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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 2019 年度评选
结果的公示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共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各学校原创稿件 33 万余篇，刊发 5 万余篇，取得

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应，同时涌现了一批“坚守、担当、

向前”的优秀通讯员。为表彰这些优秀的师生通讯员，挖掘优

秀原创作品，中国青年网举办了“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 2019

年度评选活动”。经作品初审、网络评选、打分复审、年度考核

等环节，现对 100 所优秀通讯站、150 名优秀指导教师、200

名优秀通讯员、100 篇优秀原创稿件及其作者予以通报表扬。

现将获奖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 月 7 日至 10 日，如有

疑问和修改，请将修改意见于 7 月 11 日前发送至邮箱

youthedu@sina.cn。公示期后，将确定最终获奖名单，不再进行

调整。

附：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 2019 年度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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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 2019 年度评选活动
获奖名单

一、优秀通讯站名单（100 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河北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

唐山师范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东北大学

黑龙江科技大学

苏州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江南大学

江苏大学

淮阴工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安庆师范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

巢湖学院

合肥师范学院

厦门大学

福州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



3

江西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威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理工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体育学院

枣庄学院

烟台大学

山东女子学院

潍坊科技学院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商丘师范学院

新乡学院

郑州科技学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长江大学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大学

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邵阳学院

怀化学院

湖南信息学院

广东医科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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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川北医学院

西华师范大学

内江师范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成都大学

贵州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凯里学院

贵州民族大学

六盘水师范学院

西南林业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邮电大学

兰州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医学院

二、优秀指导教师名单（150 名）

清华大学 刘铁军

首都师范大学 蒲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陈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杨熙

中央美术学院 黄可一

天津美术学院 卞超

河北大学 马洁

河北大学 王芝

华北理工大学 刘潇潇

唐山师范学院 王微

唐山师范学院 王洋

山西大同大学 郭建艺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任远

大连理工大学 刘倩

东北大学 刘鹏霖

东北大学 娄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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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王世远

鲁迅美术学院 刘铭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陆军

黑龙江科技大学 武昭阳

东华大学 葛子墨

苏州大学 刘春雷

东南大学 王汉卿

江苏科技大学 张冬冬

中国矿业大学 戴晴

中国矿业大学 李晗杰

中国矿业大学 肖志果

江南大学 林寅

江南大学 马杰

江南大学 张铁根

江苏大学 黄澄澄

淮阴工学院 安亚虹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董长青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沈可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谢瑞琦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蔡阿雄

浙江外国语学院 黄官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凌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郑杰

安徽农业大学 阮熹晟

安徽中医药大学 张军

安徽师范大学 徐雅萍

安庆师范大学 钱敏

淮北师范大学 卢迪

安徽财经大学 李琼

巢湖学院 王正创

合肥师范学院 王露

厦门大学 林文勤

厦门大学 王亚群

福州大学 谌代夏娴

福建农林大学 林剑清

福建中医药大学 雷黄伟

南昌大学 曹根

华东交通大学 黄晓鹤

华东交通大学 李杰

江西师范大学 刘亭亭

江西服装学院 王圆圆

山东大学（威海） 刘楷

山东大学（威海） 张文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李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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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刘积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杨安

山东理工大学 侯宁

青岛农业大学 姜妍

曲阜师范大学 刘蓉

曲阜师范大学 宁晓文

山东体育学院 杨蕾

山东艺术学院 李洋

枣庄学院 姜周

烟台大学 赵建伟

山东女子学院 王永欣

潍坊科技学院 杜鹏

山东英才学院 陈丽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于盛伟

郑州大学 刘迎

河南科技大学 孙旭

河南科技学院 栗宁

周口师范学院 曾振华

商丘师范学院 赵伟光

新乡学院 程洪涛

郑州科技学院 刘培林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杨电增

华中科技大学 林坤河

长江大学 颜国琼

武汉轻工大学 田兴恒

武汉轻工大学 徐伟琦

湖北工业大学 李海燕

湖北工业大学 李亚丹

华中师范大学 梁皓东

华中师范大学 谢定一

湖北大学 杜彬

湖北师范大学 胡媛

湖北美术学院 杜鹃

湖北美术学院 鞠腾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何静

湖北医药学院 鲍晓宇

湖北医药学院 徐宏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樊勇

湖南农业大学 覃茜

湖南师范大学 龚曦

邵阳学院 崔禄健

怀化学院 蒋如澜

湖南信息学院 罗容波

广东医科大学 徐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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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 王冠尧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温录亮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陈忱

