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1〕282 号 

 

关于 2021 年全省普通高校“读懂中国” 

主题教育活动优秀组织奖和优秀作品 

评 选 结 果 的 通 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印发《2021 年全省普通高校

“读懂中国”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教工委通〔2021〕

4 号，以下简称《通知》）和教育部关工委统一部署，全省各普通

高校今年以来积极开展了以“讲好入党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为主

题的教育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各校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广泛

发动“五老”和学生参与。全省共有 77 所高校中的 668 个二级学院

（系）积极组织了此项活动，共有 21010 名学生直接采访优秀“五

老”6981人次，撰写、制作征文、微视频、短视频、舞台剧 35772

篇（部），579938 名大学生通过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受益。各校

根据《通知》要求，共报送征文 220 篇、微视频 91 部、短视频 62

部、舞台剧 11 部。省教育厅关工委组织专家对各校报送的上述作

品进行了评审并选送部分优秀作品参加了教育部关工委组织的全

国评选。教育部关工委组织的全国评选结果显示，我省省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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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读懂中国”主题教育活动中取得了全国省级教育系统中

总分排名第一、省属高校获奖作品数量排名第一、获评优秀组织

奖的省属高校数量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在教育部关工委“读懂中

国”活动的各类作品评审中，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我们村里的

刘队长》、湖南师范大学《披肝沥胆做人民的好医生》和《一路耕

耘一路歌》、湖南城市学院《铁血男儿精忠报国》等 4 篇征文获评

最佳征文；湖南城市学院《一生两次入党，初心始终如一》、湖南

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家国”两个字，情怀一辈子》等 2 篇征

文获评优秀征文；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心润韶华》获评最佳微视

频；湖南师范大学《红心向党育英才》、湖南中医药大学《初心点

亮仁心》等 2 部微视频获评优秀微视频；吉首大学《薪传》、湖南

师范大学《盛世百花献礼华诞》、湘潭大学《金日成将军为我戴勋

章》、长沙学院《一秉初心衷心向党》等 4 部短视频获评最佳短视

频；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少年从军酬壮志，一生不悔报国心》获

评优秀短视频；长沙学院《唱支山歌给党听》获评最佳舞台剧。

在“读懂中国”活动优秀组织奖评选中，中南大学、湖南大学获评“教

育部直属高校关工委优秀组织奖”；湖南师范大学等 21 所高校获

评“教育部关工委省属院校关工委优秀组织奖”；湖南农业大学等

36 所高校获评“省教育厅关工委优秀组织奖”。现将全省高校“读懂

中国”活动优秀组织奖、获教育部关工委作品奖项的省属高校和获

省教育厅关工委作品一、二、三等奖奖项的高校一并予以通报。 

希望各高校将此次主题教育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作为优

质德育教育资源，做好总结宣传、推广和应用工作，进一步扩大

活动受益面。同时要以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凝聚“五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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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关工委组织力，强化育人实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湖南省高校“读懂中国”活动优秀组织奖名单 

2．省属高校获教育部关工委“读懂中国”活动作品奖项

名单 

3．省属高校获省教育厅关工委“读懂中国”活动作品一

等奖奖项名单 

4．湖南省高校获省教育厅关工委“读懂中国”活动作品

二等奖奖项名单 

5．湖南省高校获省教育厅关工委“读懂中国”活动作品

三等奖奖项名单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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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高校“读懂中国”活动优秀组织奖名单 

 

一、获教育部关工委优秀组织奖的部直属高校（2所） 

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二、获教育部关工委优秀组织奖的省属院校(21所） 

湖南师范大学      湘潭大学 

吉首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长沙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以上高校均有作品获教育部关工委奖项）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南华大学        湖南科技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以上高校均有作品获省教育厅关工委一等奖奖项） 

三、获省教育厅关工委优秀组织奖的省属院校（37 所）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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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理学院      长沙师范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      邵阳学院   

湘南学院        长沙医学院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衡阳幼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注：获教育部关工委优秀组织奖的高校同时为省教育厅关

工委优秀组织奖） 



附件 2 

 

省属高校获教育部关工委“读懂中国”活动作品奖项名单 

 

序号 奖项名称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 最佳征文 

我们村里的刘队长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

学院 
刘欣 杨重、柳波 

披肝沥胆做人民的

好医生 
湖南师范大学 张思嫣 曾小明、何国萍 

一路耕耘一路歌 湖南师范大学 刘湘、宗霞 屈杜伟、何国萍 

铁血男儿精忠报国 湖南城市学院 刘湘黔、伍草琴、莫昊儿 张艳霞 

2 优秀征文 

一生两次入党，初心

始终如一 
湖南城市学院 刘果、李雷、欧阳可依 陈佩霞 

“家国”两个字，情

怀一辈子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向彦 任科英、张珊、简宾、刘庆明 

3 最佳微视频 心润韶华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曹继承、朱俊臣、邵瑩、王熙达、夏

功勋、郭磊鑫、蔡盈芳、魏梦瑶、李

乐发、莫悉 

蔡艳艳、廖梦琪、彭鹏、付小亮、夏

诗敏、吴迪、谢正祥 

4 优秀微视频 

红心向党育英才 湖南师范大学 

陈文真、张宗亚、胡昊杨、张杰、郭

业波、陈美钰、戴沐雨、现大洋、王

圣昊、王政 

曾小明、蔡颂、贺慧星、陈忠平、陈

敏哲、曾永红、张元强、周凌月、王

耀光、姚震 

初心点亮仁心 湖南中医药大学 宁思思、沙凯歌、朱新龙、陈梦凡 
谭达全、易刚强、廖箐、焦璐珈、覃

中东、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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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名称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5 最佳短视频 

