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好四十载春天故事 书写新时代青春华章

——大工青年学子“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优秀作品汇报展演活动获奖名单

获奖 班级 获奖作品名称 参演人员

一等奖
环境 1603 《承诺》

艾尔肯·尼牙孜买提 陈柳州 旦增白玛 范紫桉

何云峰 胡冰 嵇文杰 黄楚晴 李诗宇 李双杉

李薇康 李玮 珠帕尔·金斯别克 张伟灿 赵思尧

顾毅平 刘高翔 罗欣娴 庞嘉欣 司明睿 汤杰

唐越 王柳阳 王瑞恒 王映苏 徐传峰 阎孝卿

银雪 俞光瑞 张秋瑞 翔寅

能动 1605 《穿越 2018》 张归华 彭旭

二等奖

化工 1606 《起风了，新时代》
李光 陈督墉 左宇飞 程谢俊男 林雨 李金泽

于生明 贡嘎旺姆 徐楠 骆卉卉 陈禹含 宋悦

王澜颖 李佳琦 夏欣瑜

化药 1601 《爷爷的回忆》

侯依林 牛恬 何碧茹 马超 高天翔 徐晨

华诗雨 董洪宇 邹锦程 王嘉钰 田佳琪 李月明

丁高洁 张潇童 张袁园 任丹丹 赵文正 赵美玉

李芷珺 乔雪松 张人弋 杨柳 张茹 张舒铜

王萌 王思 张耀元

化机 1601 《为时代喝彩》
李响 潘宇 刘瞳 谭程嘉 郈植皓 赵浩阳

张亚雄 宋振华 柳俊杨 曾国治 尹国杰 张腾

王鑫铭 杨思维 薛博文 李一波 刘海丰

机械 1608 《军改》
李永强 范瑞鹏 毕启明 季震宇 郗亚凯 李瑞鹏

张宇哲 乔博 任志刚 刘宇航 房涌淇 刘致岐

赵义港 刘波 陈思余 杨春鹏 许凌子



生工 1601 《盛世讴歌情满怀》

沈天予 林铭鹏 刘嗣懿 高玉霏 舒迅 尹献旗

朱金炜 刘欢 姜黎明 易仑 张远祯 熊燕葳

支锦杨 瞿宇飞 杨超 李靖焓 吴文逸 何小诗

左兴佳 任盼星 孙铭泽 车昕昊 杜世贤 徐琳琳

刘晓蔚 曾芬

三等奖

化工 1603 《你好，新时代》
王玥 宋宇航 李东光 黄潍瀚 方旭升 高庆潭

张亚方 赵馨 曲嘉奇 俞丽婷 曹煦 许静

吴永辉 纪祖宏

材成 1601 《携手科技创新 共筑盛世中国》
陈阳 陆珊珊 张洪达 张一鹤 陈哲 余伟

王昱霖 程雨

软数 1602 《中国赞》 张帆 张东明 周鹏 罗游 金峙霖 谭浴阳 谭小焱

化工 1607 《三代人》
闫福媛 姜浩 王洋 王靖博 曹子畏 李欣禹

付明泽 胡雨微 邱杰 柳璐 张旭阳 常文畅

生工 1602 《胡同里的那些事》
泰亮 蔡睿琪 刘颖卓 师帅 许康 韩雪

胡帅飞 韩义 刘雪谣 牟小蒙 马彦芳 王鹏

李德劭 汪鹏博 刘昊 杨尚臣 彭希磊

微电 1601 《流金岁月》
刘明翰 龚倩玉 张栋 关志鹏 戴根婷 汪建康

王鸿运 王婧怡 孙宇涵 牛竞婕 关志鹏 施星羽

花钰松 许瑞 陈霄昱 唐军进

软件 1607 《不同的抉择》
郭万里 林文一 吕昌 韩啸 王锐 王卫东

臧浩然 张搏 张家豪 徐鸿志 罗乃文 刘慧敏

陈佳望 郝海钰

优秀奖

软件 1610 《改革新时代》
刘宏嘉 赵梓辰 踪家煜 杨逐浪 张舒郁 陈曦

马照锋 姜禹 常钰

化工 1609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景博 李浩然 王克诚 金良 郑名泽 蒋宇林

李心成 崔雍泓 何永福 林剑聪 李自强 徐梦飞

冉冰清 胡宁 李林泽 韦世佳 李智乾 谭志宇



玉瑛昊 王心月 苏佳琦 彭崟林 李晓芝 叶艺涵

谢诗婷 朱彦柳 唐慧湘 俞萌 夏雯齐 肖亚男

郭观保

电创 1601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报道》
董开源 任卫松 张帆 余一凡 张铭浩 孙潇滢

李艺豪 喻诗淇

无损 1601 《悦宾饭店与个体经济》
杜彦凤 赵勇 魏子超 张翠 夏睿聪 盛达

陈伊家 王岩 韩金卉

建环 1601 《改革颂歌》

赵维珩 李琦 贾良晨 李昕儒 杨子玉 杨紫琳

侯彦男 金佳和 贾英凡 程勃翰 李虹阳 范瑜轩

宋思仪 刘文欣 刘祉晴 陈嘉铭 姜语珊 董海坤

路慧莹 聂鑫 潘本真 全君勇 白一苇 张敏

王旭红 马梦娇 王宝坤 刘睿阳

建视 1601 《改革春风》

李梓菡 李梦园 任亚敏 许积琨 刘思宏 汪文慧

王春汇 马萱玮 朱媛媛 孙蕾 殷宇昕 官一青

齐潇萌 张瀚巍 王妍博 赵琳萱 汉青 刘铸松

胡亚乔 闫若冰

能动 1601 《春天的故事》

徐飞洋 王宇升 李想 秘国峰 刘贵强 刘浩旭

方梓任 祁美含 王诗棋 孙湛博 王洪涛 高阳科

马鑫宇 赵钧生 杨雪 陈左源 胡智方 林梓源

王斌 于相 张根源 周禹哲 蔡启航 龙惠芳

周雄俊 刘凯奇 张恒 石德政 李蒙 鄢为博

丛中则

软国 1602 《上汽的辉煌步伐》
韩奇 王子众 郝明 阮航 崇智禹 赵建勋

崔家放 陈卓 张学丰 孙昊杨 房炜涵 刘昭利

万李成 杨凯西 郑温茹 陈思奇 马秀媛 岳雨昕

主持人 赵子晗 曲嘉奇 田丰 石炎欣 王祎博 杨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