娜

其他
创新

我们的冬奥回忆录 李艺涵、孙怡然 中央财经大学 白云昀

其他
创新

躲过了病毒？没躲过骗子！ 林娜、第五琪琪、李济帆、蒋昕瑜、黄杰锋 兰州大学 朱佳君

其他
创新

什么是少年感？在这里你会找到答案！ 陈子荣 滁州学院 夏群山

其他
创新

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
——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及启发

越文宣 华北电力大学 吴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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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创新

五四青年节|我们，正青春！ 刘艺莼、李姊航、吴宇楠、洪亚宁、刘雅宁 吉林师范大学 胡晶

其他
创新

考研倒计时40天！愿你踏遍山河，
所得皆所期！

常美珠、孙煜轩、黄若晨、钟汛、刘春龙 黑龙江大学 肖博宇

其他
创新

人物专访|辅导员，你在忙什么？ 何梦鋆、位守燃、黄鑫、高瑞研、李子芾 石河子大学 刘茹

其他
创新

定格属于建大的限定香水 韩思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滕晓

其他
创新

七夕上新！我把喜欢藏进这一杯奶茶送给你 付美、李子纯、胡宇飞、晏庆红 湖北师范大学 黄圆媛

其他
创新

超燃！！！这两天的农大！ 杨文轩、王一凡、向扬、王宇彤、陈家兴 新疆农业大学
加马力丁
·卡麻了

其他
创新

“你妈也这样吗？”真诚求问→ 丁文倩 天津大学 解雯超

其他
创新

新闻联播报道，代表中国出战！点赞，
来自北航的“大魔王”！

梁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胡译文

其他
创新

看！交大青年手绘百年闪光青春 刘涤菲、蒋心瑶、焦纤云、丁淑恒、张涵菲 上海交通大学 周琳琰

其他
创新

用热血浇灌“共产花开”——黄爱 白小爱、贾菲菲、冷静 陕西师范大学 孙雅媛

其他
创新

“一根线”回顾党的光辉百年 庄家泳 江西财经大学 赵旻

其他
创新

《青春正当时丨我在大学的这几年》原创手绘 陈旭萱、高智雅、夏可欣、贾文骋、杨梓淳 西南交通大学 张琬祺

其他
创新

团徽的故事 马云杰、郑涵丹、李思雨、马浩楠 海南大学 徐望来

其他
创新

百年前，你和我一样年轻 何初蕾、李嘉璐、张楚、马云微、覃金婷 南京晓庄学院 马缘园

其他
创新

最后三十天，这本手帐为你加油！ 黄美琪、钟思睿、相雨霜、何林、姜妍羽 重庆工商大学 石薇琳

三等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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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创新

九五红旅——陕西红色旅游地图 冯宇、刘悦馨、梁思茵、岳佳琪 陕西科技大学 张诚

其他
创新

生如闪电之耀光——高君宇 谢怡凡、索羽旸 陕西师范大学 孙雅媛

其他
创新

使命在肩 勇往直前
——致奋勇抗疫的中国青年

丁冬婷、李泽蓉、梁雨昕 韩山师范学院 余曼涵

其他
创新

我能看看你的带饭工具吗？！ 白欣玥、徐妍、王天问、申宗友 西北大学 魏梦鸽

其他
创新

重磅！上海交大形象宣传片
《未至之境》全网发布！

尹静一、黎刘定吉、秦虹玙、郑文鑫、陆宇翔 上海交通大学 金雪

其他
创新

厚植家国情怀，勇做时代先锋 刘钊宇、李茂曈、崔喜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其他
创新

反诈联盟|滴滴!欢迎进入长沙学院
反诈骗剧本杀游戏

张子琪、茹盼、秦梦瑶、欧阳晓霞、张玉红 长沙学院 谭寅寅

其他
创新

暨南115，是个什么舞 汤君妍 暨南大学 李梅

其他
创新

骄傲！这是中国航天的“24小时”！ 赵悦彤、徐维乐、姚智恺、宫晓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史越

其他
创新

骄傲！点赞中国空间站上的北邮力量！ 徐益彰 北京邮电大学 董思捷

其他
创新

勿忘历史 警钟长鸣 刘臻睿、陆宸琳、蔡德玮 南京师范大学 吴希媛

其他
创新

从医学生到医生，“学”无止境 苏高、李俊元、郑灵珊、蔡博涵、丁徐恺 浙江大学 周亦颖

其他
创新

Respect!这位学农爱农的百岁“少年” 傅潇逸、赵效北、张琪野、傅瑞辰 中国农业大学 姜萍萍

其他
创新

乡遇|竹韵悠 竹艺精 竹情浓 江沅锴、陈馨 、伍婉童 肇庆学院 吕钊

其他
创新

攀登者 刘雅文、唐钰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陈华文

其他
创新

“艺”心抗疫|以“艺”抗疫手绘助力 杨雨彤、张莹滢 西安工业大学 杨娜娜

其他
创新

恰同学少年|虞亚楠：无腿女孩，追逐梦想的
脚步从未停歇！

赵腾亮 广西中医药大学 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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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创新

