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类别 获奖等级 作 品 名 称 作  者 学院（系）

一等奖 边边角角 张临鸿 201800103035 文学院

一等奖 古•今 许淑捷 201902201146 初民学院

一等奖 历史长河的某一角落 张伟朋 201902205155 初民学院

一等奖 瞬间 郭嘉欣 201801601026 体育学院

二等奖 人间烟火气 丁鎔利 201900105108 文学院

二等奖 色彩 杨  珂 201800103030 文学院

二等奖 北涧村扶贫攻坚新风貌 乔川川 20180040105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二等奖 崛起之城 杨皖玉 201803201049 新闻学院

二等奖 遇见 黄津钰 201902201123 初民学院

二等奖 人生三幕 郑  越 201800103040 文学院

二等奖 新时代风貌 谷  媛 20180040201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三等奖 致敬 李斯淇 201902201127 初民学院

三等奖 我眼中的山大 孙  韵 201803201033 新闻学院

三等奖 渺渺 张雅卓 201902205157 初民学院

三等奖 烟花 李金格 201902201125 初民学院

三等奖 线性山大 杨  瑜 201803201051 新闻学院

三等奖 温情 公  璇 201902201110 初民学院

三等奖 时代印记 金羽茜 20180040102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三等奖 校园风采 杨晶晶 20180040205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三等奖 日落江湖白 刘彩霞 201920103006 文学院

一等奖 请笃信一个梦 徐  嘉 201902205142 初民学院

一等奖 疫情连千里，萤火汇星河 张亚多 20190404109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二等奖 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王圣鑫 201902205134 初民学院

二等奖 舌尖上的故乡 和  敏 20180040101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二等奖 耀眼的红色，熟悉的背影 赫青青 201902201118 初民学院

二等奖 路还很长，我不妥协 陈  扬 201902201103 初民学院

三等奖 成都茶馆和散打评书 姚函汐 201800101104 文学院

三等奖 英雄时代，共赴国难 公  璇 201902201110 初民学院

三等奖 我与山大的那些事 严雯瀚 20180040205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三等奖 “90后”，共和国年轻的脊梁 傅奕祺 20180040301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三等奖 洪水无情，他们逆流而上 郭傲宇 201902201112 初民学院

三等奖 归属 徐芸菲 20180040106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三等奖 我和我的祖国 包诗嘉 201902205101 初民学院

一等奖 猫

李雅琪 201700103008

杨  静 201700103017

王华杰 201700103013

张亚丽 201700103018

裴彤格 201700103020

文学院

郑  越 201800103040

郝津容 201800103011

霍志鑫 201800103012

刘沛霖 201800103015

刘玥玥 201800103016

二等奖 告别的年代  相伟达 201700103015 文学院

二等奖 和解 林雨诚 201803202026 新闻学院

单俊桐 201900103103

高碧昕 201900103106

刘秀芬 201900103114

王  磊 201900103125

牟晗菲 201900103118

张艺璇 20190010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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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

摄影

一等奖 药 文学院

ECHO二等奖 文学院

微电影



二等奖 救赎 杨  珂 201800103030 文学院

二等奖 同居 李苏鹏 201700103007 文学院

三等奖 并州绘卷

曹升照 201703202010

李迎芳 201703202018

王  展 201703202024

李晨鹏 201703202014

新闻学院

三等奖 循环 马文昕 201701807018 美术学院

优秀奖 等 梁若林 201900103113 文学院

优秀奖 黑择明 刘泽甫 201900103116 文学院

优秀奖 瘫 杨  婧 201701807022 美术学院

优秀奖 墨笔 王芝颖 201820114007 文学院

优秀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

张桂云 201720106002

冯晋瑶 201820112010

武昊昂 201820112031

高晶晶 201820112011

秦鹤梦 201820112021

刘金昊 201820112017

单凤鸣 201820112006

新闻学院

优秀奖 食堂老崔

韩晓彤 201920112009

温舒莎 201920112030

赵  琳 201920112043

王  浩 201920112022

新闻学院

优秀奖 五感——无感 杨  婧 201701807022 美术学院

一等奖 追梦 陈宇暄 2019015123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等奖 爱惜 董  越 201902201107 初民学院

二等奖 灵气所钟，尽美诸城 孙泓云 201800801112 法学院

三等奖 抵制网络暴力 曹艳芝 201902206102 初民学院

三等奖 传承 陈睿兴 201902206104 初民学院

其他网络

创新作品
一等奖 人民抗疫记-H5 王浩男 201902201138 初民学院

短视频 优秀奖 王会民：做有医术有医德的医生
赵  越 201920112045

卫凌熙 201920112029
新闻学院

二等奖 我来到了山大 陈凯文 201800101011 文学院

优秀奖 青春•英雄•不朽
焦志毅 201800402018

姜嘉琪 201904042028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优秀奖 说谎 李梓健 201800103014 文学院

优秀奖 毛泽东诗词朗诵 张景亭 201900103136 文学院

优秀奖 不为什么 张清扬 201902201156 初民学院

微电影

优秀组织奖 初民学院

公益广告

音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