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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青春，我最虹”

第十六届“展特长，推新人”系列比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分团委，学生会：

为发现和推出文艺新人，培养大学生高尚的艺术情操，

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繁荣校园文化建设。

今年 9 月至 10 月，校团委、学生会面向全校 2016 级新生组

织开展了“青春，我最虹”第十六届“展特长，推新人”系

列比赛。比赛分艺术表演和书美作品两大项共 10 个类别。在

各级团组织、学生会的精心组织和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下，

比赛取得了圆满成功，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经过初

赛、复赛、决赛，共有 282 名同学获奖，现予公布。



附件：第十六届“展特长，推新人”系列比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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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六届“展特长，推新人”系列比赛

获奖名单

一、艺术表演

声乐类

一等奖：

《天路》 王梓玥(经 管)

《海芋恋》 王 臻(经 管)

《悟空》 王 铭(经 管)

《孤独的牧羊人》 姜倩宇(化 药)

《乌兰巴托的夜》 刘 栋(经 管)

《爱要坦荡荡》 秦梦雅(外国语)

《新鸳鸯蝴蝶梦》 王 飞(动 科)

二等奖：

《are you ready》 刘心蕊(经 管)

《趁早》 张语秋(经 管)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初 瑞(经 管)

《天使的翅膀》 苏子皓(化 药)

《乌兰巴托的夜》 马继峰(机 电)



《猜不透》 于雪蓉(动 科)

《把握你的美》 王文丽(食 品)

《眼鼻嘴》 韩曙琼(外国语)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浦瀚文(海 洋)

《暗香》 周楠杰(资 环)

《那就这样吧》 周家骏(植 保)

《没那么简单》 王永清(人 文)

三等奖：

《Going Home》 周振意(人 文)

《南山南》 燕 浩(园 林)

《一万次悲伤》 亓 卓(园 艺)

《红色高跟鞋》 张曦兮(人 文)

《匆匆那年》 尹雨欣(园 林)

《月半小夜曲》 辛 岳(经 管)

《旅行的意义》 王雪洁(理 信)

《眼色》 李 瑞(食 品)

《空港》 杨 聃(人 文)

《遇见》 罗国阳(传 媒)

《后来》 张凌珊(食 品)



《没那么简单》 田雨晨(理 信)

《晴天》 吴晓凡(人 文)

《错的人》 侯晓岩(植 保)

《富士山下》 施银霞(园 林)

《找自己》 纪尧坤(理 信)

优秀奖：

《姑 娘》 宋舒朗、朱传智(理 信)

《我怀念的》 郎文生(人 文)

《安 静》 戴瑞霖(艺 术)

《逃 亡》 辛 悦(传 媒)

《Lemon tree》 魏旭涵(外国语)

《听见下雨的声音》 张文丽(生 科)

《没那么简单》 王 艳(生 科)

《期待爱》 王选宁(植 保)

《你好毒》 乔 实(植 保)

《时间都去哪儿了》 生 淏(理 信)

《芊芊》 孔一林(理 信)

《看月亮爬上来》 张 帆(理 信)

《想自由》 付京展(机 电)



《找自己》 孙爱辉(动 科)

《走在冷风中》 项 萌(国 教)

《lemon tree》 汤宜霖(经 管)

《小镇姑娘》 高林林(理 信)

《恋人心》 张 雯(外国语)

《安静》 郑天歌(理 信)

《风吹麦浪》 宋倩倩(理 信)

《这就是爱》 吕吉祥(理 信)

《私奔》 戚义垚(园 林)

《谁记得》 王冠颖(植 保)

《天使的翅膀》 江鹏宇(理 信)

《我想大声告诉你》 张 浩(理 信)

《爱要坦荡荡》 陈若楠(资 环)

《丑八怪》 薛震宇(艺 术)

《房间》 孟 童(理 信)

《没离开过》 李世豪(合作社)

最佳人气奖：

《看月亮爬上来》 张 帆(理 信)

《找自己》 纪尧坤(理 信)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浦瀚文(海 洋)