桂林理工大学 刘茜雯

广西师范大学 李秋

海南大学 袁周米琪

重庆交通大学 王净萍

重庆理工大学 覃元理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熊有竹

西南石油大学 兰冰芯

西南科技大学 何智宇

西南科技大学 田应宝

四川农业大学 张俊贤

四川农业大学 张喆

川北医学院 霍学超

西华师范大学 苗高萌

内江师范学院 冯杰

西南民族大学 郭璠

西南民族大学 雷鹏飞

成都大学 刘超

成都大学 曲扬

贵州大学 刘艳春

贵州师范大学 陈微微

贵州师范大学 尹瑶

凯里学院 石佳

贵州民族大学 吴丹

六盘水师范学院 张鹏

六盘水师范学院 郑雨璐

西南林业大学 匡英鹏

西南林业大学 史桓恺

西安科技大学 陈振兴

西安科技大学 李琳

长安大学 艾洁

长安大学 刘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高媛

西安外国语大学 赵桐羽

西安美术学院 魏兴

西安邮电大学 刘洋

兰州大学 侯海坤

兰州大学 魏万勇

兰州大学 于新

兰州理工大学 成晨

西北师范大学 李德荣

西北民族大学 胡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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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 邵帅 甘肃医学院 李沛

三、优秀通讯员名单（200 名）

海军军医大学 张国鹏

清华大学 邵若羲

清华大学 吴俊达

北京林业大学 王鑫鑫

首都师范大学 胡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翔宇

中央美术学院 高参

南开大学 陈镜宇

天津美术学院 陈春旺

河北大学 李子麦

河北大学 芦猛

河北大学 闫春旭

河北工业大学 贺志宇

华北理工大学 王昆鹏

唐山师范学院 赵家誉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董峰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李凯蒙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王海蛟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许建兴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张钧源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张忆童

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 唐秋嵛

中北大学 尚用全

山西大同大学 白明空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霍雨佳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石伟强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魏瑞奇

辽宁大学 刘雪

大连理工大学 董永林

大连理工大学 朱乐薇

东北大学 孙悦宁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贾若男

鲁迅美术学院 董润田

吉林大学 佟昊天

东北电力大学 于沥博

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铭遥

黑龙江科技大学 冯孟诗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刘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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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业大学 林晓涵

东华大学 于龙凤

东南大学 王汉卿

东南大学 叶庚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屈政哲

江苏科技大学 顾瑞冲

中国矿业大学 方小霞

中国矿业大学 王鹏宇

中国矿业大学 赵忠琦

河海大学 陈炜枫

江南大学 顾家

江南大学 李会

江苏大学 彭云

盐城工学院 顾仁凯

徐州工程学院 谷超

宿迁学院 徐寅秋

浙江大学 朱辰恺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高晴晴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胡晶晶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黄晨啸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泮家容

浙江外国语学院 谭东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刘哲伟

合肥工业大学 武红常

安徽师范大学 蒋宇骏

淮北师范大学 张华洋

巢湖学院 邵士强

巢湖学院 杨会虎

蚌埠学院 王晋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雨杰

合肥师范学院 高慧

厦门大学 丁林未

厦门大学 蒋燎原

华侨大学 黄国雄

福州大学 康庆权

集美大学 陈晓娟

福建医科大学 吴婕

福建中医药大学 曾昕

福建师范大学 许雯雯

龙岩学院 王淑英

莆田学院 张毅

南昌大学 郭卓瑜

南昌大学 孙梦

南昌大学 肖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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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 朱雅玲

华东交通大学 王伟峰

江西理工大学 肖福生

江西中医药大学 顾诗叶

江西师范大学 陈梦婷

赣南师范大学 曾琪

江西财经大学 吴淑惠

江西服装学院 万盛毅

南昌工学院 夏育盛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巫慧雅

山东大学 刘桂蕾

山东大学（威海） 范泽琨

山东大学（威海） 耿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冯可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高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江彩雯

