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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

获奖名单

本科组

一等奖（12 个，排名不分先后）

选送高校 题目 学生负责人

北京大学
做“抗疫”大考的优秀答卷者：中国抗击

疫情的制度与文化自信
吕杨

清华大学 奋进新征程，点亮中国梦 刘家荣

南开大学 跨越山海的百年初心 张子琪

天津大学 “为人民服务”怎么看？ 张皓

华东师范大学 解读现代化，扬帆新百年 刘若雪

复旦大学 觉醒年代与时代新人 徐依泓

福建师范大学
古田之光 照耀征程——古田会议在思想

建党上开创的优良传统
夏钰

闽江学院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青年一代责任

在肩！
林越

南阳师范学院 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王紫薇

武汉大学 理想为帆，强国有我 周箐雯

湖南师范大学
精神赓续指引“可为” 脱贫答卷书写“有

为”
管超男

成都医学院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用青春之行答好

“爱国三问”
李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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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8 个，排名不分先后）

选送高校 题目 学生负责人

中国人民大学 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王煜霏

首都师范大学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爱国主义的

文化基因
张欣然

辽宁大学 从屈辱到复兴的百年轨迹
姜婷/盖志伟/

李蒙佐

长春中医药大学
觉醒的时代——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对

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蒙森

长春理工大学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失灵” 汪雨雯

东北师范大学 青春向党 人民至上 陈前明

吉林化工学院 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陈以勒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
刘蓓

江西理工大学
开天辟地，换了人间——中国共产党成立

的必然性与重大意义
张同鑫

聊城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王旭

华中师范大学 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王丹竹

湘潭大学 以时代匠心之光 铸“七一勋章”之耀 陈禹

南宁师范大学 追寻八桂英烈足迹 传承弘扬革命精神 邓富

西南大学 传承红岩精神 赓续奋斗基因 岑千惠

西南交通大学 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梯 余欢

西南财经大学 红船精神薪火相传 刘韵笙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百年大党的人民立场 孔梦圆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朱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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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45 个，排名不分先后）

选送高校 题目 学生负责人

中国人民大学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以民族复兴为己

任的中国共产党
叶文龙

清华大学 赓续红船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肖瑶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 王现

北京化工大学 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宋英杰

北京联合大学
百年辉煌路 奋斗正当时——为什么说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程菲菲

北京师范大学 百年大党与民族复兴 柴玉振

南开大学 实践淬炼认识 初心照亮征途 唐欢

天津外国语大学 信仰如山 郭力娇

天津师范大学 从三个故事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王林玉

燕山大学 人民就是江山——解放战争的制胜法宝 董欣

河北科技大学 百年大党何以风华正茂——领悟中国精神 董琬玥

辽宁警察学院
百年奋斗路，红色辽宁魂——从辽宁红色

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田赞楠/李俊

阳/彭骏

大连理工大学
不忘科研报国初心 砥砺科技强国之志—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王犇/高花香/
王冬阳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 刘子睿

吉林大学 五四风雷演绎青春之歌 王佳馨

东北林业大学 从脱贫攻坚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孙铭馨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 侯诗辰

上海中医药大学 百年奋斗路 健康谱新篇 姚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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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信仰的力量 杨振家

华东师范大学 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常青之道 张蒙

同济大学 初心辉映百年路，奋斗激扬青春时 矫雨航

浙江农林大学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胡心亭

嘉兴学院
中国共产党诞生——重拾革命故事 呼唤

青年担当
周敏洁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坚定不移跟党走 科技筑梦新时代 王成才

福建师范大学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从“3820”工程

看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战略思维
郭晶莹

福州大学 披文化自信之甲胄，踏民族复兴之征途 陈怡轩

赣南师范大学
初心如磐——从毛泽东诗词看百年大党的

青春密码
陈司

山东建筑大学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体现的精神

力量
徐子珺

山东大学 中流砥柱担使命，一封家书长相思 王伯骏

郑州大学 传承井冈山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姬海龙

武汉大学 循百年初心，逐青春梦想 杨琛

华中科技大学 遵义“破”晓 杨雯倩

长沙师范学院 读无字教科书 悟伟大建党精神 李沁茹

广西警察学院 心怀“国之大者” 担当复兴大任 朱芳洁

广西大学 赓续湘江战役精神，点燃理想信念之火 覃杨杨

广西师范大学 坚定理想信念 放飞青春梦想 刘思妤

海南大学 创新与青春相伴 改革与时代同行 李娇

海南师范大学
一针一粮鱼水情 琼崖军民铸丰碑——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刘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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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华夏青年，当做国之栋梁 李柯霖

贵州医科大学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坚定文化自信的磅礴

力量
刘丹黎

西安交通大学
学党史体悟初心如磐，开新局传承使命

担当
李晓婷

兰州大学
铁肩凝聚初心 星火迸发力量——从百年

大党初心使命中汲取精神营养
陈静

兰州大学

重因佳句思樊口，一纸家书百镒轻——

从红色家书看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建党精神

赓续

郑懿烽/刘禹

希

宁夏大学

新华学院
奋斗与“躺平”——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 王佳茹

石河子大学 怀家国天下情 担民族复兴任 马海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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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48 个，排名不分先后）

