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疫情之下的思政课”大学生优秀作品线上展示

比赛结果公布的通知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疫情之下的思政课”大学生优秀作品线上展示比赛自 2020 年 4 月中旬启

动以来，全校所有“概论”课班级积极参与，有 64 个小组入围。经班级同学和

教师初选、教师团队交叉评选，最终有 17 个小组进入决赛。经过 5 月 8 日、5

月 9日晚上的线上比赛，根据 13 位评委老师在线评分，现将一二三等奖以及优

胜奖名单公布如下：

一等奖 2 个

1.作品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得起国际比较

小组成员：汪昌国 曹阮荟 谷雨昕 韩心童 李旭旺 徐扬 杨乾 张凯

指导老师：任凭

2.作品名称：疫情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小组成员：杨安娜 邓毅刚 管寒露 金元甲 马思哲

毛仲达 魏天齐 许人杰 赵一

指导老师：林小芳

二等奖 5 个

1. 作品名称：精准扶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专题报道

小组成员：王昊 陈娜 丁倩菲 丁振峰 樊亦涛 欧阳佳

宋艳玲 汤琦敏 王俊骄 杨鸿靖 朱宇晨

指导老师：王晓梅

2.作品名称：新冠肺炎疫情对分级诊疗制度的启示

小组成员：戚丹锋 朱静怡 龙凌洁 郑家诚 田脉

翁 正 叶诗涵 龚嘉俐 韩婧洁 李红叶

指导老师：杨冀辰



3.作品名称：联合抗疫，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生动的诠释

小组成员：张子凌 朱凇伯 陈敏樵 颜雅佳 哈拉哈提•乌兰

吕楚笛 范文元 高泽宇 王梦寒

指导老师：傅夏仙

4.作品名称：疫情下的从严治党

小组成员：丁乐佳 陈一诺 付成芳 顾静怡 华琛琛

遒妮耿松 王倩怡 魏沁羽 赵仨丽 邹馨瑶

指导老师：熊卫平

5. 作品名称：疫情下的精准扶贫

小组成员：徐斯沛 周一帆 申铭 李嘉乐 吕承威 石煜

唐综声 吴诗雨 项龙祯 郑雨欣 殷颖

指导老师：楼俊超

三等奖 10个

1. 作品名称：小事件大民生，小温暖大发展——论保障和发展民生

小组成员：朱芷懿 陈金海 刘异 马海燕 许乐乐 叶凯鑫 严诗琪 朱浩林

指导老师：任凭

2. 作品名称：疫情防控、法治同行

小组成员：金婕妤 方佳豪 连伊婷 曾艺楠 张奥林 张春鸿 郑文婷

指导老师：廖亦宏

3. 作品名称：从移动支付看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小组成员：史蒙苏 伊丽达娜 包晗雨 曹月华 何中蕾

李昊冉 陆淇瑶 廖钰琪 潘雨婷 沈劭煊 翟嘉豪

指导老师：庞虎



4. 作品名称：疫情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小组成员：谢义 谢之耀 娄思怡 叶虞滢 何轶钦

董珂佳 徐曼灵 章豪 宋佶岭 邵寅霄

指导老师：舒泽虎

5.作品名称：逆全球化：全球抗疫、国际秩序变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组长：郭闯 董安琪 董宜恒 段雨晴 范頔 高源 龚伟东