薪传 吉首大学 李光福、陈梓坤、肖伟 向津清、田国祥 

盛世百花献礼华诞 湖南师范大学 
朱天寒、刘泽枫、王小艺、李阳、吕

胜宇、刘泽枫 

李翀宇、蔡颂、刘杰、胡师正、谭伟、

朱亮桢 

金日成将军为我戴

勋章 
湘潭大学 姚智俐、袁蓁松、雷定忠、吴乐 李伏清 

一秉初心衷心向党 长沙学院 
黎宇欣、罗浩齐、彭葉、陈倩、龚珍

毅、李怡冉、唐新玉 
柏翀 

6 优秀短视频 
少年从军酬壮志，一

生不悔报国心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邓馨瑜、郑红意 唐林萍、周湘萍 

7 最佳舞台剧 唱支山歌给党听 长沙学院 

高枫、卢幸子、简康、吴晓杰、黄首

婧、郑雨瞳、陈思宇、江袆凡、何娅

婷 

荣斌、肖燕芳、张跃佳、姜思源、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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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省属高校获省教育厅关工委“读懂中国”活动作品一等奖奖项名单 
 

序号 奖项名称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 

征文 

一等奖 

(13篇） 

我们村里的刘队长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刘欣 杨重、柳波 

披肝沥胆做人民的好医生 湖南师范大学 张思嫣 曾小明、何国萍 

一路耕耘一路歌 湖南师范大学 刘湘、宗霞 屈杜伟、何国萍 

铁血男儿精忠报国 湖南城市学院 刘湘黔、伍草琴、莫昊儿 张艳霞 

一生两次入党，初心始终如一 湖南城市学院 刘果、李雷、欧阳可依 陈佩霞 

“家国”两个字，情怀一辈子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向彦 任科英、张珊、简宾、刘庆明 

盛世百花颂党恩 湖南师范大学 朱天寒 蔡颂 

立志跟党走，永做“新青年” 湖南师范大学 
杨柳、徐缘雪、谭惠洁、

邱怡凡 
丛杨 

取枪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路遥 吴友亮 

请再让他开次车就好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罗成发 余晖、廖莉 

扶贫助学爱撒人间，老骥伏枥

初心不变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王韦中 孙亮 

扶贫路上的“三脚”书记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龙高雄 宁凯 

坚如磐石驻工院，余热生辉谱

华章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罗强、陈伟奇 陈琼、邓新春、黄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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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名称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2 

微视频 

一等奖 

（8部） 

心润韶华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曹继承、朱俊臣、邵瑩、

王熙达、夏功勋、郭磊鑫、

蔡盈芳、魏梦瑶、李乐发、

莫悉 

蔡艳艳、廖梦琪、彭鹏、付小

亮、夏诗敏、吴迪、谢正祥 

红心向党育英才 湖南师范大学 

陈文真、张宗亚、胡昊杨、

张杰、郭业波、陈美钰、

戴沐雨、现大洋、王圣昊、

王政 

曾小明、蔡颂、贺慧星、陈忠

平、陈敏哲、曾永红、张元强、

周凌月、王耀光、姚震 

初心点亮仁心 湖南中医药大学 
宁思思、沙凯歌、朱新龙、

陈梦凡 

谭达全、易刚强、廖箐、焦璐

珈、覃中东、万颖 

武陵山上的映山红 吉首大学 李光福、陈梓坤、肖伟 向津清、梅黎 

“银发党支部”的“领头雁” 南华大学 廖卫红、刘小平 廖卫红、刘小平 

青春的答案 湘潭大学 朱玉雷、刘元鑫、单雨萌 刘行、匡睿颖 

理性执著，赓续初心 长沙学院 

莫赛男、卢晓芸、宁文彬、

邓沛怡、王皓东、邓诺杰、

刘誉 

龚喜、张正东、傅诗贻 

传承苗绣，针线系情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邓亦婷、冯诗颖、吴斌、

杨琴 
田维、王丹、石慧、熊哲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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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名称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3 

短视频 

一等奖 

（10部） 

薪传 吉首大学 李光福、陈梓坤、肖伟 向津清、田国祥 

盛世百花献礼华诞 湖南师范大学 
朱天寒、刘泽枫、王小艺、

李阳、吕胜宇、刘泽枫 

李翀宇、蔡颂、刘杰、胡师正、

谭伟、朱亮桢 

金日成将军为我戴勋章 湘潭大学 
姚智俐、袁蓁松、雷定忠、

吴乐 
李伏清 

一秉初心衷心向党 长沙学院 

黎宇欣、罗浩齐、彭葉、

陈倩、龚珍毅、李怡冉、

唐新玉 

柏翀 

少年从军酬壮志，一生不悔报

国心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邓馨瑜、郑红意 唐林萍、周湘萍 

不忘初心，始终追随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曹继承、朱俊臣、胡政、

李健、姚昕、尹俊、陈灿、

秦婕、毛妮、 

蔡艳艳、廖梦琪、夏诗敏、彭

鹏、吴迪、付小亮、杨娟、曾

玮娓、向红洁 

对初心的坚守 湖南科技学院 申璨、李伟滔 徐僧夫、李艳 

逆境行善践初心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于洋、邓超、丁俊杰、戴

露、孙雨茜、方广生 
孙健、高媛、胡辉 

传承红色基因，致敬崇高灵魂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陈崇、曹俊 
李丽、刘三青、胡永华、郑孟

