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党爱国爱校·坚定理想信念”系列活动作品获奖名单 

一、书法作品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姓名 学号 学习中心 奖项 

1 建党百年赋 书法 于斌 192522154002 齐齐哈尔 一等奖 

2 毛泽东诗词二十二首 书法 刘伟伟 191525154004 北京智友 二等奖 

3 
《题破山寺后禅院》     

《山中问答》 
书法 马太平 182042154001 宝鸡 二等奖 

4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书法 向贰肖 191016154002 岳阳 二等奖 

5 
《清平乐·六盘山》 

陈毅诗 
书法 朱玉龙 192022154003 新华 二等奖 

6 书东皋子传后 书法 张融 201030154001 中山 三等奖 

7 《沁园春·雪》 书法 徐百发 192016154005 岳阳 三等奖 

8 感党恩 书法 杨礼先 191179154015 校本部 三等奖 

9 千字文 书法 郝树勇 202179154003 校本部 三等奖 

10 《念奴娇·昆仑》 书法 冯顺 202522154001 齐齐哈尔 三等奖 

11 《沁园春·雪》 书法 孙传勇 162005154004 广州 三等奖 

12 书法作品 书法 马子钰 20210612210118 山青院 优秀奖 

13 《七律·长征》 书法 朱殊全 201038154001 连云港 优秀奖 

14 《颂党恩》 书法 汤金水 181030154001 中山 优秀奖 

15 李白《将进酒》 书法 曹国电 211525154001 北京智友 优秀奖 

16 红船颂 书法 陈满占 181525154001 北京智友 优秀奖 

17 
辛弃疾诗词                      

苏轼诗词 
书法 王建英 191512154001 唐山 优秀奖 

18  《出塞》 王昌龄 书法 李佳璐 202523154001 包头 优秀奖 

19 李白渡荆门送别 书法 刘向东 201523154001 包头 优秀奖 

20 《沁园春·长沙》 书法 谈笔 191058154002 无锡 优秀奖 

21 我们爱你啊中国 书法 苏登 171501104002 内蒙 优秀奖 

22 书法作品 书法 杨小东 211032154001 马鞍山 优秀奖 



23 书法作品 书法 刘海峰 202518154008 山青院 优秀奖 

24 《学党史 颂党恩》 书法 朱莞璐 191525104022 北京智友 优秀奖 

25 “百年国共”联 书法 曹国电 211525154001 北京智友 优秀奖 

26 《七律·长征》 书法 陈国良 182525154002 北京智友 优秀奖 

27 书法作品 书法 陆峰 202029154006 柳州 优秀奖 

28 
古诗一首                     

毛泽东诗词  
书法 韩冰 202512154002 唐山 优秀奖 

29 精忠报国 书法 郝嘉媛 202523101003 包头 优秀奖 

30 天道酬勤  书法 王高君 191524127003 京北 优秀奖 

31 书法作品 书法 杨小东 211032154001 马鞍山 优秀奖 

32 毛泽东四言诗 书法 谈笔 191058154002 无锡 优秀奖 

33 精忠报国 书法 郝嘉媛 202523101003 包头 优秀奖 

34 
大医精诚                      

礼敬卫国戍边英雄 
书法 裘利伟 192512154001 唐山 优秀奖 

 

二、微视频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 

类型 
姓名 学号 学习中心 奖项 

1 护卫国旗 微视频 庞越伟 211512101001 唐山 一等奖 

2 实业爱国 微视频 程鸣 202512101001 唐山 二等奖 

3 
《黎明的曙光》诗朗

诵 
微视频 王烁 192525303007 智友 三等奖 

4 我和师大有个约会 微视频 郭金晶 202525159023 智友 三等奖 

5 
“党啊我亲爱的妈

妈”古琴弹奏 
微视频 胡家微 201027127004 金华 优秀奖 

6 校运会 微视频 唐金凤 211030159004 中山 优秀奖 

 

 

 

 



三、我与北师大的故事（主题征文）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姓名 学号 学习中心 奖项 

