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9-2020 学年寒假
读书创作活动获奖名单的通报

各二级学院团委、学生会：

2019-2020 学年寒假期间，校团委、学生会组织开展了读书创

作活动,共收到读书创作作品 361 篇，读书报告作品 26 件。经组

织评委认真评审，现将获奖名单予以通报（名单见附件）。希望

获奖者再接再厉，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希望全校各级团学组织

继续开展好校园读书活动，形成活动常态，丰富校园文化，营造

浓郁的读书氛围，激发大学生的读书热情，扎实推进文化育人取

得实效。

附件：2019-2020 学年寒假读书创作活动获奖名单

共青团滁州学院委员会

2020 年 3 月 18 日



附件：

2019-2020 学年寒假读书创作活动获奖名单

一、读书创作作品
序

号
学院 姓名 作品名

获奖

等级

1 地信学院 郑香悦 用青春三读《我们仨》 一等奖

2 信息学院 堵云鹏 那些我们一起黑暗中寻找光的日子 一等奖

3 机电学院 贺鹏飞 他的青春 一等奖

4 化工学院 陈磊 流浪今宵 一等奖

5 土木学院 刘若雪 每个人的青春都会发光——至那一年《最好的我们》 一等奖

6 经管学院 李鸿玥 致我最亲爱的魔法世界 一等奖

7 文学院 王晓琴 再读红楼有感——红楼中的美不胜收 一等奖

8 文学院 巫珊珊 逆旅人 一等奖

9 外语学院 吴欣云 梦回牡丹亭，情一往而深--读《牡丹亭》有感 一等奖

10 美术学院 赵欣妍 读正能量下的百变“诗词”有感 一等奖

11 信息学院 陈梦驰 文化苦旅》读后感 二等奖

12 信息学院 祝芳媛 读《母亲》有感 二等奖

13 文学院 徐诺 人生如梦 让我们枕着月亮 二等奖

14 文学院 吴洵 儿时最珍贵的梦——三毛的《随想》 二等奖

15 文学院 高琨 愿你的每一次回忆，都有飞雪相伴 二等奖

16 外语学院 章颖 读《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二等奖

17 外语学院 杨倩 因为成长 二等奖

18 美术学院 崔成成 不负青春，不负你我 二等奖

19 化工学院 桂丹丹 不畏艰辛，砥砺前行 二等奖

20 化工学院 李秀娟 光辉岁月—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二等奖

21 化工学院 严梦彤 葬花人痴 二等奖

22 化工学院 黄晓庆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二等奖

23 化工学院 黄艳令 《呼和兰传》读后感 二等奖

24 地信学院 郭婉茹 目送 二等奖

25 机电学院 余君胜 感悟历史 二等奖

26 机电学院 汪强 读《根鸟》有感 二等奖

27 金融学院 孔雨晴 一切有情，都无罣碍 二等奖

28 信息学院 梁贞贞 寒假读书感 三等奖

29 信息学院 方鸿宇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三等奖

30 信息学院 周修宇 年少的青春 三等奖



31 信息学院 王婷 《幻想协奏曲》读后感 三等奖

32 信息学院 葛治军 那一夜 三等奖

33 文学院 王月 你看见的只是你想看见的 三等奖

34 文学院 胡军 几轮春秋 三等奖

35 文学院 叶颖
我有清欢同君品——读林清玄散文《人间最美是清欢》

有感
三等奖

36 文学院 孙霸 闲午 三等奖

37 文学院 陈梦
做温柔的人，怀一颗热忱的心——读《偷影子的人》有

感
三等奖

38 文学院 甘雨婷 我 三等奖

39 文学院 韦梦茹 孤独的答案 三等奖

40 文学院 梅慧晴 路是月的痕 三等奖