君 

用心上好思政金课 长沙理工大学 
朱艺聪、丁力、易玉娟、

曾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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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名称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4 

舞台剧 

一等奖 

（3部） 

唱支山歌给党听 长沙学院 

高枫、卢幸子、简康、吴

晓杰、黄首婧、郑雨瞳、

陈思宇、江袆凡、何娅婷 

荣斌、肖燕芳、张跃佳、姜思

源、刘敏 

半条被子半个家 湖南农业大学 
张汶锥、张驰、黄亮、曾

慧 
彭克勤、张璐 

守护绿水青山 湖南师范大学 

赵松涛、王湘鹭、张秀娟、

郑丽芹、李晓峰、王继增、

邱泽鹏、季桐羽、王一真、

郭帆、肖箬青 

曾小明、蔡颂、岳凯华、熊剑

峰、李蜜、胡海义、吕不、周

灿、丛杨、张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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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南省高校获省教育厅关工委“读懂中国”活动作品二等奖奖项名单 

 
（一）征文二等奖 

 

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 守疆无悔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陈心怡 王珏 

2 多年灯烛光不尽，胸中红星愈光明 湖南大学 赵浩良、孙晨宇、王庆录、袁绍珂 孙文婷、谭想 

3 二十五年夙愿终成六十五载奉献为学 湖南工业大学 代承轩、余文涛 李正军 

4 老党员朱璎的坚守与奉献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常 湛坤 

5 哪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扶金宝 玻希扬 

6 
访基层防疫医生，传青春抗疫力量——一名基层老党

员的抗疫纪实 
湖南理工学院 姜迈千 刘子行 

7 衔一缕星火相传捧一颗赤心感恩 湖南文理学院 鲁艺睿 汪苏娥 

8 一句誓言一生作答 湖南工学院 刘润璇 许莉 

9 从特立精神的研究者到关爱下一代的实践者 长沙师范学院 覃亚雯 
刘雯、黄梅学、万

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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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0 听老战士讲保家卫国的故事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黄煜婧 范利萍 

11 一片丹心向阳开，毕生奉献育新人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李雪晴 李琼 

12 水晶晶的共产党员—外公的入党故事 长沙学院 沈哲韬 傅诗贻 

13 一颗行走的螺丝钉—李敬移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杨智琳 
陈芳、张馨怡、戴

永革 

14 初心如磐坚如铁，赤子丹心映麓山 湖南师范大学 龙海秀 方俊雄 

15 李时中：成长永念党培养 湖南大学 陈欣媛，赵静媛，张璘 肖雪芳 

16 传百年初心，承红色风骨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李燕 陆径菠 

17 年少不晓事，我心终向党 湖南医药学院 佘淑慧 肖琳 

18 
我对着党旗发过誓，一辈子就是党的人——记在党年

的吉首大学关工委委员石维贵 
吉首大学 李冰姿、向阳、胡璟、张楠 

杨龙斌、段武城、

刘建新 

19 
牢记初心，默默耕耘——记湖南科技学院老党员伍建

华老师 
湖南科技学院 文绍伟 欧阳志超 

20 坚守信念，弹奏爱党心曲 湖南师范大学 何新星 曾小明、向民胜 

21 甘洒余晖映夕阳，初心如磐照青山 湘南学院 陈岚、梅寒 李冰婧 

22 党员叫我干啥就干啥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周琦 曾亮、邓建辉 

23 以“先锋”之名，行终身之事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王娟 李旭 

24 笔耕不辍谢党恩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樊海霞 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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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25 爷爷的勋章 衡阳师范学院 罗淳颖 蒋杰、段顺林 

26 
看到大家好，我就开心——记“湖南好人”老党员文期

深 
湖南信息学院 李巧 罗容波、刘剑锋 

27 永不停歇的接力赛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肖旻 颜舒婷、田泉 

28 与共和国共成长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易艳 
龚丽清、米棋、张

亚男 

29 
砥砺践行，红色传薪——记一位 90 岁老兵党员的信

仰与初心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顾清秀 周萌梦、黄凯 

30 一颗初心，一生坚守 湖南师范大学 詹忻怡 陈胜国 

31 党员光辉耀大地，红色精神传不息 吉首大学 江涛、张双秀、陈淼 向津清、田国祥 

32 平凡中的红色信仰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张琦 赵宸伶 

33 淡泊明“志”蕙质“兰”心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慧娟 廖玉婷 

34 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湖南信息业技术学院 张艺佳 
彭乐春、张恬恬、

洪淼 

35 初心与使命 湖南城市学院 田枚玉、陈佳煜 张艳霞 

36 离而不休，甘作泥尘 湘潭大学 方凤带  

37 党的火种，代代相传 湖南工商大学 周璨 余小倩 

38 乱世救国盛世育人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李棉 岳露、卿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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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39 初心如磐笃行不息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张子玲、吴娟、张寒露、刘嘉怡 何妍 

40 风雨历程他与祖国一起成长 长沙学院 徐静仪 尹方园 

4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湖南中医药大学 刘潘婷 朱红英 

42 怀抱青山，脚踏实地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袁小榕 刘紫仪、黄培 

43 不朽的丰碑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袁思彤 范利萍 

44 心怀教育理想，不忘师者初心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王宇巍、何志航 刘於清 

45 对话 衡阳师范学院 娄祎 彭辉 

46 心系党恩化春泥，砥砺操行修德业—访李延银教授 长沙医学院 林镇楠、马静怡、刘妙 罗力峰、周丛笑 

47 初心不改薪火相传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郑荣馨、谢建英 范果、黄国军 

48 一条路，走了多少年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戴雯 谭亚欧 

49 春风化雨细无声 湖南医药学院 王楠 沈云佳 

50 三娘 长沙学院 彭旋 黄佳佳、李峻 

51 风雨不折傲骨，挥斥党员气象 长沙理工大学 葛依明 曾令球、易芙蓉 

52 风雨漂泊守初心筑建经典为民族 湖南大学 廖若如 彭文军 

5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挥余热，奉献余力 湖南科技大学 席凯艳 刘绍明、贺春生 

