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校2021-2022学年学生寒假文化作品评比结果的公示

序号 作品名称 姓 名 学 院 获奖等级

1 读《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有感 徐步捷 基础医学院 一等奖

2 《中国共产党党史》读书笔记 朱永磊 基础医学院 一等奖

3 读《诗经·无衣》有感 郭紫雯 基础医学院 一等奖

4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居鹏业 基础医学院 二等奖

5 再读《论语》 丘升珲 基础医学院 二等奖

6 浅读《大学》有感 李书雯 基础医学院 二等奖

7 争做德艺皆备的医者——《大医精诚》读后感 倪 旭 基础医学院 二等奖

8 血与荆棘满布的“朝圣”之路——《人类简史》读后感 彭笑语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9 破固有牢笼，究生命奇观——读《病者生存》有感 宋 倩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0 “读四史，悟人生”——学习“四史”有感 王雪洁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1 弘建党精神，实伟大中国梦 张恩铭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2 党史读书笔记 倪敏菊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3 在其位，谋其道——《周易》读后感 陶 唯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4 《论语》随想 张 晨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5 《大学》——一场延续千百年的自省自教 丁祎鸣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6 我所理解的“格物致知”——《大学》读后感 杨辰越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7 《大医精诚》读后感 杜思宇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8          如若使然，终将必然——读《法医秦明》有感
                      

陈小雪 基础医学院 三等奖

19 《诗经》与美 曹佳颐 公共卫生学院 一等奖

20 时间的咏叹歌—品读《楚辞》中的物哀之美 曹梦婷 公共卫生学院 一等奖

21 家训勉之 一以贯之 丁心雨 公共卫生学院 一等奖

22 漫溯历史，藉以修身——《论语》读后感 葛少骏 公共卫生学院 一等奖

23 携《诗经》入梦—阅读传统文化作品《诗经》 李 想 公共卫生学院 一等奖

24 阴影未散—《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有感 刘 荻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25 《论语》读书笔记 宋郭烨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26 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读书笔记 刘子轩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27 浅涉鸿蒙道论语 吕嘉妤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28 漫漫从医路 牛美娅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29 与时代同行——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感 周宇驰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30 魂魄毅兮为鬼雄——读《纪念白求恩》有感 卫一敏 公共卫生学院 二等奖

31 论语读书笔记 丛语泉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32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读后感 阚睐兮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33 中国共产党的“心学”：初心和使命 沈越凡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34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观后感——共存还是对抗？ 沈哲岩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35 漫漫从医，不忘初心——读《漫漫从医路》有感 吴士豪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36 窥视、回望、未来 向家瑞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37 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汪洋海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38 活着真好 ——读《血疫：埃博拉的故事》有感 吴昕雨 公共卫生学院 三等奖

