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师范大学学生处

学工字〔2020〕25 号

关于表彰江西师范大学 2020 年“心理战疫”
文化节系列活动的决定

各学院：

根据《关于举办 2020 年“心理战疫”文化节系列活动的通知》

（学工字〔2020〕14 号）文件精神，学校面向全日制在校学生开

展了“心理战疫”短视频征集大赛、“心理战疫”漫画征集大赛、

战疫心情——小故事征文比赛等活动。经学院推荐、专家评选，评

选出“心理战疫”短视频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6 项，

优胜奖 8 项；“心理战疫”漫画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12 项，优胜奖 18 项；战疫心情——小故事征文一等奖 2 篇，二等

奖 8 篇，三等奖 21 篇，优胜奖 21 篇；优秀组织奖 3 个。现一并予

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榜样

作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广大学生要以他们为榜样，进一步增

强集体意识，积极参与学校心理文化节的各项活动，奋发向上，为



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附件：江西师范大学 2020 年“心理战疫”文化节各项活动

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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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西师范大学 2020 年“心理战疫”文化节

各项活动大赛获奖名单

【“心理战疫”短视频】

一等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致敬逆行者》 张珂

音乐学院 《致敬》 李泽伟

二等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心理抗疫那 168 小时》 王紫暄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的防疫 VLOG》 于翔

生命科学学院 《青春战“疫”，从充实自己开始》 魏蕾

国际教育学院 《明天会更好》 张婧

三等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心理学院 《我所期盼的生活》 徐安妮

商学院 《春暖花开，你我同在，人事长安》 涂仕敏

商学院 《寻春》 达钰斐

音乐学院 《小小少年》 孟祥雨

文学院 《接力心跳》 李凡璞

美术学院 《我们的一天》 于昕冉



优胜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公费师范生学院 《Special time special love》 操新雨

外国语学院 《被迫变成宅女的一天》 全依婕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戴戴”平安》 赵文

马克思主义学院 《每一个这样的你们都是英雄》 许洪滔

教育学院 《烦恼它追不上我》 李年

新闻与传播学院 《超时空聚会》 张孝行

城市建设学院 《疫情背后的普通人》 肖涛

体育学院 《“疫”心有你》 孟翠

【“心理战疫”漫画】

一等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软件学院 《抗击疫情，我们在行动》 曾宇

心理学院 《疫情宅家日常》 陈星雯

美术学院 《抗疫手册插图合集》
江百川、梅松竹

褚邑泰、曾超尘

二等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心理学院 《你的善良是一根棒棒糖》 邓钰凡

心理学院 《疫情的打开方式》 邓灿、卢思闽

新闻与传播学院 《这些日子》 江亦涵

文学院 《茧》 王可

公费师范生院 《归来》 杨朝雯

教育学院 《小 c 的居家抗疫》 陈向月



外国语学院 《我们在，别怕》 尚静怡

地理与环境学院 《同心抗疫》 李佳馨

三等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新闻与传播学院 《疫情前后的大学生》 李悦

美术学院 《我的战役方式》 周禧龙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武汉，我们与你共渡难关》 白玲双

文学院 《离岛》 张春蕾

教育学院 《我愿》 黄静

美术学院 《征途》 胡冰玥

软件学院 《相聚日，花开时》 李彬绮

软件学院 《巾帼不让须眉》 陈妍希

体育学院 《抗“疫”》 熊俊康

美术学院 《同心战役》 时惠东

教育学院 《我的抗疫日记》 魏浩玥

美术学院 《我的一天》 叶珍珍

优胜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心理学院 《志愿心路》 丁培洋

城市建设学院 《绘本·渡疫》 朱慧敏

教育学院 《疫情日记》 聂江雪

教育学院 《祈春》 鄢钰宁

体育学院 《战疫》 陈振、刘嘉龙

财政金融学院 《战役》 王婕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17 年前你激励我，17 年后我成为你》 温泉

外国语学院 《心理战役》 严瑞琪



美术学院 《重启武汉》 彭可煜

美术学院 《抗疫》 王柏权

体育学院 《肺炎，你怕了吗》 丁莉

美术学院 《奔赴一线》 乐映辰

美术学院 《自豪！众志成城，武汉解封！》 林媚啼

教育学院 《逆行者 2020》 李年

美术学院 《团结战役》 吉鹏飞

教育学院 《遇》 韩淼

美术学院 《斗争》 魏岩婷

体育学院 《共抗疫情》 陈月华

【战疫心情——小故事征文】

一等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文学院 《车水马龙不及身边有你》 卢彦伶

初教学院 《逆旅时光 倾国以航》 周亘

二等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心理学院 《可是星星不会哭泣》 徐安妮

新闻与传播学院 《那战疫希冀，永燃不熄》 刘洋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谁家新燕啄春泥》 张伟涛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冬去必将春来》 庄诗琪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世界为你醒来》 王馨汇

心理学院 《春日小记》 唐元圆

城市建设学院 《抗疫宅家，乐趣依旧》 刘伟淇

心理学院 《致母亲的一封信》 蓝婷



三等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文学院 《樱花礼赞》 杨诗媛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此心安处是吾乡》 邓冰清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我们》 李蔚

文学院 《三碗汤圆》 金梦晴

城市建设学院 《为了春回大雁归》 任翼宇

外国语学院 《共抗疫，待春归》 许晓霞

文学院 《通惠河畔的感叹号》 吴璇

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我把春天送给你》 陈修林

体育学院 《“抗击疫情”动员全家》 黄炎华

文学院 《海棠花下》 彭蕾璇

生命科学学院 《看尽樱花散落中逆行的你》 崔宁

文学院 《如果监控会说话》 阮溦

政法学院 《情暖三月寒风天》 王佳发

外国语学院 《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 朱芯瑶

生命科学学院 《疫情虽难，人心很暖》 蒋蕙桧

新闻与传播学院 《还你干净的人间》 方宏劲

公费师范生院 《宅家小记》 余梦茹

初等教育学院 《“疫”路有你，一路春暖花开》 潘轩琪

地理与环境学院 《年少“疫”担当 热血“毅”同行》 曹宇同

外国语学院 《感谢你的坚强》 李丽娟

体育学院 《心理博弈》 倪颜

优胜奖

学院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刘惠迪



城市建设学院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王姝雅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梦里见你，晚安》 钱思思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村口战“疫记》 吴建旺

外国语学院 《你——中国的脊梁》 陈梦怡

公费师范生院 《行者无疆》 徐梦亿

文学院 《选择一种抗疫的方式，它叫乐观》 谢梅芳

初等教育学院 《最美的你们》 李宇楠

体育学院 《致敬平凡的英雄》 何海华

外国语学院 《圈》 李舒同

文学院 《背影如山》 凌靖

外国语学院 《心情札记》 简子颖

公费师范生院 《凛冬散尽，星河长明》 李秭豪

公费师范生院 《疫中医》 胡程

外国语学院 《疫之战》 施小琦

文学院 《战袍》 钟湘钰

马克思主义学院 《萤火星光》 何美珍

外国语学院 《故事有情，共抗疫情》 刁亚明

心理学院 《刘大爷》 陈燕

商学院 《战疫期的小厨日常》 严文萱

外国语学院 《抗疫进行时 奇迹中国红》 曹思思

【优秀组织奖】

优秀组织奖

文学院

心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抄报： 学校领导。

抄送： 学工委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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