54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家强 唐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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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55 热血难凉，余热且长 衡阳师范学院 郑佳 谢琳 

56 姥爷的故事—记老共产党员陈正根 湖南师范大学 李晨 陈胜冲、陈媛 

57 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待扬鞭自奋蹄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白久胜 张艳、文禄林 

58 初心不悔师魂永铸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

院 
孙丽红、冯玉婷 肖俊 

59 奋斗铸辉煌--八旬老党员黄裕德的初心故事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杨伟湘 骆勤、刘翔 

60 把红心献给党的白衣使者 湖南医药学院 邹家俊 罗德发 

61 86 岁老党员、老教授陈列在书柜里的大半生 湘南学院 张秋宇、杨瑞敏 李冰婧 

62 太行公仆，唐公老吴 南华大学 苏严杰  

63 初心如兰香育桃李 中南大学 张志浩 巫爱琳 

64 中南英雄，时代楷模 中南大学 彭雪艺 樊佳俊 

65 党心历久弥新 湖南工业大学 孙悦 程思 

66 援越风骨振中华，战斗精神永传承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陈捷怡 陈盛玲 

67 风雨兼程七十载，不忘初心铸辉煌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郭慧娟、唐子懿 范果、唐晔灵 

68 心怀党恩育青苗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冯玉婷、孙丽红 肖俊 

69 以善心为墨，绘就教育扶贫最美画卷 湖南科技大学 李凌蕴、庞若曦 刘绍明、贺春生 

70 最可爱的人就在我身边 湖南农业大学 徐婧婷 庹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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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视频二等奖 

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 翻山人守山人寻山人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郭佳婧、蒋斌斌、唐友法、钟海翔 周凡、周敏、汤灵 

2 逆境行善践初心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于洋、邓超、丁俊杰、戴露、孙雨

茜、方广生 
孙健、高媛、胡辉 

3 今生无悔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

院 
林青 

韩冰、韩燕平、刘

志刚、李卓 

4 苏区红色传承人 吉首大学 李光福、陈梓坤、肖伟 向津清、梅黎 

5 不忘入党初心，耄耋之年终如愿 长沙师范学院 林诗琪、张竞轩、范芷荧、朱翠翠 
谢卫国、马学刚、

孙梅、万忠伟 

6 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止 中南大学 
林钰杰、蔺梦莹、方浩煜、迟晓萌、

曹丝雨 

甘雪萍、刘健华、

靳有良 

7 老党员的“芳华”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黄美灵、向上、殷紫轩、黄坤、段

艳淋 

刘江妮、叶颖、高

峰 

8 仁言匠心育桃李 长沙理工大学 刘国云、张碧雯 
邓崛峰、喻玲、刘

亚辉、王乃厚 

9 幼教人的坚守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刘晓晶、谢君 李琼 

10 勤勤恳恳，谱写红色篇章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张宇、黎秀香、卢顺顺 范果、唐晔灵 

11 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湖南大学 
杨宇轩、赵禹涵、黄茂琳、吴宇洋、

张雨豪、欧怡馨 
崔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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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2 勤奋的追求、无悔的生涯 湖南工商大学 陈志鹏、郭新纪 徐旭 

13 扁豆教授的三尺讲台和田间地头 湖南文理学院 
湛心渝、艾佳佳、徐晓松、龚武祥、

刘俏 
杨青 

14 平凡匠心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朱强华 田泉、曹晓平 

15 年少从军酬壮志，一生不悔报国心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邓馨瑜、郑红意 唐林萍、周湘萍 

16 关于一生信仰的坚守——记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老党员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全志珍、卢顺顺 
郭龙华、汪雅婷、

范果 

17 为民服务要有真本事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泽辉、何勤、蒋颖、何思旋、蒲

佳成、张慧琳、蒋晓梅 

张宜剑、黄祥元、

唐晓凤 

18 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共产党人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申程、陈月、乔飞、刘江飞 李维、吴丹 

19 初心依旧凝党魂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颜佳音、李歆怡、陆连杰、李文豪、

周志龙、刘鑫、师晗琳、郝婉婷、

欧文 

田明德、赵小群、

赵花云、成夏炎、

王历晴、陈茜 

20 永记党的初心，坚守基层贡献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陈梦佳、黄婧儿、应邹悦、宋溪姣、

李渝萱、刘巧巧 
熊星尧、李林蔚 

21 四十四载教育青禾，把忠诚写在党的教育事业上 长沙理工大学 
张沁、林雪航、王慧、高尔倩、周

文娟 

楚艳鸽、曾志华、

王乃厚、伍接朝 

22 139 级台阶的坚守 湘潭大学 吴昊男、刘雪莹、刘一宁、汪静蕾 周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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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23 老战士陶伏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入党故事 湖南城市学院 

冯鑫、江子荣、张奕凡、龙慧、李

诗琪、彭新根、廖睿、蒋尧、黄海

娟、叶凯乐 

王静、刘登云 

24 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 湖南科技大学 
符致雄、陈佳林、李成龙、谢金豆、