39 稻香虫鸣 万里入心 赵翔宇 药学院 一等奖

40 未来已来 顾羽凡 药学院 一等奖

41 不疲不倦向远方——海子《以梦为马》读后感 何怡芳 药学院 二等奖

42 修养人生，处世又出世——读《菜根谭》有感 靳园园 药学院 二等奖

43 由《论语》洞察中国医者的责任与悲悯 丁朱姝 药学院 二等奖

44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读《中庸》有感 林芊芊 药学院 二等奖

45 《大医精诚》读书笔记 张书腾 药学院 三等奖

46 和銮玲玉，云髻珑璁——读《血玲珑》有感 唐嘉逸 药学院 三等奖

47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王 健 药学院 三等奖

48 《大医精诚》读后感 陈雨露 药学院 三等奖

49 道可道，非恒道——《老子》读后感 伏羽彤 药学院 三等奖

50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周佳仪 护理学院 一等奖

51 不忘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陈兴鹏 护理学院 一等奖

52                    白衣护梦——读南丁格尔《护理札记》有感 蒋玉妍 护理学院 一等奖

53 浪漫的四史 罗亦程 护理学院 一等奖

54 心有锦缎，白衣逆行 ——读《护理札记》有感  石之祎 护理学院 一等奖

55 读《中国震撼》有感  张子欣 护理学院 一等奖



56 周而复始，易而不止——《周易》读书笔记 陈泽慧 护理学院 二等奖

57 从长津湖中读党史 丁 昕 护理学院 二等奖

58 拥有直面苦难的决心和力量——《鼠疫》读后感 段星羽 护理学院 二等奖

59 毋意，毋必，毋国，毋我——读《论语》有感 冯雨萱 护理学院 二等奖

60 读《论语》 品国学 学做人 葛小强 护理学院 二等奖

61 读《论语》有感  刘 慧 护理学院 二等奖

62 我眼中的宋词 刘羽佳 护理学院 二等奖

63 一起向未来 罗雨轩 护理学院 二等奖

64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读《楚辞》有感 孙维言 护理学院 二等奖

65 读《朱子家训》有感 王馨璇 护理学院 二等奖

66 道德仁艺者，君子也——读《论语》有感 王逸笑 护理学院 二等奖

67 永恒的经典——读《楚辞》有感  周嘉雯 护理学院 二等奖

68 《傅雷家书》读后感 卞 幻 护理学院 三等奖

69 《霍乱时期的爱情》观后感 陈 明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0 对这个世界我还有嘱托——《相约星期二》读书笔记 陈苏勤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1 《霍乱时期的爱情》读后感 陈素滢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2 万世之书 ——读《论语》有感 陈晓晓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3 《鼠疫》读书笔记 邓慧凝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4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何青芝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5 时间选择的结果——共同进化与生存：基于《极简医学史》及后疫情时代的思考 黄绮婷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6 寡人之于国也 李正阳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7 敬佩光，成为光——读《护理札记》有感 刘怡苗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8 非凡的爱意 茆佳千惠 护理学院 三等奖

79 《在云上》读后感 潘佳燕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0 根植乡土，展望未来——读《乡土中国》有感 曲美莹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1 斗罢日月换新天 戎婉怡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2 温《论语》，思人生 施雯冰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3 孤独是人生百态 史晓伟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4 请用一支玫瑰纪念我 ——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有感  陶子纯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5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王浩楠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6 读《中庸》有感 王 静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7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吴心茹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8 顺应与不争——读《老子》有感 徐家祥 护理学院 三等奖

89 品味百年征程 汲取前进力量 徐 路 护理学院 三等奖

90 读《“未来”科学家》有感 顾添奕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一等奖

91 《半部论语治天下》 张 颖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一等奖

92 读“未来”科学家有感 兰 悦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二等奖

93 欲成才，先成人——读《大医精诚》有感 顾春燕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二等奖



94 生于暗夜，心向光明 周子涯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二等奖

95 《反对台独，我们在行动》 季沈杰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三等奖

96 《“未来”科学家——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访谈实录》读后感 薛启遥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三等奖

97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单翔宇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三等奖

98 《 礼赞“未来”科学，致敬科学精神》 盛 伟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三等奖

99 迈进科学的殿堂 张昊轩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三等奖

100 从我个人看法浅谈成功的三大因素 蒋承睿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三等奖

101 读《论语》有感 张柏宁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三等奖

102 浮舟沧海，立马昆仑 顾文媗 医政学院 一等奖

103 风景这边独好 王 漪 医政学院 一等奖

104 大医精诚 止于至善 卜雯雯 医政学院 一等奖

105 忧乐并存《论语》读后感 周艾可 医政学院 一等奖

106 “中庸”在当今到底还中不中用？ 孙 艺 医政学院 二等奖

107 《大医精诚》读书笔记 王宇晴 医政学院 二等奖

108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读《论语》有感 严俊杰 医政学院 二等奖

109 《打开一颗心》读后感 赵育质 医政学院 二等奖

110 年轻人，勿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读后感 汪蕴涵 医政学院 二等奖

111 学与思中的生存之道读《论语》有感 郝穗杨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12 完己以礼，修身养德阅读《礼记》有感 汤中玺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13 立于圣贤肩头，寻找前进之道 胡俪琼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14 只守一朵兰花开 李天颖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15 我的军人梦，我的中国梦 范晶晶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16 遥远古世纪的那盏烛火 薛梅启旸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17 《菜根谭》读后感 王 佳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18 《论语》之道德 钟锦欣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19 瘟疫、反抗与人道主义《鼠疫》读后感 鲍 宜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20 《红楼梦》的悲剧美女性角色之死 曹 玥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21 《大国大城》读后感 陈思宇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22 我心向党，步履从容 葛 越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23 尼山的月光《论语读书笔记》 钱莹莹 医政学院 三等奖