41 外语学院 任笑 生离与死别--读《我们仨》有感 三等奖

42 外语学院 李卓凡 偶尔幸福，偶尔不幸 三等奖

43 外语学院 姚天齐 从美的全世界路过--读《美的历程》有感 三等奖

44 外语学院 洪艳丽 读《论语》心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等奖

45 外语学院 黄亚情 《菜根谭》读后小感 三等奖

46 外语学院 金谢懿 寻找 三等奖

47 外语学院 吴梅雪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三等奖

48 土木学院 余阳 雪域最美的情郎——仓央嘉措 三等奖

49 土木学院 陈玉婷 来自书中的感触 三等奖

50 土木学院 张雅妮 读书引领人生 三等奖

51 美术学院 叶南香 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光 三等奖

52 美术学院 王刚 读《设计中的设计》读后感 三等奖

53 美术学院 崔雪 命中灿烂，终须寂还 三等奖

54 化工学院 朱淼淼 《百草良方》读后感 三等奖

55 化工学院 张蓉 触摸 三等奖

56 化工学院 曾会会 《我与地坛》读后感 三等奖

57 化工学院 高昂 少年强 三等奖

58 化工学院 王寒秋 天灾只是人祸的替罪羊 三等奖

59 化工学院 崔红 为你，千千万万遍 三等奖

60 化工学院 关情 一生相思，只为伊人 三等奖

61 化工学院 苏梦丽 读《谁动了我的奶酪》有感 三等奖

62 化工学院 张卫国 高尔基自传之《我的大学》 三等奖

63 化工学院 刘峥 《绝代风骚》 三等奖

64 化工学院 杜子豪 读《你不勇敢谁会替你坚强》有感 三等奖

65 地信学院 刘妍 最后的告别 三等奖

66 地信学院 马婧 城南旧事 三等奖

67 地信学院 彭菲菲 围城 三等奖

68 地信学院 唐黎 愿这个世界被我们温柔以待 三等奖

69 地信学院 王暑豪 偷影子的人 三等奖



70 地信学院 杨子昊 人民的名义 三等奖

71 食品学院 鲁玉沁 中国两万里 三等奖

72 机电学院 张丽娜 读《格林童话》有感 三等奖

73 机电学院 刘海 读《活着》，要好好的活着 三等奖

74 机电学院 吕瑞平 《我等你到 35 岁》读后感 三等奖

75 机电学院 李顶慧 读《人间词话》有感 三等奖

76 机电学院 李媛 学会珍惜，实现梦想 三等奖

77 机电学院 王志伟 《1Q84》读后感 三等奖

78 机电学院 李卓然 生活本该如此 三等奖

79 教科院 孙静静 《名人传》读后感 三等奖

80 金融学院 李澳新 《黎明之街》——读后感 三等奖

81 金融学院 金淑怡 读书心得 三等奖

82 金融学院 龚心月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三等奖

83 体育学院 周学文 《直到世界的尽头》读后感 三等奖

84 经管学院 单彩虹 《简·爱》读后感 三等奖

85 信息学院 陈玉龙 《牛娃与牛巧》读后感 优秀奖

86 信息学院 陈陶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优秀奖

87 信息学院 龚徽 《强风吹佛》读后感 优秀奖

88 信息学院 万馨悦 青春 优秀奖

89 信息学院 马越 《追风筝的人》读后感 优秀奖

90 文学院 张雪平 思念蓦然而来 优秀奖

91 文学院 戚磊 一路向前——观《我和我的祖国》有感 优秀奖

92 文学院 郭晓冉 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读《活着》有感 优秀奖

93 文学院 靳思琪 每个人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玫瑰——读《小王子》有感 优秀奖