钟其标、舒玉婷、周艳 

刘绍明、贺春生、

马缤辉 

25 不忘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湖南农业大学 崔雯轩、付成奥、丘卓巧、陈红 彭克勤、李晗枫 

26 他在炼钢一线入党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梦颖、严硕、程梓坤、史锦泉、

肖秦江、谭哲宇 
佘铮 

27 激奋年华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李嘉欣、李棉 

何继明、李小豪、

欧阳琳、罗周祁 

28 中国好人刘雄辉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沈文萃、李侃、杨朝刚 夏思鸿 

29 歌唱人民——记女高音歌唱家陈萍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伍文慧、何敏、周睿、伍纪培、粟

曙家 

金晶、肖湘女、刘

颖、谢黎 

30 弘扬工匠精神铸造时代品格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

院 

郑靖勇、王海瑞、张亮、龙伟、肖

星宇、曹若楠 

周嘉懿、邓飞、彭

红霞、陈婧、李恳

亮 

31 初心如磐——在党 50年，我向党报告 衡阳师范学院 唐楚雅、高耐、蒋婉珍 陈灿灿 

32 
忆先烈，牢记历史，守初心，奋进新时代—听陈老讲

衡阳保卫战的故事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张城鑫、饶良琦、罗凡、罗均、张

远婷、梁鹏、秦思慧、王阔 

张栋伟、罗桔芳、

唐钧山、柳静、刘

冕轩 

33 应尽之职 长沙学院 李奥、胡文朵、韩盛、谭鑫 易为、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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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34 不忘使命、薪火相传 湖南文理学院 张节、李文娟、魏丹 佘晨、王珏、张翠 

35 我的入党故事—访长沙医学院詹志和教授 长沙医学院 陈沛霖、唐莹涵、邱世炜、张子欣 
罗力峰、尚蕾、黄

津、周丛笑 

36 用平凡心做伟大事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付心怡、肖杰、唐宁聪、陈琳子 肖亦然 

37 激情再续园丁梦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冯诗颖、段锦琳、冯涛、吴斌、杨

琴、雷美珍、文新超 
田维、肖晓、石慧 

38 公益宣讲路志愿夕阳红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喻梁燕、彭丹丹、张宇霞、谭佳萱、

武鑫、刘秋美 
黄鹤 

（三）短视频二等奖 

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 用奋斗岁月见证祖国跨越 湖南师范大学 胡云天、邝佳庭、李阳、熊智 赵世浩、李蜜 

2 信心——巫纪光 湖南大学 
佟嘉豪，罗晓阳，叶文，吴昊，刘

家豪 
崔进山 

3 不忘初心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申程、陈月、乔飞、刘江飞 李维、吴丹 

4 为民服务要有真本事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泽辉、何勤、蒋颖、何思旋、蒲

佳成、张慧琳、蒋晓梅 

张宜剑、黄祥元、

唐晓凤 

5 形象真情 爱国为民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李作威 李作威、喻晓琴 

6 无声润物若春晖 衡阳师范学院 龙敏、王诗琴 陈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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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7 传承红色基因熠熠余热生辉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邓亦婷、邹慧月 
田维、杨安、王丹、

熊哲欣 

8 最美宣讲志愿者——施杨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喻梁燕、彭丹丹 黄鹤 

9 
清明祭英烈 党史入人心——听陈万中老先生讲革命

先烈的故事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张城鑫、饶良琦、罗凡、许志鹏、

张远婷 

罗桔芳、张栋伟、

杨东方、肖秋菊、

彭杰芳 

10 追光 湖南理工学院 胡唯亦 刘璋、童沁 

11 铮铮誓言 拳拳初心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典成、何婧英 
黄凯、周萌梦、郭

湘仁 

12 红色记忆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典成、罗迎会、刘洁、孙烨坤 刘婷丽、黄凯 

13 薪火相传，情系儿童教育，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吴雨洁、秦婕、肖佳洪、赵馨语、

李秦康、陈俊希、伍峰峰、钟政煜、

刘孟波、全仁杰、张城鑫 

肖秋菊、刘冕轩、

刘芳、张栋伟、申

健 

14 接力棒 长沙学院 
曹阳、叶翱、张宇姿、边祉竹、黄

志峰 
黄佳佳、杨群英 

15 李先质 长沙师范学院 林诗琪、张竞轩、范芷荧、朱翠翠 
谢卫国、马学刚、

孙梅、万忠伟 

16 红心永向党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

院 
谯芊、毛潘、莫汤峰 刘丹、吴振国 

17 65 年坚守初心——退休老教师罗正球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 
杜展威、郑金 罗娜、徐亚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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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8 一辈子传递雷锋精神的使者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李嘉龙 黄苏、唐健峰 

19 追忆红色岁月 传承红色精神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邹安澜、刘菠、滕先娥  

20 孙国华老战士寄语新时代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德兴、胡艳旺、梁家辉 谭亚欧 

21 前有先辈，更有后来人 邵阳学院 
朱麒麟、沈东跃、李璐、黄珂、辛

新宇、杨智迤 
李婷 

22 一生索求的信仰者 中南大学 
吴华、徐婷婷、邹颖、刘博睿、谢

雨新、王家宜 

黄曦、李满春、吴

华、潘纪乐 

23 好人刘雄辉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易玲萱、李芊璇、胡慧欣 
童蒙、杨朝刚、徐

慧霞 

24 好党员刘衍清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吴振恒、易思妍、邓争 
童蒙、杨朝刚、徐