1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李宏俊 192005150925 广州 优秀奖 

2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王飞飞 192179304004 校本部 优秀奖 

3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王茹倩 192032101007 马鞍山 优秀奖 

4 我和北师大的缘分 主题征文 鲁廷娟 192032313004 马鞍山 优秀奖 

5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李蕴涛 181518127004  山青院 优秀奖 

6 
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

你面前 
主题征文 樊凌雁 192525104053 北京智友 优秀奖 

7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施舒美 211027151003 金华 优秀奖 

8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张佳鑫 191523101002  包头 优秀奖 

9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张瑞平 192523101001 包头 优秀奖 

10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张雨鑫 201523101001 包头 优秀奖 

11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杜小芳 202523101001 包头 优秀奖 

12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韩傲雪 202523101004  包头 优秀奖 

13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王雪 192512101001 唐山 优秀奖 

14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张预念 192032101004 马鞍山 优秀奖 

15 余生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主题征文 张玲玲 192032101009 马鞍山 优秀奖 

16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尹学丽 192032313001 马鞍山 优秀奖 

17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赵越 192032313003 马鞍山 优秀奖 

18 我的北师情 主题征文 王烁 192525303007 北京智友 优秀奖 

19 
遇见最美的你们，遇见

最美的自己 
主题征文 孙秋娟 192525127021 北京智友 优秀奖 

20  我与北师大的故事 主题征文  边鑫 192520101003 包头 优秀奖 

 



四、摄影作品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姓名 学号 
学习中

心 
奖项 

1 爱在辅仁组图 摄影 朱云超 192525127026  智友 一等奖 

2 用青春铭记英雄的史诗组图 摄影 张亚欣 211512101002 唐山 二等奖 

3 时间的缝隙组图 摄影 孙晓倩 202525159035 智友 三等奖 

4 弘扬延安精神组图 摄影 吴秋双 201524104003 京北 三等奖 

5 爱党爱国文化宣传组图 摄影 武玉凤 192030104001 中山 优秀奖 

6 我爱北京天安门 摄影 朱莞璐 191525104022  智友 优秀奖 

7 
春闹书院                        

我陪您春夏，您护我永远 
摄影 孙秋娟 192525127021 智友 优秀奖 

8 时光浮景 摄影 吴东俣 201525159029 智友 优秀奖 

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参观抗日

战争纪念馆考查学习组图 
摄影 谢薇 191525159024 智友 优秀奖 

10 春朝一望 摄影 于修涛 201525159012 智友 优秀奖 

11 志愿服务 摄影 徐玲先 211027106001 金华 优秀奖 

12 红色光芒 摄影 徐艳清 202030159001 中山 优秀奖 

13 永远爱党 摄影 韦淇  201524150007 京北 优秀奖 

14 疫苗接种组图 摄影 黄金凤 201030151001 中山 优秀奖 

15 志愿服务组图 摄影 吴佩容 211030101002 中山 优秀奖 

16 热爱生活组图 摄影 王东辉 211030127003 中山 优秀奖 

17 美景掩映中的数学楼组图 摄影 翟建霞 202525159021 智友 优秀奖 

18 时光停驻，辅仁静好组图 摄影 董姝涵 192525127030 智友 优秀奖 

19 我与师大相见欢组图 摄影 董姝涵 192525127030 智友 优秀奖 

20 花花组图 摄影 刘梓琦 192525127023 智友 优秀奖 

21 观红色影片《那时风华》组图 摄影 谢薇 191525159024 智友 优秀奖 

22 地铁的坚守 摄影 徐辰 202525104008 智友 优秀奖 

23 生活中需要关爱组图 摄影 杨凤玲 211525159027 智友 优秀奖 

24 校园的花组图 摄影 赵丹 192525159023 智友 优秀奖 

25 古建筑组图 摄影 董玥艺 181179159114 校本部 优秀奖 

26 兵马俑组图 摄影 王艳 201524151001 京北 优秀奖 

27 勿忘先烈 与国同心组图 摄影  孙建君 201524104005 京北 优秀奖 

28 弘扬红船精神凝聚教育初心  摄影 杜蓉荣  201524104007 京北 优秀奖 

29 
弘扬传统文化——舞龙 、描绘我

的“青春”  
摄影 庞越伟 211512101001 唐山 优秀奖 

30 穷棒子精神发源地  摄影 裘利伟 192512154001 唐山 优秀奖 

31 军人风范的学子风采组图 摄影 张亚欣 211512101002 唐山 优秀奖 



 “爱党爱国爱校·坚定理想信念”系列活动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序号 学习中心 奖项 

1 北京智友 优秀组织奖 

2 包头 优秀组织奖 

3 唐山 优秀组织奖 

4 马鞍山 优秀组织奖 

5 中山 优秀组织奖 

6 北京京北 优秀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