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师范大学 2022 年度思政微课大赛获奖名单（教师组）

一等奖

微团课题目 类 别 姓 名 推荐单位

《红井水润心田，初心传永远》 红色教育类 杨欣欣 音乐学院

《赶考路上的青年力量》 青春奉献类 杨晨 阿里巴巴商学院

《点燃奥运 助力亚运》 发展成就类 欧阳嫄 体育学院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来自浙江泰顺的答卷》 发展成就类 毛叶昕 公共管理学院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 青春奉献类 张高娃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微团课题目 类 别 姓 名 推荐单位

《北平一九四九——“赶考”路上》 红色教育类 王熙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致敬最可爱的人（一位老兵的红色记忆）》 红色教育类 韩豫 护理学院

《一代长征一代人，青春建功新时代》 发展成就类 李悦 人文学院

《争做“三有”青年，勇担历史使命》 发展成就类 任浩浩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浙川千里梦同心，青年领跑新时代》 发展成就类 王潇漪 美术学院

《让“最可爱的人”精神永续 --传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红色教育类 朱曈 钱江学院

《百年风华，育人初心——用“人的教育”谱写青春史诗》 青春奉献类 林伊纯 人文学院

三等奖

微团课题目 类 别 姓 名 推荐单位

《传承创业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青春奉献类 蓝思璇 阿里巴巴商学院

《弘扬浙江精神，实现伟大梦想》 发展成就类 盛巧玲 数学学院

《桃李春风十年路，共襄华夏盛世情——论个人发展与

国家复兴的辩证关系》
发展成就类 张诗钰 公共卫生学院

《文化礼堂+文化管家：新时代浙江推进乡村

“精神共同富有”的创新举措》

发展成就类 秦东旭 文创学院

《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什么在浙江》 发展成就类 吴季强 物理学院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红色教育类 孙天一 生命科学与环境学院

《在伟大复兴征途中砥砺奋斗》 红色教育类 王洪涛 经济学院



《立志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红色教育类 郭志亮 外国语学院

《“零腐败固三心”做新时代党员》 发展成就类 张佳菲 钱江学院

《上九天揽月》 发展成就类 张培艺 外国语学院

《迎建团百年 展青春风采》 红色教育类 顿希贤 药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2022 年度思政微课大赛获奖名单（学生组）

一等奖

微团课题目 类 别 姓 名 推荐单位

《一代英雄朱虚之》 红色教育类 杨海苑 人文学院

《信仰之光永不灭》 红色教育类 郑文颖 公共管理学院

《棉纺之路，青春之魂》 红色教育类 高诗婕 物理学院

《承“红船精神”，弄时代之潮》 红色教育类 王成 外国语学院

《国家级非遗“宁波泥金彩漆”的传承与发展》 红色教育类 谭倩琳 外国语学院

《点亮心中的红灯笼》 红色教育类 韩江涛 钱江学院

《浙里看百年》 发展成就类 彭京京 经亨颐教育学院

《共克时艰，携手向前——中国防疫“答卷“为奥林匹克

事业发展注入“强心剂”》

发展成就类 赵叶 外国语学院

《青年担当》 青春奉献类 王勇俊 钱江学院

《疫情下的我们》 青春奉献类 胡诺贝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微团课题目 类 别 姓 名 推荐单位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红色教育类 何洋子 外国语学院