慧霞 

（四）舞台剧二等奖 

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 鲐背无悔照赤心——记马王堆古尸研究先驱彭隆祥教授 中南大学 

周子琪、高琳函、郭鹏辉、王昱超、林

元淇、莫樊俊晖、韩柏文、胡远洲、刘

妙影、宋莹、李思缘、蔡思源、王浩、

杜欣欣 

肖雪珍、张建一、

胡凯 

2 他说苦难是财富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任佳龙、赵绍展、戚思宇、林晓琪、

全莉莎、宋媛媛、胡兴、张子涵、

陈佩、卢顺顺 

蔡蕙心、蔡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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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3 心中的信仰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张思雨、周乐忠、袁洪振、赵佳豪、

杨伏旺、刘媛、何劲松、唐双双、

谢增泓、张瑞、洪福庙、宋芬香、

吴敏、田宇健 

罗佳玲、黄郁娇、

吴丹 

4 红色回忆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何苏洁、李宇恒、黄志双、张炜、

谭家旺、黄雅莉、廖  娟、邓广豪 

罗佳玲、吴丹、黄

郁娇 

5 你好，春花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 

李俊宁、彭娜、熊靓、梁海波、龙

启文、谢盈盈、曹美意、谢琳、李

丽丽、任绘嘉、曾智辉、陈志达、

李郡、刘婧雯、吴晨、袁建华 

黄元、王雅妮、邓

玉莹、钟磊、胡永

华 

6 老党员的故事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炫蓉 杨楠 

7 追梦之旅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周淩慧、胡景凤、黄慧芳、伍增欢、

周慧超、李能怡 
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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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南省高校获省教育厅关工委“读懂中国”活动作品三等奖奖项名单 

 

（一）征文三等奖 

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 峥嵘岁月卫国门，老骥伏枥守初心 湖南工业大学 胡悦春 向玥、夏叶文 

2 一颗“红心”书写四十载从教人生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石敦灏 张宜剑、冯惠先、王亮 

3 一抹璀璨的夕阳红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周寅 李艳萍 

4 用奉献诠释信仰，用初心擦亮党徽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陈月、申程 陈敏利、何妍 

5 红色永流传党恩永铭记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滕先娥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文静 谭晶、赵芹 

7 那一抹耀眼的红色 邵阳学院 周晓琳、沈东跃 李婷 

8 红心向党，征途漫漫 长沙师范学院 林诗琪、郭陈祥、范芷荧 唐志、万忠伟、胡彬 

9 杏林春暖、国医担当 湖南中医药大学 
宫智静美、卢晨依、张斯皓、

叶嘉豪 
张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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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0 半生沙场，一生戎装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徐楠 郑和斌、钟思琴 

11 我的父亲是一名党员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纪嘉欣 刘桠 

12 他总是这样 湘潭大学 陈泽润  

13 
火线入党是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采访常

开业老师有感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唐飞翔、丁俊、傅义凯、王博、

关鑫 
李晨旭、邓娴、周姝 

14 传英雄之精神，担英雄之责任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聪 黄群 

15 时光不老初心依旧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谭佳萱 黄鹤 

16 初心如磐石 奋斗谱写人生 湖南城市学院 王嘉豪、张雅瑶 陈佩霞 

17 
不忘初心方始终耄耋之年亦风华—访曾昭伟

教授 
长沙医学院 李思怡、张朝、赵存元 罗力峰、尚蕾 

18 
我最满意的是国家强大了——抗美援朝老兵

李敏之老人采访记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沈家雯 李伦娥、陈盛玲 

19 耕耘苏区沃土，播撒红色种子 吉首大学 张意 向津清、田国祥 

20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康燕 郑志凌、赵芳、谭小贝 

21 一程又一程 邵阳学院 张样、罗婷 李婷 

22 
初心不改，用平凡书写精彩人生——记抗美

援朝老兵张绍仁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王淼珍 闵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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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23 
对党忠诚，终生无悔——记共产党员卞德舫

同志 
湖南理工学院 李佳缝 贺波彬 

24 一路奋斗一路歌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胡艳旺 谭亚欧 

25 铭记党心，百炼成钢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梦婷 施国平 

26 读懂中国 湘潭大学 赵振君  

27 了解“五老”，学习“五老”，传承“五老”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慧娟 莫华清、曾钰 

28 只问初心，无问东西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舒常平 胡颖、王倩 

29 一份不平凡的礼物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熊若曦 申利萍 

30 国之英者，吾之光亮 长沙师范学院 
肖莹、刘雅玲、杨沁璇、钟依

萍、方璇 
卢阳倩 

31 听党说，述信仰，讲实感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肖逸雅 雷瑶 

32 与党同岁，初心不渝——记吉首大学彭秀模 吉首大学 
邱馨瑶、徐超、李美玲、刘巧

华 

杨龙斌、段武城、刘建

新 

33 不负使命，扬鞭续行 湖南工商大学 贺一平 谢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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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34 “老交通”的新愿景 长沙理工大学 洪源伯 邓崛峰 

35 一抹恒久的红色 邵阳学院 曾雯娟 李婷 

36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慧琳、蒋晓梅 黄祥元 

37 战火中的入党故事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麻金红 
付小亮、许笑男、龙文

静 

38 大山的姑娘，有颗金子般的心 长沙学院 许珍妮 林涵 

39 用平凡一生，谱写党员使命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刘富建 李烁 

4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访詹志和教授 长沙医学院 
刘妙、赵存元、陈沛霖、唐莹