指导老师：高永

6.作品名称：全面深化改革之“放管服”改革

小组成员：沈徐丹 马晓鹿 潘泽政 盛涛 吴佳璐 徐睿哲

林如意 施沐阳 陈鹏博 张忱音 郭越 刘雨

指导老师：吕有志

7.作品名称：战疫情 补短板 堵漏洞 强弱项——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

台阶

小组成员：陈奕喆 吴思悠 迪丽达尔 穆塔力甫 孙淇

黄彩鸾 叶子祯 金志英 陆 微 刘世龙

指导老师：崔浩

8. 作品名称：建设美丽中国

小组成员：郑浩阳 王逸航 应思盈 陈敏捷 蒋浩杰

张铨铕 林路佳 李思婧 陈龙腾

指导老师：舒泽虎

9.作品名称：疫情下的依法治国

小组成员：高雅佩 陈可妍 黄潇可 赖桢 孙思瑶 吴启凡 张邦涵 周嘉浩 张甜甜

指导老师：熊卫平



10.作品名称：在疫情大考中淬炼“中国之治

小组成员：潘石昀 蔡慧可 陈思远 方正璇 刘益汇

刘宇昕 邵思佳 孙华楠 杨竹青 于洋欢

指导老师：卢旭东

优胜奖 47 个（排名不分先后）

1.作品名称：从中国外交现状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

小组成员：马娅 钱亦纯 张洁净 范香虹 张雯浠 王雨倩 潘思嘉 孔岚 周恺

指导老师：崔浩

2.作品名称：疫情视野下看民生问题

小组成员：谢哲宇 傅雨婷 叶晶晶 潘亚妮 杨瀚 杨雨田 吴雅婷 蔡思莹 吴伟平

指导老师：崔浩

3.作品名称：大健康产业和健康中国战略

小组成员：蒋泽昕 周航宇 蒋天一 唐倩 李世豪 陆天 戴安乐 孙锐 邱洪发

指导老师：崔浩

4.作品名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疫情期间指导

作用

小组成员：鲍亚婷 戴凡恺  石钰璇  童子馨  龙宇轩

潘亦聪   谢春红  周彦龙 柯亦枫 王茜茜 

指导老师：崔浩

5.作品名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小组成员：蔡佳利 周正 梅陈子 阮怡青 周宇佳

林伊朵 蒋新健 褚轩妮 张秋怡 王超凡

指导老师：杨冀辰



6.作品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在何处？

小组成员：李志清 袁伟耀 贾顺谨 刘鑫 吴焕宇

俞潇豪 陈力嫣 刘乾宇 许斌波 张忠扬

指导老师：杨冀辰

7.作品名称：打胜党内的战“疫”

小组成员：张丹华 陈怡珺 吴静 李煜 张一冉

潘笑晨 陶澳敏 万园燕 蒋晓雅 刘哲一

指导老师：杨冀辰

8.作品名称：中国外交 70 年：回顾与展望

小组成员：陈先宇 仇盛显 丁欢 刘安琪 柳航琪

冉宇航 商煜波 吴毅莲 叶菁 周丹妮 赵薇

指导老师：任凭

9.作品名称：治国无法则乱，守法不变则衰

小组成员：杨奕宸 傅逸静 黄韩立 金慧珍 徐浩格

徐鑫峰 刘潇怡 李燕 李哲 卢再明 张志建

指导老师：任凭

10.作品名称：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小组成员：王思恩 陈嘉璐 郭凌涛 郭雅燕 蒋磊 李昊玥

刘欣然 闻时敏 吴思航 伊帕拉·帕尔哈提

指导老师：熊卫平

11.作品名称：心存敬畏 行有所止——保护动物共建美丽中国

小组成员：陈诚 格桑云丹 张天哲 达瓦顿珠 石金潇 金子皓

指导教师：廖亦宏



12.作品名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小组成员：计一凡 白乐商 陈梦媛 高雅 耿昊

黄心瑶 潘恬恬 应枝娟 赵显 张昊辰

指导老师：王晓梅

13.作品名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小组成员：段家欣 陈玉凝 方介斌 韩潇潇 李嘉彦

万畅 魏祯 吴桐 叶宇辰 张宁

指导老师：王晓梅

14.作品名称：坚持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经济体系

小组成员：汤希珍 陈卓 郭奕辰 李省非 蒋学全 邝琪

王嘉慧 王永昊 王忠惠 徐聿凝 杨泽浩 周子寒

指导老师：王晓梅

15.作品名称：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创新

小组成员：周端毅 唐小瑜 吴雨涵 刘志胜 顾仲元

沈吕可晟 吴上好 韦艳群 陈赠璇 林嗣淡

指导老师：桑建泉

16.作品名称：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小组成员：张诗敏 裴长乐 胡雪丽 杜浩哲 钱韵佳