《以我之青春，创青春之国》 红色教育类 朱瑾文 人文学院

《建团百年——我眼中青年人的模样》 红色教育类 徐鑫雨 钱江学院

《一面红旗》 红色教育类 谭秀鹏 钱江学院

歌剧《红船》中的党史 红色教育类 杜志奇 音乐学院

《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显著优势》
发展成就类 吴晓红 经亨颐教育学院

《双奥之旅——见证改革开放的时代意义》 发展成就类 陆婧荧 数学学院

《河湖长治，生态自然》 发展成就类 李雅琳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

《中国抗击疫情彰显伟大民族精神》 青春奉献类 徐心甜 钱江学院

《敢为人先放飞青春梦 勇立潮头建功新时代》 青春奉献类 胡文聪 外国语学院

《各式风景，同一归途》 红色教育类 叶亦扬 人文学院

《沿粮食前辈足迹 传四无粮仓精神》 红色教育类 洪佳成 人文学院



《弘扬九八抗洪精神》 红色教育类 阮铮 外国语学院

《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 红色教育类 周棋 哈尔科夫学院

《以青春之名，传中华之魂——听爷爷讲述

“抗美援朝精神”》
红色教育类 徐一嘉 钱江学院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红色教育类 黄悠然 公共管理学院

《担当时代大任，成就理想青年》 青春奉献类 肖敏婧 基础医学院

《吾辈少年郎，晔晔若华光》 青春奉献类 王灵心 哈尔科夫学院

三等奖

微团课题目 类 别 姓 名 推荐单位

《青黄不接?青已接黄!》 发展成就类 高沁莎 外国语学院

《互联网时代下的“共生城市”—乌镇》 发展成就类 范彬彬 外国语学院

《百年党史的一条红线——为人民服务》 红色教育类 童鑫怡 公共管理学院

《百年征程，共青团永远在路上》 红色教育类 张蓝心 外国语学院

《走进红色经典，了解闪耀的红星》 红色教育类 姜欣孜 外国语学院

《两个辛丑年的对比，我们的底气在哪里》 红色教育类 毛紫怡 物理学院



《以青春之我，赓续革命精神》 红色教育类 梁芮歌 哈尔科夫学院

《从皮都走向宠物小镇-水头精神》 发展成就类 林嘉懿 外国语学院

《听，是中国的脱贫故事》 发展成就类 包娜萍、 数学学院

《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的诞生——从缪伯英到千万女党员》 红色教育类 徐心语 外国语学院

《青春的模样》 红色教育类 周莹 美术学院

《中国发展，浙江先行》 发展成就类 葛银莎 经亨颐教育学院

《快递员——中国速度的代言人》 青春奉献类 朱婷 外国语学院

《疫情中锤炼民族精神》 青春奉献类 勤定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青春奉献类 陶映圻 哈尔科夫学院

《红船 从南湖起航》 红色教育类 黄峥子 经亨颐教育学院

《1919》 红色教育类 张园 人文学院

《勇立潮头，乘风破浪——从“一师风潮”看中国青年精神》 红色教育类 叶荷娇 人文学院

《抗疫路上，温暖有你》 青春奉献类 陈雨宁 外国语学院

《一生为核 一生为国》 青春奉献类 朱佳慧 护理学院

《功勋∙抗美援朝》 红色教育类 单静蕾 物理学院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共创美好文明梅溪》 发展成就类 林情情 外国语学院

《浙江的四个关键词》 发展成就类 温亮 外国语学院



《英雄，正是这般模样——致敬抗疫一线的勇士们》 青春奉献类 陶心怡 基础医学院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红色教育类 项佳怡 物理学院

《青春心向党 “五四”新青年》 红色教育类 郑亦汝 美术学院

《谁是最可爱的人》 红色教育类 方思怡 人文学院

《五四精魂不老，中国风华正茂》 红色教育类 瞿伶真 人文学院

《从国旗讲国史》 红色教育类 黄羽芯 外国语学院

《追寻“真理”的味道》 红色教育类 刘志铭 外国语学院

《觉醒年代：探寻建党思想秘密》 红色教育类 殷哲成 物理学院

《致敬老兵，精神永存》 红色教育类 王兆威 钱江学院

《弘扬革命精神，讲好革命故事》 红色教育类 祝滔 钱江学院

《抗疫人物——400 万社区工作者》 青春奉献类 王思思 外国语学院

《青春向党，感悟生活中的党员党事》 青春奉献类 吴欣雨 外国语学院

《同为百年红校 牵手弥久师魂》 红色教育类 周凌滢 人文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2022 年度思政微课大赛优秀组织奖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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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