涵 
罗力峰、黄津 

41 传承红色基因，做时代新青年 湖南农业大学 赵陆源 曾军雄 

42 赓续红色力量“少年”初心不改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士泽 梁艺、杨柳 

43 原地下党员罗特秉赤子初心铸向党忠魂 湖南农业大学 徐婧婷 庹炼 

44 血洒疆场铸忠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彭雯 吴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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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45 党旗在他的“责任田”里高高飘扬 吉首大学 邓颖欣、陈江江 向津清、田国祥 

46 平凡的党员不凡的使命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李娜、赵思雨 罗桔芳、刘姝蕾 

47 平凡的人生“五老”精神在闪光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童文豪 罗维根、戴慧婷 

48 我与祖国共成长——风华正茂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叶月圆、张祁玲、桂海燕 王俊、邓显石、谢辉 

49 81岁老兵的初心与坚守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李欣旭 方思远、高磊 

50 以百姓之心，为己之心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周北星 刘桠 

51 致敬平凡中发光发热的榜样力量 湖南医药学院 朱凤仙 毛勇 

52 读懂中国－抗战英雄王海宝 湘潭大学 王梓良 王海宝 

53 
戎马岁月彰显英雄本色，和平年代传承红色

基因 
湖南工商大学 成伊雯  

54 初心永恒六十载，浓墨重彩绘人生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李博豪、钟政煜、喻强 刘冕轩、刘芳 

55 读懂肖爷爷读懂共产党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俊雄、孙启文 肖秋菊、刘芳、刘冕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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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56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初心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张菱蓉 莫蓉 

57 守住一颗心，做好一件事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蔡子猷 、符东阳 张馨怡、陈芳 

58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进力量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婧 钟鸿春 

59 一块永不生锈的钢铁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周顺、谭琼、周乐 刘迪、彭玉京 

60 忆入党初心，明未来之路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张姿怡 余洋、潘珍 

61 一颗红心映党旗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钟冬霞 杜卡 

62 一生一事 湖南文理学院 刘露露 汪苏娥 

63 走红色之路，做红色传人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雷楚娴 刘晓萌、尹韦、刘健萍 

64 夕阳正红余热生辉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黄银珍 余洋、潘珍 

65 耕作不息的老黄牛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路冉、徐曼琴、文思婷 李孝军、兰剑 

66 踏微雨寻党心 湖南农业大学 张婷 曾军雄 

67 无私留心中，奉献写青春 湖南科技学院 李广 欧阳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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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68 主动站好“四班岗” 湖南工学院 王金鑫 宁清平 

69 一心向党，为民服务——查全鄂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罗杰文 余晖、廖莉 

70 颂“红烛”情，忆“康师”事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钟萍、谭琳 周圆、文禄林 

71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程媛 马艳 

72 永远跟党走 做好石化人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陈瑶 李丽、郑孟君、杨轶 

73 
初心不改，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访湖南

城建职业技术学院离休老党员郑星华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邓料佥 杨军强 

74 读懂中国，传承红色基因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刘洁 刘婷丽 

（二）微视频三等奖 

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 两次入党不忘赤子初心 湖南农业大学 
彭文莲、刘倩、黄维、陈佳敏、

刘心如 
李晗枫、彭克勤 

2 闪闪的红心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谯芊、莫汤峰、李昕怡、许怡梦、

张思敏、彭惟悦 
刘丹、吴振国 

3 寻红色足迹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胡盛、周扬涛、何佳、李娜、曾

宇 
郭书群、段鑫 

4 率先垂范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谢思思、王月、张晓慧、刘桢钰、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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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梁海燕，刘嘉怡、刘芳 

5 “读懂中国”主题活动专题片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黎鹏、崔灿 李海燕、陈毅峰 

6 与好人为伍，与智者同行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付一伽、朱迅、郭志杰、龙威豪、

冯冠华、曹含轩、邓炜腾、段亚

辰、王志豪、曾艳、高铭、卜祥

泽、朱彤彤、肖雪、龚澳、王莉

颖、陈甜甜、楚斯为、麻健、田

东 

陈旭、朱丹、邓可可 

7 听薛老师讲献血故事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赵彭 
李微、许洁、汤小阳、

王志红 

8 红色的传承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钟海翔、陈运 
廖佑莲、黄喜云、向裕

良 

9 
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寻访平江

红色记忆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郑学烨、蒋卫、余扬、沈俊杰、

李博 
汪珊、刘长洪 

10 赤脚从军，永远跟“您”走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丁水蓉、岳润双、袁希 赵芹、黄琪哲、丁丽娜 

11 八旬老党员聊初心故事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张世奇、张贵荣 骆勤、刘翔 

12 韶光 湖南警察学院 潘彦羽  

13 初心永恒五十载的李爷爷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秦婕、吴雨洁、冯沈阳、李博豪、

贺仕林、谢志强、陈平、许波、

杨少敏、喻强、刘孟波 

刘冕轩、刘芳、肖秋菊、

唐钧山、罗桔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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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平凡的岗位上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孙远芳、朱杨、刘博涵、于雄、

刘湘、周宇航、李阳、谢正艽 
廖哲爱、李昕 

15 新时代新长沙 湖南警察学院 周泽楷  

16 四十五砥砺赤子情，十八年坎坷入党路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张轩豪、高学桐 陈鑫 

17 你从苦难走来，苦尽甘来 湖南警察学院 胡倩若  

18 老战士的故事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邓懿、黄亚鹏、柏锦辉、范婉琴 李琼 

19 传红色经典扬五老精神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彭汕求、欧阳佳思、刘阳 罗佳玲、黄郁娇 