曲阜师范大学 贺静怡

曲阜师范大学 申泽睿

菏泽学院 李卓

山东体育学院 孔祥鹏

山东艺术学院 梁瑞

枣庄学院 王春美

山东交通学院 谭佳沂

山东女子学院 李文婷

山东女子学院 牛斐然

山东女子学院 孙乐静

山东女子学院 赵逸淞

潍坊科技学院 杨凯伦

潍坊科技学院 张满意

潍坊科技学院 赵文彦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赵玉忻

郑州大学 郭炫彤

河南科技学院 刘超美

河南科技学院 许盈盈

周口师范学院 郭慧

南阳师范学院 李奇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任魁魁

平顶山学院 叶婉丽

新乡学院 陈果

南阳理工学院 李芳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谢青玉

长江大学 何泉龙

长江大学 廖仁涛

长江大学 苏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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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胥涛

长江大学 周海锋

武汉轻工大学 牟威吉

武汉轻工大学 张佳威

武汉理工大学 欧阳元俊

湖北工业大学 胡晨宇

华中农业大学 王咏祺

华中师范大学 赵美鑫

湖北大学 张景明

湖北师范大学 吴华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洪涛

湖北美术学院 卜顺晨

湖北美术学院 蔡文川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白建军

湖北医药学院 李佳新

武汉晴川学院 谭博文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刘蓓

湖南大学 张恬

中南大学 李晓婷

湖南科技大学 周振邦

湖南师范大学 姚达

邵阳学院 阳虹

邵阳学院 郑心怡

长沙医学院 肖区龙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王玥莹

湖南信息学院 肖翱

广东医科大学 赵壮杰

华南师范大学 范俊杰

岭南师范学院 廖雨菊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崔诗玲

桂林理工大学 潘晓文

广西师范大学 甘泉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陈少连

海南大学 张祎彤

重庆交通大学 孟俊

西南大学 韦秘

重庆理工大学 张东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冉玲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帅思琪

西南石油大学 蒋佳怿

西南科技大学 啥妈丁丁

四川农业大学 蓝馨悦

四川农业大学 刘颖

四川农业大学 吴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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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 熊娅舟

四川农业大学 张丁文

四川农业大学 张珑潆

川北医学院 李春燕

西华师范大学 谢琴琴

内江师范学院 包旭玲

西南民族大学 陈莹

成都大学 白方正

成都大学 邓芮林

成都大学 李万佳

成都大学 罗梦玲

成都大学 袁文萁

成都大学 周沛玲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吕楚涵

贵州大学 吴光木

贵州大学 袁金容

贵州民族大学 潘彪

六盘水师范学院 彭鑫

西安科技大学 陈涛

长安大学 刘雨婷

长安大学 万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广彗冰

陕西师范大学 王霞

西安外国语大学 李文文

西安美术学院 刘思凯

兰州大学 韩志晓

兰州大学 姜玥

兰州大学 王子睿

西北民族大学 梁鸿丽

西北民族大学 柳青

四、优秀稿件名单（100 篇）

《筑梦扎日，为爱西行：清华学生在西藏支教》

作者：清华大学 赵佳

《南开人扎根贫困村 云平台承载扶贫梦》

作者：南开大学 陈镜宇 张春鹏

《筑梦黔乡，从海洋走向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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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津大学 雷玥玥

《高校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探寻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之路》