124 在实践中成长 田 琳 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125 我以中庸化育，天地鼎足 王如意 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126 度道理，品人生 熊 磊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127 思无邪 周怡婷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128 咬得菜根，万事可成 韩佳辰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129 于继承中发展 于改革中成长 于拼搏中奋进 袁 睿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30  族之魂 林宇航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31 《<中庸>读后感》 江一帆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32 《关于<史记>中长平之战的感想》 张纹铭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33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钱祝静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34 百年奋斗，风华正茂 冯读贤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35 百代千秋过 史鉴光永存 王 可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36 岑寂依旧破楚声 孙 雯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37 生命有光 黄雪杨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38 朝圣——读《论语》 孟小渝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39 读《离骚》有感 李思璇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40 以平凡之心,悟处世之道 何 烨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41 《中国医生》观后感 王昀芊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42 读《大学》有感 张 一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43 栽一颗看守心灵月亮的树 李琬萱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44 东坡与悲——苏轼词中的真实人情 梅熠闻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45 百年风雨，回首仍少年 赵徐珑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46 风景这边独好 李文杰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47 雪之梦 季佳妮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48 锻魂汤——由医学之史反思今日学医 刘慧莹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49 一点剑意千川缈，两袖白云万仞遥《史记·游客列传》读后有感 杨薪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50 菌之殇《蛇杖的传人》之《无菌术的缔造者》读后感 刘 扬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51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戎 誉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52 观《中国医生》有感 李奇锋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53 传承党之红色精神——读《四史》有感 张文谦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54 以平凡之心,悟处世之道 李驿洵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55 丈量距离最好的单位——生命 高雨濛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56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张誉馨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57 读《静静的顿河》有感 王志杰 第一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58 《最好的告别》读书笔记 万 达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59 “偷偷摸摸”的解剖学——论中西人体解剖学的发展 赵安然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0 孔孟与南医精神内核的完美契合——读《论语》《孟子》有感 张羽恒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1 有木石心，具云水趣——《菜根谭》读后感 陆炜林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2  医患史的启示——读《中国式医患关系》有感 刘沛霖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3 医者仁心，至于大道——《大医精诚》读后感 方铭珂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4  读《当呼吸化为空气》有感 汪若淇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5 君子慎独——《中庸》读后感 魏小雨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6 浅论老子的“无” 黄杰成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7 读《诗经》有感 周 航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8 秉家国情怀，奏盛世长歌——品读《楚辞》有感 储 静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69 读辞有感 陈竹君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0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之再阅《大医精诚》有感 涂子豪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1 献给那星星之火 陆一涵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2 一花一草里的烟火人间——读汪曾祺《人间有至味》后有感 朱闰熙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3 医者仁心——《大医精诚》读后感 仲一谋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4 君子务本 张继尧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5 观《资本论》卷一，探新经济形势 杨晟铭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6 《目光》读后感 武上丰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7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读孙思邈《大医精诚》有感 梁大珩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8 以平凡之心,悟处世之道 何宇俊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79 读《大医精诚》与《小窗幽记》有感 郭 璨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80 落日心犹壮——读《杜甫选集》有感 程 心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81 润物细无声——读《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有感 陈雨露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82 经得起“检验”的检验人 方昕月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83 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曹希孟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84 学党史，立先行 罗雨凡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85 大医当道 翁正豪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186 顽石 章羽泉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87 践行中庸之道，行必致远 翁哲琪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88 中国的点灯人 吴宇辰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89 粗粝能甘，纷华不染 陈冀宇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90 百年风雨，初心弥坚 王 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91 长风破浪会有时——看《建国大业》 郑子洋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92 从君子追求中感悟医学道理 马致远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193 与时携行 丰盈青春 王露霖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94 器 沈 桐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95 即雕即琢，复归于朴 翟心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96 以华夏精神为剑，破挑战充斥之天 刘广宇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97 《朱子家训》读后感 蒋沐希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98 读《周易》有感 姜 妍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199 锚住幸福，穿越这时光之海 丁志诚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200 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忠诚的信仰者 俞 蕾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201 论新时代之君子养成——读《大学》有感 卢 宁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202 青牛西行 蒋雨轩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203 浅析《红楼梦》中的社会信仰 张 逸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204 远观之美景，立足于当下 徐昕媛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205 用典话中国 刘悦晨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06 读《礼记》有感 朱萌萌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07 历史激流的勇者——毛泽东 刘 健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08 所谓少年气——读《目光》有感 刘科成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09 《苦难辉煌》读后感 冒 辉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0 坐看云起时 夏 璞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1 风雨百年，青史可鉴 张子博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2 征程波澜壮阔，伟业朝气蓬勃 陈彦君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3 浅谈《周易》对封建社会的固本作用 陈淑慧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4 筑基固本，学无止境 邝嘉乐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5 读《大学》有感 刘百慧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6 榴花开处照宫闱 马静婷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7 传奇 王语嫣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8 我们的征途红霞满天，星辰大海 卫心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19 执着是人生最美的姿态 徐骏清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20 知止定静安虑得——《大学》：曾子为儒者准备的觐神长阶 薛丁川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21 只向明月 周俊怡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22 与圣贤对话 崔书豪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23 读《习近平和大学生朋友们》有感 董懿翔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24 听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讲述礼记——《学记》有感 吴苏宁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25 分寸 杨 朗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26 砥砺前行，绽放青春 岳启月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27 愿“天下无疾，医护卸甲——读《目光》有感 丁嘉楠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228 含泪的微笑——《世说新语》读书心得 窦 洁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一等奖