20 牢记初心，砥砺前行 邵阳学院 
石斌耀、张娇、段欣、陈璐慧、

姚济烨 
刘漫雪 

21 追寻入党初心，赓续红色血脉 湖南工程学院 

李诗华、杨迁迁、陈洁、孙澎、

王锁彦、吕国庆、孙熙霖、韦诗

琦、何禹隆、李璐伟 

王慧磊 

22 读懂中国--讲好入党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湖南工业大学 张莹莹 刘莎、李佳龙 

23 东南西北春常在，周公师恩留心间 长沙师范学院 
肖立可、周起航、王汝勤、王婷、

浣璐、杨雨婷 
刘辉 

24 
砥砺践行，红色传薪——记一位 90 岁老兵党

员的信仰与初心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典成、何婧英 黄凯、周萌梦、郭湘仁 

25 淡泊明“志”蕙质“兰”心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操、蒋燕、黄慧娟、李常林、

欧海群 

廖玉婷、谢超、阮湘程、

李婷、王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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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赓续红色力量“少年”初心不改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士泽、金储豪 梁艺 

27 钟书记：用心扶贫，用行济困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译丞、刘艺、李浩源、崔沁钰、

周胜浩 
李勇、李小红、胡蔓梓 

28 管天球谈信仰话初心 湖南科技学院 姚紫怡、秦菊、左惠华 谢志豪 

29 传党心，筑国梦 湖南工业大学 谭旭洋，刘思怡 姚迪辉、仇维佳 

30 初心不改育桃李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肖华、唐荟婷、丁泽祥 蒋旭阳、韩雅婷 

31 信仰如炬温暖师生 湖南石油化工职院 
李俊宁、何思求、杨嘉欣、李首

鸿、卢梓翔 

王雅妮、胡永华、严瑾、

黄元 

32 入党故事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曾海霞 陈建忠 

33 征途 长沙师范学院 
钟依萍、田丰序、刘思宇、舒瑾、

刘思腾、张鹏 
卢阳倩 

34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历史的见证者——李珍凤

书记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唐跃星、林佳鸿、张子航 黄仁超 

35 传·程 邵阳学院 
朱麒麟、沈东跃、李璐、黄珂、

辛新宇、杨智迤 
李婷 

36 爱教爱校爱生，此生无悔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郑文星、蒋家豪、易冠希、蒲怀

清、曾等松 
罗维根、戴慧婷 

37 心向党，砥砺行 湖南工业大学 袁慧、王馨颖、刘洲语、廖安南 姚迪辉、仇维佳 



－ 34 － 

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38 聆听党员的故事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李乐、周扬 王卫华、朱易 

39 党的峥嵘岁月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段丽佳、郭晓璐、黎露、夏新湘、

周回 
刘婉姿 

40 走近老教师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廖宏广、易玲、王琴、蒋莹娇 唐国庆 

41 初心铸匠心，执着求始终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杨昌龙 蒋维 

42 传承红色基因，筑梦美丽食药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陈梦佳、黄湘怡、黄婧儿、应邹

悦、李渝萱、刘巧巧、陈星宇 
陈川、彭密 

（三）短视频三等奖 

序号 作品标题 获奖学校 作   者 指导老师 

1 故事里的党课 吉首大学 武方卿、胡欣然、王小丫 
杨龙斌、段武城、刘建

新 

2 戎装年华最美青春 投身教育报国于行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彭冬花、卢顺顺 范果、吴艳红 

3 
“五老”党员——戴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湖南工业大学 

查国良、陈子轩、韩星星、马小

康 
马胜亮、贺林龙 

4 陈洁雅老师对青年党员寄语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向彦 
任科英、刘梦娇、赵璟

源、尹韦 

5 教授的入党初心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梦颖 佘铮 

6 平凡的传承 吉首大学 张春颖、尹灵惠、石若珍、卿青 向津清、田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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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牢记入党初心 传承地质精神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匡素云 陈明香、赵灿红 

8 讲入党故事，不忘初心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谢毅文 陈磊 

9 初心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符东阳 张馨怡、王珏 

10 永不停歇的共产党员——彭忠秋 湖南工商大学 
魏泽鸿、陈文瑾、刘慧娜、黄瑞

娅、彭甜甜 
 

11 “红色耀中华，精神传后人”金句合集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孙远芳 廖哲爱、李昕 

12 扎根职教路，犾唱夕阳红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娜、田青、王井泉、陈昊宇、

吴嘉杰 
刘勇、吴淼 

13 白马湖的碉堡 湖南文理学院 任俏、 申千山  

14 
读懂中国——“五老”畅谈那些年与党的故

事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熊灿、刘阳、张瑜娉、杨贵琴 罗佳玲、黄郁娇 

15 铭记党恩，致敬先烈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游思嘉 郑志凌、赵芳、向裕良 

16 从越战老兵到三尺讲台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黎鹏、崔灿 李海燕、陈毅峰 

17 向榜样看齐，向组织靠拢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丁水蓉、何雷鸣、周迎 赵芹、丁丽娜、宋洋 

18 致敬人民警察 湖南警察学院 张士凯、张哲、陈忠良、张哲源  

19 读懂中国 致敬“五老”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柴昌和、明燕 张文倩、李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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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五老”精神照耀我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邓婵、蒋安琪、刘亦琴、钟活玲 谢君 

21 初心不改，情怀筑梦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士泽 梁艺 

22 王满仁谈入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李昕悦  

23 信仰的力量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李芳 储昱 

24 追忆建党百年 牢记初心使命 南华大学 王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