胡珂 孟铉轶 解云航 王诗琪 赵霈

指导老师：桑建泉

17.作品名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小组成员：胡晓海 李柏燎 刘诗砚 邢振宁 高泽佳

滑郁文 黄一凡 刘沛洋 王智颖 周雨涵

指导老师: 桑建泉



18.作品名称：依宪治国的历史逻辑与实证解读

小组成员：占开研 许念 胡思怡 朱环清 陈越兮

劳慧合 王采予 许哲文 丁震泽 王依名

指导老师：桑建泉

19.作品名称：2020 大道不孤，德必有邻——人类命运共同体

小组成员：马立 徐敏丽 张惠临 布鲁 陈彤盈 俞佳兴 虞聪聪 任佳羽 李震

指导老师：杨冀辰

20. 作品名称：《今年很特别》2020 特别节目：

疫情之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小组成员：王弋璇 林志伟 方泽明 范智蕴 黄诗涵 楼晗丹 朱雨恬

指导老师：杨冀辰

21. 作品名称：“伟大的变革”——全面深化改革“云展览”

小组成员：李婷婷 余若涵 陶晓 杨云皓 林建海

张子慧 董译锴 宋燕 郭海健 吕炜

指导老师：舒泽虎

22.作品名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小组成员：邱家旋 俞元婷 黄欧影 辛敏航 吴姗姗 黄一韬

王金阳 李悦康 杨涵驿 简缙瑶 郑婉晴 俞元婷

指导老师：吕有志

23.作品名称：中国外交面面观

小组成员：刘建豪 项龙一 王颖 杜徐成哲 姚元 吴若轩 蒙桂余 杜秋彤

指导老师：潘恩荣



24.作品名称：疫情下的大国外交风范

小组成员：章启航 褚文浩 王韵颖 周齐贤 张倍鸣 李纬同 陈国瑞 蒋浩立

指导老师：潘恩荣

25.作品名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小组成员：杨安邦 任一博 娄斌 涂心源 陶琦璟

梁台治 杨怡涵 赵梦哲 蔡乐昀 孙城硕

指导老师：傅夏仙

26. 作品名称：生态文明之五水共治

小组成员：俞鸿杰 石阳辉 李思成 苏晓雯 童智威

王 涵 丁贵州 刘洵孜 洪钰溯 陈毅然 吕宇凌

指导老师：傅夏仙

27 作品名称：疫情共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中国声音

小组成员：辛曼青 季雯洁 白玛拉姆 孙文亮

益西才措 熊佳忆 李元媛 徐颖青 陈圣捷

指导老师：傅夏仙

28．作品名称：抗击疫情，凸显中国制度优势；合作共赢，构建全球大同理念

小组成员：赵嘉成 李欣雨 王奕飞 白聪聪 兰燕

林鸿达 黄宇浪 徐炜众 孙冰妮 柯煜龙 郑博鸿

指导老师：楼俊超

29.作品名称：抗击疫情，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

小组成员：黄烁 苏嘉琦 朱怡然 郭伽薪 黄泳霖 赵梓婷 谷雨婷

裘占洁 孟羽童 李天放 贾乐琪 王鹤

指导老师：楼俊超



30.作品名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探析—以新冠疫情期间为

例

小组成员：张添 孔奕文 刘秦言 莫伊如 乔心怡 谭乔聃 徐辰冉

俞静 于文静 曾秋悦 周煜 周缀缇

指导老师：楼俊超

31.作品名称：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以浙江省为例

小组成员：丁瑾亦 陈然馨 方昊栋 郭雪丹 刚永刚 何小兰

李先哲 任梓洋 田越 王哲 张淇钧

指导老师：庞虎

32.作品名称：从疫情中西方政府看中国外交的理念与成果——以意大利为代表

小组成员：沈成洋 陈曦 邓龙赐 嘎珍 李运格 龙伟正

吕佳彬 穆静萱 庞文栋 苏丹 吴博晋

指导老师：庞虎

33.作品名称：特色小镇——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小组成员：李江栋 陈亮泓 胡铃儿 胡然 黄佳乐 李宁