器乐类

一等奖：

葫芦丝《打跳欢歌》 李云龙(传 媒)

古 筝《将军令》 夏 晴(植 保)

二 胡《战马奔腾》 邱乐昕(食 品)

二等奖：

二 胡《空山鸟语》 吴隽雯(园 艺)

京 胡《霸王别姬》 梁旭崑(传 媒)

古 筝《战台风》 李 赞(园 艺)

古 筝《幸福渠水到俺村》 张响响(食 品)

长 笛《渔舟唱晚》 吴钰童(食 品)

三等奖：

手风琴《四季调》 马旭东(园 艺)

小提琴《查尔达什舞曲》 林 冉(传 媒)

古 筝《渔舟唱晚》 吕佳静(化 药)

古 筝《战台风》 王若曦(人 文)

电子琴《新疆游记》 胡安祺(食 品)

小提琴《卡农》 初美君(经 管)



钢 琴《练习曲》 肖淑娴(人 文)

优秀奖：

长 笛《幽思》 张梦庭(艺 术)

长 笛《阿莱城的姑娘》 杨卓然(园 林)

吉 他《天空之城》 罗国阳(传 媒)

电子琴《梦中的婚礼》 薛婷匀(经 管)

钢 琴《天空之城》 解云昊(机 电)

小提琴《希特勒名单》 曹 今(生 科)

萨克斯《茉莉花》 乔曌宇(化 药)

长 笛《千本樱》 董瑞青(经 管)

长 笛《我心永恒》 任郭晶(机 电)

长 笛《一个人的浪漫》 郭雨萌(经 管)

电钢琴《钢琴独奏》 魏钰忻(理 信)

古 筝《if you》 李瑞琦(化 药)

吉 他《我心永恒》 薛世杰(动 科)

最佳人气奖：

电钢琴《钢琴独奏》 魏钰忻(理 信)

舞蹈类

一等奖：



《霓裳梦》 孙 莹(外国语)

《风酥雨忆》 李俐槿(经 管)

《Angelina》 于寅健(经 管)

二等奖：

《给你看》 李雅静(动 科)

《Monster》 李 瑞(食 品)

《吉祥天》 段 钰(外国语)

《舞游武》 李德志(经 管)

《poker face》 刘成园(传 媒)

三等奖：

《Partition》 刘天骄(经 管)

《爵士串烧》 许颖慧(传 媒)

《Zutter》 王 凡、李治颖(经 管)

《爵士舞》 宗秋月(建 工)

《民族舞》 王劭楠(建 工)

《她说》 徐田华(经 管)

《唱给天空听》 牛凤坤(食 品)

优秀奖：



《Whistle》 邹函峪(食 品)

《Crying》 郭思晨(植 保)

《we went as far as we felt like going》

马文静(园 林)

《千古》 谭媛媛(生 科)

《三寸天堂》 张 鑫(机 电)

《万物生》 范晓荣(人 文)

《月光下的凤尾竹》 赵 越(生 科)

《blow》 苗昀菲(人 文)

《烟花三月》 杜 娜(化 药)

《激情恰恰恰》 司 诺(人 文)

《撒哈拉沙漠》 邹思琪(动 科)

最佳人气奖：

《舞游武》 李德志(经 管)

主持朗诵类

一等奖：

李姝霖(园 林) 杨 晨(合作社)

卞晓平(建 工) 李 倩(理 信)

王 臻 、李剑飞(经 管)



二等奖：

孙传松(动 科) 刘雨欣(园 林)

董可心(人 文) 卜 凡(国 教)

郑可欣(经 管) 张佳钰(园 林)

邵雪婷(传 媒) 林璐毓(传 媒)

段宝宇(传 媒)

三等奖：

张荔婕(理 信) 李 瑞(食 品)

宋一平(经 管) 孙 宾(合作社)

孙 莹(外 院) 高元俊(经 管)

边学哲(机 电) 刘菲菲(人 文)

张继超(食 品) 于宛彤(食 品)