爸妈，我在张家口赛区挺好的！咱们春晚见！ 米润琪、宋骃茵、严如意、吴迪 华北电力大学 张一帆

其他
创新

青云直上堪十载，盛世华章创新篇 唐刘洋、苗泽平、马昕烨、赵洁、许承宇 江苏师范大学 张竞文

其他
创新

青春许国：原创阿卡贝拉版沙动画MV
《年轻人》 北大师生致敬英雄

彭小纯 北京大学 王蓓

其他
创新

没有什么标题比得上你亲口说 区颖盈 西南石油大学 夏天鸿

其他
创新

新生早知道｜学长学姐语音导航！邀你沉浸式
体验农大一天！

侯婉婷、游长春、贾文斌、钱学凤、王汇源 新疆农业大学 蒋烨清

其他
创新

我和我的成中医|给你一张过去的CD 罗苗熙子 成都中医药大学 任翔

其他
创新

这个寒假，他们奔走500多公里为
百余牧民普法

李其芳、窦江南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邹瑄

其他
创新

25年，天大经管教授和他的学生
捐赠500多万......

林珉慧、徐艺轩、谷叶馨 天津大学 宇文慧

其他
创新

致敬·缅怀|双星陨落，后辈当奋进 杜婧、陈勇、曾晨妤、刘逾、赵一波 华东理工大学 庞祎晔

其他
创新

五育并举——“至善江湖”历练记 安照邦、胡艳青、李昊、徐蓓、柴祎琪 东南大学 张思

其他
创新

“以艺抗疫，温暖前行”篆刻作品展 郑晓龙 西安工程大学 刘东欢

其他
创新

董宇辉：我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度过了
愉快、充实且浪漫的四年...

顾思祺、叶文静、庞宇、姬雪 西安外国语大学 郭斐

其他
创新

奋斗者·正青春 蒲昊德、汪馨月 广东海洋大学 程倩

其他
创新

跨时空对话 贾小雷、赵艺瑄、贾梦珂、甄珮瑶、张雅鑫 河南工程学院 张浩

其他
创新

人生不该只有城市的霓虹，
也应该有乡村的月光

罗熙语、赖绮绮、袁志豪 广东工业大学 刁衍斌

其他
创新

浙工大文化新地标，穿越历史，精神永存！ 包晗、刘修齐、方俊兰 浙江工业大学 冯凯琦

其他
创新

非遗说——黄平泥哨 韦镔洵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杜延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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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创新

感谢有你！今天的头条留给我们自己！ 陈爽、孙煜轩、黄秋越、那滢 黑龙江大学 肖博宇

其他
创新

航天互动小游戏 曾嘉莹、顾颖、徐莹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茹

其他
创新

绝美！与清风云烟，看国风西大 农慧慧、马莉好好、韦璇、吕奇营、韦芊羽 广西大学 陈霄

其他
创新

奋斗100天，我要上中大！ 万梓娜、颜巧丽、李锦洋 中山大学 李建平

优秀奖

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指导教师

其他
创新

院士总师+师兄师姐，邀你一起，
拥抱星辰大海！

岳安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胡译文

其他
创新

定格全运会最美瞬间！看西大学子手绘运动员
的卓越风采～

龙之怡、刘姝妤、李孟凡 西北大学 魏梦鸽

其他
创新

还能这样？这份沉浸式毕业典礼互动指南，
请收好！

杨行智、方奕雄、陈佳诺、蒋兆烨、王璐儿 上海交通大学 周琳琰

其他
创新

红烛师表薪火传！陕西师范大学2021年毛笔手
写通知书今日开笔

李静雯、陈赵露、翟珮尧 陕西师范大学 张莹

其他
创新

吕诗雨，你救人的样子真帅！ 彭静怡、黄玮婷、李欣、王星儿、张旭晖 浙江大学 周亦颖

其他
创新

乐形汉意 朱子萌、吴茜、张馨月 北京化工大学 吴宁

其他
创新

凝聚网络强音，提升文明素养 杜文昊 南京师范大学 王磊

其他
创新

人物丨致敬，为护佑生命而展开双臂的你 李昊 北京大学 黄雪

其他
创新

大美珠江 吕晓璐、郭苗苗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刘维琼

其他
创新

“长征：我们有信仰”移动端H5 毛维洁 南京邮电大学 陈媛媛

其他
创新

我们选择这滚烫的人生！——访我校毕业生
潘素燕、黄晓蝶的创业故事

宋春婕、潘浩鸣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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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创新

9秒83！暨南人苏炳添挺进奥运百米决赛！
创造亚洲新奇迹！

李梅、汤君妍 暨南大学 李梅

其他
创新

逐梦冬奥 赵嘉鑫、刘刊 西安理工大学 何海生

其他
创新

非遗景泰蓝系列IP设计 杨艺萱、张鑫鑫 燕山大学 盖鸿章

其他
创新

临危受命 持之以恒 靳亮、张子辰、朱璇香、刘梦玲、和奕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警