94 文学院 王素倩 行雨梦中——读《边城》有感 优秀奖

95 文学院 夏龙霞 羊儿的巴塔——读《冬牧场》有感 优秀奖

96 文学院 何海林 为了忘却的纪念 优秀奖

97 文学院 赵健雅 一生情缘 优秀奖

98 文学院 嵇海昕 雪光——读《雪国》有感 优秀奖

99 外语学院 张世影 品《边城》，看真情 优秀奖

100 外语学院 郭歌 等一盏茶香 优秀奖

101 外语学院 徐志豪 儿时对纯真美好追寻的起点--读《城南旧事》有感 优秀奖

102 外语学院 胡的妮 任它疾风起--《活着》读后感 优秀奖

103 外语学院 何会娣 梦回流年 优秀奖

104 外语学院 杨雨薇 生而为人，不必抱歉--读《人间失格》有感 优秀奖

105 外语学院 杨慧敏 有一条街，大于整个世界 优秀奖

106 土木学院 赵晨曦 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 优秀奖

107 土木学院 郑俊 读《西游记》有感 优秀奖

108 土木学院 娄佳慧 《横财》读后感 优秀奖

109 土木学院 雷雪 读后有感 优秀奖

110 美术学院 马皖豫 人生有色 优秀奖



111 美术学院 梁美月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优秀奖

112 美术学院 夏文斌 人间失格 优秀奖

113 美术学院 迟荣齐 读《羊脂球》有感 优秀奖

114 化工学院 吕宇平 《小王子》读后感 优秀奖

115 化工学院 杨静静 读《活着》有感 优秀奖

116 化工学院 杜秀茹 读《简爱》有感 优秀奖

117 化工学院 杨雯婷 读《撒哈拉沙漠》有感 优秀奖

118 化工学院 张心如 向生而死—读《活着》有感 优秀奖

119 化工学院 王雅然 向左走，向右走 优秀奖

120 化工学院 黄磊 修身养性 优秀奖

121 化工学院 潘露露 挣脱荆棘塞途的岁月 优秀奖

122 化工学院 夏泽杰 读《边城》有感 优秀奖

123 化工学院 陈姚 读《活着》有感 优秀奖

124 地信学院 程蕾 追风筝的人 优秀奖

125 地信学院 郭美萱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优秀奖

126 地信学院 桑茹 寄个春天给我们 优秀奖

127 地信学院 闫跃祥 花开的声音 优秀奖

128 机电学院 徐智勇 读《毛泽东传》有感 优秀奖

129 机电学院 杨浩元 我们三 优秀奖

130 机电学院 钱岸伟 读《论语》有感 优秀奖

131 机电学院 郑亚坤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读后感 优秀奖

132 机电学院 钱子恒 读《月亮与六便士》有感 优秀奖

133 机电学院 贺建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优秀奖

134 金融学院 潘园 读高尔基《童年》有感 优秀奖

135 金融学院 郑小菁
一个为梦想而奋斗的人——读《考拉小巫的英语学习日

记》有感
优秀奖

二、读书报告作品

序号 学院 参赛者 作品名 获奖等级

1 外语学院 陶雯馨 《双城记》读书报告 一等奖

2 体育学院 范凯迪 《李清照词传》读书报告 一等奖

3 文学院 刘雨琦 《白鹿原》读书报告 二等奖

4 教科院 应昊冉 《小妇人》读书报告 二等奖

5 教科院 马莹 《红岩》读书报告 二等奖

6 信息学院 娄雅婷 《平凡的世界》读书报告 二等奖

7 信息学院 张姝雅 《遇见》读书报告 二等奖

8 机电学院 李顶慧 《人间词话》读书报告 二等奖

9 经管学院 李鸿玥 《哈利波特》读书报告 二等奖

10 地信学院 李庚铮 《三体》读书报告 二等奖

11 体育学院 谢静 《我不》读书报告 二等奖

12 金融学院 吴欢 《汤姆叔叔的小屋》读书报告 二等奖



13 文学院 熊海晨 《边城》读书报告 二等奖

14 音乐学院 刘烜 《瓦尔登湖》读书报告 三等奖

15 音乐学院 宋智伟 《人间失格》读书报告 三等奖

16 外语学院 卢梦 《老人与海》读书报告 三等奖

17 地信学院 史杰 《人间失格》读书报告 三等奖

18 经管学院 单彩虹 《简·爱》读书报告 三等奖

19 食品学院 张岭 《月亮与六便士》读书报告 三等奖

20 土木学院 李佳敬 《人间失格》读书报告 三等奖

21 土木学院 周昱 《飘》读书报告 三等奖

22 金融学院 李懿聪 《活着》读书报告 三等奖

23 机电学院 刘海 《活着》读书报告 三等奖

24 美术学院 徐毓惠 《朝花夕拾》读书报告 三等奖

25 食品学院 朱永旭 《平凡的世界》读书报告 三等奖

26 美术学院 胡宇翔 《百年孤独》读书报告 三等奖

三、优秀组织奖

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团委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团委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团委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团委

文学与传媒学院团委

外国语学院团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