选送高校 题目 学生负责人

天津师范大学
百年建党 浴血奋战——新时代强军目标下

的人民军队
王冠然

河北师范大学 正确评价人生价值 王美君

河北科技

师范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

辑结构
龙力沛

山西师范大学 从五星红旗中感悟中国精神 史凯捷

山西财经大学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米丽婷

太原科技大学 追寻信仰之光点燃信念之火唱响信心之歌 武钺/李春阳

呼和浩特

民族学院

百年辉煌路·奋斗正当时——用青春肩膀扛

起如山担当
王燕华

内蒙古医科大学 百年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双

辽宁科技大学 弘扬钢铁精神 秉持长子情怀 董博宇

辽东学院 走进马克思
王康丽/江丽萍

/武恒

长春工业大学 越是艰险越向前 明彦林

齐齐哈尔医学院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李茹新

东华大学
初心“申”起，“领雁先锋”带你共焕百年

新生
李佳钰

南京特殊教育

师范学院
谱写中国梦的残疾人事业新篇章 孟熙惠

浙江警察学院 藏蓝战场 “三能”护航 蒋圳瀚

安徽师范大学 改革创新是时代要求 钱一帆

安徽大学 文化创新的途径 赵小雨

安徽新华学院 千里跃进大别山 伟大的历史转折 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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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师范学院 崇高的理想信念--学史增信，夯实信仰之基 夏羽萌

江西师范大学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秋月

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之——改革开放的伟

大成就
吴呈琼

山东农业大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

柱
苏畅

平顶山学院 厚植爱国情怀，奋斗青春梦想 李浩宇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唐祎睿

武汉科技大学 脱贫小村落，扶贫大格局 梁登

南方医科大学 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光辉历史和伟大实践 张宇萱

广州大学 烽火中的红色家书 陈紫荆

海南大学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田晨

重庆大学 长风破浪新时代 直挂云帆新征程 唐晶晶

重庆交通大学 中国精神之“两路”精神 刘美英

贵州大学 弘扬红船精神，勇立时代潮头 熊一虎

贵州师范大学 科学高尚的人生追求
蕾蕾/袁玲/张

覃林

云南经济

管理学院
如何做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代光鹏

云南财经大学
从深厚绵长的人民情怀看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
靳淞琳

西南林业大学
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
龚李赠

云南农业大学 星火燎原——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 朱曦

西北大学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刘婷婷

甘肃农业大学 红色家书映照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杨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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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
开创和发展中共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和

不易
王嘉枫

青海大学 学史增信，让信仰信念在高原永灼其焰 赵生辉

青海师范大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青年的

责任与担当
王兴宇

青海民族大学 百年辉煌路，奋斗正当时 尕藏吉

宁夏大学 学习先辈、继承光辉英雄主义 孙姝媛

新疆大学
理想信念在党史中闪亮——跨越时空与林

基路烈士的对话
汪坤雨

新疆理工学院 奋斗百年，启航新征程 乃比艳·牙生

新疆艺术学院 在音乐中追寻党史的足迹 温兴博

石河子大学 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华夏 王子旭

塔里木大学 风雨百年路，奋斗铸辉煌 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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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组

一等奖（4 个，排名不分先后）

选送高校 题目 学生负责人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担当民族复兴

使命
赵立洁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假如他们也有微信朋友圈 袁继成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赓续铁路红色血脉 开好新时代的

民族“复兴号”——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谢鹏嘉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问道革命总路线 青春奋进中国梦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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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8 个，排名不分先后）

选送高校 题目 学生负责人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你的名字 我的信仰 李彦龙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独特政治优势托举伟大脱贫奇迹

齐鹏宇/赵妍

/李丽丽/杨

锦生/王添衎

/尹天缘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大包干拉开农村改革序幕 小岗村

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许雯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创新不问出身，青春逐梦远航 钱涵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从伟人故事中深刻领悟 三个

“为什么”

陈泉辛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赓续精神血脉 筑牢信仰根基 雷杰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历史和人

民选择中国共产党
林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寻访陇原长征足迹 砥砺坚定文化

自信
黄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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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3 个，排名不分先后）

选送高校 题目 学生负责人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海向党旗报告——致敬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李依霖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传种子精神 担复兴大任 李晓洋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青春能量 张庆翔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淮海战役精神 凝聚青春向

党力量
白志芹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东西协作共发展 对口帮扶山

海情
涂家洁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 张依玟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回眸井冈山历史，传承井冈山

精神
张雅宁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凝望百年铸信仰，逐梦前行担

使命
胡子俊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牛子君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弘扬红船精神 筑牢理想信念 杨军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的统一
赵志杰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长征精神在青海 雷有昕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铸牢军魂思想，坚定戍边信仰 李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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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17 个，排名不分先后）

选送高校 题目 学生负责人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拔除“穷”根的密钥——讲述“脱

贫攻坚精神”

范增权/王宇

娜/王雨晴

内蒙古农业大学 弘扬中国精神——伟大团结精神 王亚楠

内蒙古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

百年辉煌路 奋斗正当时：贯彻绿色

发展理念
常俊杰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百年逐梦 感天动地 周琳琳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矢志不移拔穷根 郎金坤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马兆杰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
谢建华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听党话跟党走，青春献给祖国——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
胡潇文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人民幸福的基石 陈睿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

理想
张婉如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百年征程再逐梦 砥砺青春建乡村 夏荧荧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百年恰风华，世纪正青春——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

选择

雷小凤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长征——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李艳玲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百年砥砺中国梦，青春奔赴新征程

——奋力实现中国梦
肖彩云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李心羽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重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柴明月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百年辉煌路·奋斗正当时——弘扬

红船精神，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刘瑞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