其他
创新

《高三穿越系统加载中，请稍后……▓▓▓▓
▓▓▓▓▓▓▓▓░ 90%》

李昂、王泽润、田雨鑫、夏文茜、孙静楠 中南大学 宋云飞

其他
创新

大雪黑大|雪落疫散，我们一定能赢！ 关晶文、袁佳怡、郑鑫睿、黄秋越 黑龙江大学 肖博宇

其他
创新

你好，“旗帜” 李坤营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刘守鹏

其他
创新

探班日记|第一针，打完啦！ 王杨波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胡晓虹

其他
创新

6813条晚安短信，14个夜晚的温暖
问候，与你分享！

胡可欣、林玢艳、陈斯、邱吉松、黄梓淇 福建师范大学 黄佳淑

其他
创新

“潮文化”体验区系列活动 周澜、岳江漫 韩山师范学院 许素华

其他
创新

大白带着他们的画，暖心归航 温伟堂 岭南师范学院 林一帆

其他
创新

GDUFSers高考回忆录丨那些奋斗的
岁月，和着蝉鸣，漫入梦来

郭柯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昕

其他
创新

共度时艰|这是石大人的战疫实录！ 何梦鋆 石河子大学 赵欣

其他
创新

这组今昔照片对比，疯狂刷屏！
校庆头像上线→

秦岸荔、牟一帆、李诗萌、梁欣宇 北京交通大学 龚家琦

其他
创新

“易”起守护国家安全 陈金水、程桦、蒙柱南、杨仕謇、岑玉瑚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秦霞

其他
创新

哇，不会还有人没有新衣服叭 谭佳欣、何铭、莱孜乃·玉素甫江 新疆医科大学 王光磊

其他
创新

向农问道——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信息图形设计 贾高飞、黄政祺 江苏大学 朱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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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创新

大国重器 李绍云、周东阳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陈兴建

其他
创新

青春兴晋 红色太行 白璐瑶、李子穆、田百川 中北大学 双维

其他
创新

一户一墩的秘诀？近在眼前！ 易姝慧 海南师范大学 王紫蓉

其他
创新

溯时而观|军训十二时辰 陈波娃、李璟奕、李俨、徐音、李建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程子灏

其他
创新

龙财H5|“铁人”长眠，精神永存 崔婧怡 黑龙江财经学院 皮天宇

其他
创新

我想为你讲一个跨越百年的故事，里面有你 吴质城、蔡文轩、胡丰柯、陆滢如、黄峻杰 厦门大学 朱祎濛

其他
创新

庆建团百年，迎党二十大校园
“微”长征主题活动

甘若怡、劳雅潇、赵志鹏、劳丽珊 百色学院 黄怡

其他
创新

【毕业季】我要再一次…… 肖娴芳、李婷、吴念祖、田海仪 广西师范大学 林萱

其他
创新

大学生12天帮滞销果农卖万斤葡萄 刘金峰、唐振涛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邹瑄

其他
创新

我和奶奶的端午节 张敏 大连外国语大学 刘虹

其他
创新

瓷器探究 韦任贞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凌辉

其他
创新

新农大色系表白@你 冯鑫仪、崔展昊、向扬、张岸琦、翟朝晖 新疆农业大学 宋文杰

其他
创新

扎根科研，站稳讲台，让人生的色彩更加绚烂 曾宝萱 首都师范大学 窦玥

其他
创新

平凡却不凡，请向了不起的他们致敬！ 王荷钰、刘心雨、旦增曲珍、寇师瑜 渭南师范学院 于占豪

其他
创新

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万江丽、张浩楠、周禾明夕、郑柳思、孙妍 通化师范学院 闫唯

其他
创新

战“疫”|坚持就是胜利 王菲、邓雨祺、姚文云、王堉琪、王曜 东北师范大学 谭海洪

其他
创新

坚守乡村教育 陈嘉莉 肇庆学院 周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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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创新

粤古新潮 潘雯清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张晟轩

其他
创新

同心守“沪” 春暖花开 孙雪怡、巫立仪、金昊翔、张雨嫣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其他
创新

树大史上残奥首金诞生！姚攒，超棒！ 郑伟进、邓舒予 浙江树人学院 郑伟进

其他
创新

大国重器 孙思婷、陈婉柔、王宁、王梓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范学智

其他
创新

漫画记录与长科共克艰辛的日子 刘雯庆、吕雪慧、黄怡然 长春科技学院 李胜男

其他
创新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知识库 梁思茵、刘悦馨、丁亭文 陕西科技大学 张诚

其他
创新

做出这个选择，他们说：绝不后悔！ 徐佳乐、付冰洁、张艺溶 华南农业大学 曾子焉

其他
创新

《地球生病记》原创绘本 倪佳伊、程文琦、杨琳、刘芮菡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董伟伟

其他
创新

霞光满天 李学芳、李静、黄巧花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唐海燕

其他
创新

《网恋有风险，小心是诈骗！》
——防诈骗主题条漫

高慧、贺铄童 中国海洋大学

其他
创新

西医端午专属香包，来来来！ 宋驷旭、常紫璇、陆昕雨、甘雨欣、石幸 西安医学院 李文依

其他
创新

诚信教育 苗豪鹏 保定学院 宋紫薇

其他
创新

追忆百年，共庆华诞 陈思琪 大连海事大学 陈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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