229 《白色记事簿——医院里的秘密》读书笔记 范心如 第四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230 青春，拒绝安逸——读《青春之歌》有感 李知桐 第四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231 歌尽桃花扇底风 万壹南 第四临床医学院 二等奖

232 从《血殇：埃博拉》到新冠，从疫情到我们 王政清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33 相遇 郭心怡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34 浅谈《论语》中的友朋之道——读《论语》有感 解元辰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35 人生的羁绊——读《目送》有感 王竹君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36 回望的目光——读《史记》有感 吴翊侨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37 当呼吸化为空气 李佳蔚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38 疏竹不留声——读《论语》有感 崔 灿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39 春天，诗歌的复活——《全唐诗》《全宋词》读后感 顾思睿 第四临床医学院 三等奖

240 时令之美-读《日月书》有感 严 妍 口腔医学院 一等奖

241 赓续百年初心，绽放绚烂青春 陈大旷 口腔医学院 一等奖

242 现实而浪漫的幻想宇宙——读《三体》有感 练生睿 口腔医学院 二等奖

243 莫失，莫忘——读《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刘若兮 口腔医学院 二等奖

244 灾难是我们前进的号角——读《相信》有感 王姝婧 口腔医学院 二等奖

245 读《大医精诚》有感 丁 页 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246 读《楚辞》有感  李蕙妤 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247 《论语》中的人性光芒 王美琪 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248 从群山到未来——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有感 王新雪 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249 约于身而广于世——读《曾国藩家书》有感 赵逸云 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250 做有思想的苇草——读《楚辞》有感 潘逸菲 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251 《大医精诚》读后感  荣宸璐 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252 在烈火中永生——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王心妤 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253 时代背后的热血与真性情——《历史的温度》读后所感 陈睿冰 口腔医学院 三等奖

254 仰望星空，心向远方——读《论语》有感 王欣玥 康复医学院 一等奖

255 奋斗驱萧索，不负少年时——读《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有感 谈采菊 康复医学院 二等奖

256 《礼记》读后感 汪廉昌 康复医学院 二等奖

257 化经典之魂  助民族之力 肖菡玥 康复医学院 三等奖

258 品读四史，感悟道理 何惠芳 康复医学院 三等奖

259 党史读后感 高新雨 康复医学院 三等奖

260 读四史，忆四史 李 娜 康复医学院 三等奖

261 漫漫医学路，诚诚医者心——读《大医精诚》有感 张歆然 医学影像学院 一等奖

262 最是人间留不住 ——《好诗不厌百回读》读书笔记 陆 清 医学影像学院 一等奖

263 良医是上天的神迹——电影《神迹》观后感 张诗悦 医学影像学院 一等奖

264 灯 费一凡 医学影像学院 二等奖



265 唯文字可以完成抗拒——《风流去》读后感 陈昱彤 医学影像学院 二等奖

266 以孔孟之道见历史更替 魏晓雪 医学影像学院 二等奖

267 《楚辞》中的屈原 蔡文骥 医学影像学院 三等奖

268 《心外传奇》读后感 陈 尧 医学影像学院 三等奖

269 愿华夏之光长存 望中原之龙永舞——四史及相关作品读后杂感 常炘聿 医学影像学院 三等奖

270 最美不过《诗经》 朱心怡 医学影像学院 三等奖

271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伟大建党精神的奋进力量 曾梓昱 儿科学院 一等奖

272 信念的力量 陈笛宁 儿科学院 一等奖

273 探其灵魂 查懿芝 儿科学院 二等奖

274 手捧星光守护你 刘佳雪 儿科学院 二等奖

275 读张维为《中国人，你要自信！》有感 刘祥凤 儿科学院 二等奖

276 从《医生的精进》看医学生的学习之道 李佳峻 儿科学院 三等奖

277 《论语》读后感 李珺涵 儿科学院 三等奖

278 朴实自然，道法无穷 刘天玉 儿科学院 三等奖

279 字字珠玑，方有四两拨千斤 钱佳怡 儿科学院 三等奖

280 自然与平等 陶梓谦 儿科学院 三等奖

281 今朝唯我少年郎，敢问天地试锋芒 吴 薇 儿科学院 三等奖

282 “医”生百味，辛苦甘甜 王蕊思 儿科学院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