黎 伟(生 科) 杨晓兵(动 科)

吴 浩(经 管)

优秀奖：

徐玮智(传 媒) 葛永福(园 艺)

梁 毅(人 文) 李雪莹(资 环)

王文丽(食 品) 赵砚菊(植 保)

孔子艺(植 保) 徐志成(人 文)



朱晓涵(人 文) 闫嘉轩(理 信)

刘灵恩(经 管) 王 月(植 保)

王 鹏(化 药) 胡梦娇 传 媒)

黄文茹(生 科) 付一凡(生 科)

牛德美(生 科)

最佳人气奖：

郑可欣(经 管) 邵雪婷(传 媒)

模特类

一等奖：

刘天骄(经 管) 刘 洁(经 管)

刘 淼(经 管) 马千惠(经 管)

二等奖：

周 晗(机 电) 王立灏(经 管)

王文卿(食 品) 马叶涵(人 文)

王 蓓(人 文) 张赢心(资 环)

于文飞(理 信)

三等奖：

段其香(合作社) 李晓龙(理 信)

耿纪满(动 科) 于杰弘(理 信)



刘岩松(动 科) 黄靖琳(经 管)

卞晓平(建 工) 牛凤坤(食 品)

周丽华(理 信) 王 帆(资 环)

优秀奖：

袁晨芳(食 品) 李目伟(动 科)

刘婷婷(化 药) 陈晓慧(合作社)

王凯丽(人 文) 刘菲菲(人 文)

李鸿鑫(食 品) 刁哲薪(生 科)

杨晓兵(动 科) 陈艳茹(化 药)

刘宇婧(国 教) 刘境阳 (资 环)

梁玉娇(理 信)

最佳人气奖：

张赢心(资 环) 马叶涵(人 文)

曲艺类

一等奖：

《九儿》 谢世玉、孟 欣、吴爱美、

王慧娟、欧兆凯(人 文)

二等奖：

《疯狂旅行团》 辛 岳、成相戎、郑春旭、

王昱方、王禹桥、范倩玉、



黄靖琳、马宗宝(经 管)

《手机综合征》 李传震、王 宁、王立欣、

车姿叶、苏岩磊、周亚东、

沈怡桦、周田田(园 艺)

三等奖：

《老爸》 闫振飞、卢田雨、白云鹤、

薄禄琪 (动 科)

《干啥呢》 辛 岳、成相戎、吴 浩

(经 管)

《小时候的那些事》 王昊汶(生 科)

最佳人气奖：

《疯狂旅行团》 辛 岳、成相戎、郑春旭、

王昱方、王禹桥、范倩玉

黄靖琳、马宗宝(经 管)

二、书美作品

绘画

一等奖:

王雨君 (艺 术) 张 宇 (园 林)

马韫卓 (园 林)

二等奖:



杨 晨 (合作社) 王以丰 (国 教)

王楚雯 (艺 术) 刘译文 (艺 术)

姜春铁 (人 文)

三等奖:

王欣然 (机 电) 刘 灏 (生 科)

马韫卓 (园 林) 姜春铁 (人 文)

龚婷婷 (传 媒) 杨 光 (艺 术)

龙 延 (园 艺)

摄影

一等奖:

张 宇 (园 林)

二等奖:

吴 浩 (经 管) 刘书羽 (传 媒)

三等奖:

马光荣 (合作社) 张 宇 (园 林)

书法(硬笔)

一等奖:

周昌林 (传 媒) 鲁 振 (化 药)

二等奖:

刘东旭 (化 药) 李昱岩



三等奖：

彭雅丽 (外 院) 高 飞 (生 科)

罗杰尹 (经 管) 赵九潇 (建 工)

书法(软笔)

一等奖：

李路畅 (人 文) 王一帆 (艺 术)

二等奖:

王浩博 (动 科) 刘智源 (动 科)

乔雨飞 (艺 术)

三等奖:

杨 光 (艺 术) 徐广立 (园 艺)

徐也清 (艺 术) 黄昱潇 (植 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