作者：中国民航大学吕志楠

《大学生走进社区 助力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作者：中国民航大学叶鑫

《廊坊学子走访非遗传承人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廊坊师范学院张栩宁

《大学生领略北大荒现代农业成果 感受艰苦奋斗精神》

作者：唐山学院 杨颖琪

《内蒙古学子走进乡村 感受脱贫攻坚成就》

作者：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宋咪

《走进消防大队 记录无愧于时代的青春选择》

作者：锦州医科大学杨凡昌

《高校大学生走进乡村小学 为孩子们带来点滴美好回忆》

作者：吉林建筑大学宋雪

《吉林大学生开展暑期支教 为困难家庭孩子带来温暖》

作者：吉林建筑大学朱雨虹 解新雨 聂启新

《大学生暑期支教：为留守儿童贡献一份爱心》

作者：吉林建筑大学吕小静 温朕博 刘蕊

《燃！黑龙江学子献礼毕业季，师生齐声《歌唱祖国》》

作者：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柴祺祺 祁异慧

《大学生街采来了！“双十一”，如何理性消费？》



14

作者：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刘子慧

《高校师生清明追思祭英烈 传承先辈英雄志》

作者：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张亚凤 常慧

《复旦学子重走西迁路：烽火岁月，故地寻根》

作者：复旦大学 刘沛沛 彭雨田

《火车站里的快闪！大学艺术团用专业知识表达对祖国的爱》

作者：上海大学 栗佳馨

《大学生探寻南京城传统手工艺 感悟金陵古城的独特魅力》

作者：东南大学 倪嘉翊 彭佳璐 王军一

《常州大学实践团走进楠猛村 助力脱贫攻坚》

作者：常州大学 杨柳青

《大学生走访基层民警：感受初心 砥砺前行》

作者：江苏警官学院张跃洋

《为爱发声！扬州大学生为特殊儿童捐赠爱心物资》

作者：扬州大学 张士顺 周婷

《“天堂河曲”上，那些为了教育搬迁定居的草原之子》

作者：浙江大学 黄正罡 朱挺豪

《大学生开展医心课堂，守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作者：杭州师范大学章胡玥

《浙江大学生走进基层倡导全民阅读 助力建设学习型社会》

作者：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王强 李贝贝 张伟维

《青春告白祖国 浙江大学生唱响赤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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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杨婉婷

《高校学子走进乡村 助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作者：安徽农业大学陈佳伊

《爱心支教延续八年 为大山里的儿童圆梦》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陆逸

《逐梦成长，为爱溪行：大学生走进乡村小学开展爱心活动》

作者：宁德师范学院方晓琳 林婷雅 郑慧芳

《大学生走进田间课堂 筑梦科技创新》

作者：莆田学院 周云青

《高校学子重走红军路 致敬新时代》

作者：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陈俊艺

《大学生志愿者重走长征路 传承红色基因》

作者：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李燕婷 杨可琪

《大学生走进贫困村关爱留守儿童 助力脱贫攻坚》

作者：江西中医药大学 邓梦瑶

《七彩假期 情暖童心：大学生记录最美支教瞬间》

作者：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尧丹

《开学季，温暖惊喜送不停》

作者：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陈果然 刘佳琳 白滢琦

《大学生拜访非遗传承人：品味烙画风采，弘扬匠心精神》

作者：山东理工大学周彤

《情牵凫山镇，浓浓师生情！山东高校学子开展支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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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枣庄学院 徐阳阳 王天笑

《大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 重温历史受教育》

作者：山东职业学院牟尊志 孟英杰

《山东高校学子重温红色记忆 追随时代发展》

作者：山东职业学院李潇涵

《高校学子走进社区 提供温馨科学早教服务》

作者：淄博职业学院王秀蕾

《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为孩子的成长打开一扇窗》

作者：山东现代学院林晓晖

《烟台大学生走进乡村关爱贫困儿童 助力脱贫攻坚》

作者：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赵玉桐

《一本一车收录红歌 一歌一事传承经典》

作者：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杨洁 刘玉法

《大学生走进山东栖霞 体验科技创新力量》

作者：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刘云

《探寻古民居建筑 传承乡村文化》

作者：河南工业大学张米 赵甜甜

《高校学子助力精准扶贫 慰问演出温暖人心》

作者：新乡学院 牛一菲 陈宾墨 袁昊

《智惠乡村 筑梦童心：河南大学生用支教传递爱心》

作者：河南工学院 任洋 胡丛林 张志乾

《武大学子用标化课程，叩响留守儿童的心灵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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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汉大学 曹学燕 陈慧渊

《扶贫故事纪录：山》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文子玉

《湖北高校师生走进广西富川 寻找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湖北工业大学袁雪冰 张洛嘉 周志霖

《大学生走进乡村小学 关爱留守儿童》

作者：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陈婧

《湖北大学生走进移民新镇 探索奉献精神》

作者：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王丞

《高校大学生陪伴留守儿童 探索物理实验室》

作者：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王子怡

《大学生走访百年锣鼓村 探寻传统制锣工艺》

作者：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龚旭

《高校师生走进乡镇学校 推广普通话》

作者：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李宇卿

《湖北大学生走进乡村 探寻惠民扶贫产业发展道路》

作者：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李红飞

《湖北大学生走进甘肃甘谷 开展暑期支教》

作者：湖北科技学院胡梦思

《大学生用镜头记录支教生活 传承公益精神》

作者：湖北科技学院石航

《高校 8000 余名师生开展社会实践 助力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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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湖北科技学院刘洋