许金一 叶诚 虞凡 支点 张轩赫

指导老师：庞虎

34.作品名称：建设美丽中国

小组成员：聂晨颖 吴丰羽 杨露 关飞鸿 孟繁多 孔俊坚

指导老师：舒泽虎

35.作品名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小组成员：张佳玮 汪昕怡 应露 丹增卓嘎 黄主敏

朱雷 李骁睿 陈芷轲 德吉卓嘎 夏颖

指导老师：舒泽虎



36.作品名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小组成员：陈昊 陈金燕 钟雯洁 郭昱君 苗杰 蔡洵业 刘振泓 于雯青 王沐阳

指导教师：舒泽虎

37.作品名称：疫情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小组成员：陈柯澔 陈俊龙 丁琼珂 郭东鑫 季久丰 李成榆

刘煜 彭宝林 沈捷扬 王宇轩 汪子晗 叶兆艺 张抒扬

指导老师：成龙

38.作品名称：全球抗疫，浅谈国际秩序变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小组成员：夏杨修 陈紫薇 王召涵 吴洁 熊昊 徐翀霄 徐婧雯

指导老师：高永

39.作品名称：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小组成员：杜思贤 白文轩 陈紫薇 陈潇颖 孔唯洁 胡方婕

刘禹卿 林佳欣 李硕 曲晓楠 徐新雅 赵雨晴

指导老师：熊卫平

40.作品名称：台湾问题与祖国完全统一

小组成员：上官嘉琪 程谟冉 樊馨颖 龚洁 龚德威 苏怡 滕甜

吴泽远 徐孟严 杨舒萱 叶妤倩 张文睿 赵晟铭

指导老师：熊卫平

41.作品名称：“我们的力量”——抗“疫”下的中国优势

小组成员：朱晨希 李雅洁 刘海韵 陆涵韵 潘倩倩 沈伟琦

田蔚熙 薛田园 许月盈 应逸雯 翟羽佳 朱翰池

指导老师：熊卫平



42.作品名称：坚持共享发展，保障民生幸福

小组成员：胡明泽 韩金滢 毛家楠 裘瑾 权美志 徐晨 余姝蓉

指导老师：林小芳

43.作品名称：中国周边外交及国际评价

小组成员：宋宇轩 陈威 董淑萍 沈扬 盛吉

吴欣雅 夏家桢 熊悦 严晓牧 朱楷文

指导老师：林小芳

44.作品名称：依法治国

小组成员：蓝天宇 陈广巍 侯瑞 季欧翔 汪晓蕊 张峪溥 庄睿谌

指导老师：林小芳

45.作品名称：疫情防控下社会治理创新——复工复产

小组成员：郑振耀 胡广迪 洪欢玉 韩朋秀 佘美怡

沈柯宇 王乃馨 武鹏荧 袁明珠 邹欣陶

指导老师：卢旭东

46.作品名称：全面依法治国——抗击疫情中的法律运用

小组成员：吕若璇 陈曦 傅寰 胡露旖 李浩 沈婕

王嘉霈 肖玮莹 徐明茗 朱雨萌

指导老师：卢旭东

47.作品名称：病有所医 医有所保——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发展与完善

小组成员：张佳楠 范奕 高宇 管宇 焦典 孙嘉蔓

吴媚 尹美惠 查正婕 张宇娇 郑思绮

指导老师：卢旭东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中心

傅夏仙名师工作室

2020 年 0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