《湖北大学生走村入户 送医送药送健康》

作者：湖北医药学院田一雯

《大学生深入山区 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

作者：汉口学院 钟雨汐 华明举

《急救入民 崇阳同行：湖北大学生开展心肺复苏普及活动》

作者：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王紫腾

《以心相伴，以爱相守！湖南大学生走进社区开展爱心支教》

作者：吉首大学 李喜磊

《用镜头记录脱贫攻坚故事：我有一个梦》

作者：湖南农业大学周笑妮 李时雨 何杰文 李澳

《大学生走进乡镇社区 开展禁毒防艾宣讲》

作者：怀化学院 宗山洹 任悦 潘楠

《长石村支教故事：我教会你知识，你叫我一声“老师”》

作者：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资俊

《在小坡头村支教 大学生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作者：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秦思彤

《大学生走进乡村学校 拓展儿童学习视野》

作者：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蒋丹

《爱心支教，筑梦飞翔：大学生用多彩知识丰富儿童课堂》

作者：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连立新

《山是师生聚，水是眼中“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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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龚卓浩 肖紫娟

《让青春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闪光》

作者：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姜婷 戴宇

《湖南学子以知识凝聚力量 用实践扶助农业》

作者：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刘岚涛

《支教记忆：感恩相遇 爱心永存》

作者：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江晶

《湖南大学生开展爱心支教 义务为村民修电器》

作者：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于涛 黄欣怡 杨江涛

《青春求索，追梦同行：广东大学生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作者：华南理工大学赖沛明 陈名景

《多彩手工育匠心！广东高校学子开展特色美育课程》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黄蕴琳 杨晨

《广东高校学子走进乡村 开展义诊与支教活动》

作者：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王淦

《广州大学生相聚桃园 弘扬传统文化》

作者：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林妍旋

《大学生走进特色小镇 探索产业带动种养殖业发展模式》

作者：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林裕

《追梦垦荒时代 传承红色精神》

作者：海南大学 段小涵

《重庆大学助力乡村振兴 学科优势助推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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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重庆大学 易弘睿 徐书龙

《重庆学子走进巫溪 为孩子点燃艺术焰火》

作者：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左雨欣

《高校学子探访钓鱼城 传承非遗文化》

作者：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刘亮

《镜头记录援甘事迹 专题关注乡村振兴》

作者：四川轻化工大学 石静怡 周郑西

《奇妙的体验 彼此的导师》

作者：四川农业大学张则昀

《镜头下的彝族记忆》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侯雨萌

《高校学子深入凉山 因地制宜开展调研工作》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赵汉姮 杨智杏

《大学生实践团深入九寨沟 助力教育扶贫》

作者：成都大学 陶思宇 陈凤

《大学生暑期支教：情系学生 收获快乐》

作者：六盘水师范学院 周航

《为孩子们办一场阳光运动会》

作者：六盘水师范学院 郭雨红

《贵州学子义务支教：把快乐带给成长，梦想寄给未来》

作者：六盘水师范学院 李路兰

《高校学子重走长征路 踏寻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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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云南财经大学王卓然 康楚龙

《用热爱行走在保护非遗路上》

作者：云南民族大学吴云峰

《大学生拍摄微电影 致敬奋斗扶贫一线的青年》

作者：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祁常福

《走进玉树 为孩子揭开科技神奇的一面》

作者：西安交通大学王鹏

《西工大学子赴陇支教：摆渡希望，传递梦想》

作者：西北工业大学林俊宇

《让爱与美同行！甘肃大学生关爱流动儿童》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肖雨迪 郝康

《筑梦远航！大学生为留守儿童开展多彩暑期课程》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钟纪飞

《高校大学生发挥专业优势 助力脱贫攻坚》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唐成卓 付嘉诚

《高校学子走进陇南 用影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高明哲 崔超瑾

《甘肃学子助力乡村电商发展 让脱贫攻坚更有力量》

作者：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胡珍珍 张源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