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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校园原创文学作品大赛 

暨第十一届读书观影有奖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5 篇) 

作 者 学 院 班 级 文 章 题 目 

李文玉 水电学院水文 172 兔子先生 

宋佳菲 自动化学院电气 152 

爱是一部“格林”童话 

——《重返狼群》读后感 

吴辛宇 机仪学院仪器 165 苦到极处休言苦 

孙向军 水电学院水工 164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新小说派特色 

王旋 人文学院法学 161 老范进 

 

二等奖(20篇) 

作 者 学 院 班 级 文 章 题 目 

陈徽月 机仪学院仪器 166 深井的龟 

屈小娥 计算机学院办公室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高萌 土建学院工管 153 你好！我的舍友大人 

葛婕慧 材料学院成型 171 老葛，我在西安很想你 

耿屹 自动化学院电智 172 疯子的警醒 

李文玉 水电学院水文 172 

在心底浅吟一支童话 

——观《小王子》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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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雯 计算机学院网络工程 171 被束缚的人格 

李宜璇 土建学院城规 171 白头 

王晨 自动化学院电智 162 看见 

王萌玺 理学院制药工程 141 清莲 

张冰冰 人文学院英 151 被遗忘的硝烟 

王阳朔 理学院应用化学 142 存在的消失笔记本 

王泽轶 自动化学院物网 162 复归银行 

席彤 水电学院工 154 

蝶衣之后再无虞姬 

——观《霸王别姬》有感 

肖成 机仪学院仪器 162 

明年青云去，人间举子忙 

——求学两年有感 

徐雨达 机仪学院光信 161 今天，你慎独了吗 

杨蓉 印包学院媒体 161 从《爆裂无声》浅谈人性与阶级 

余连子 自动化学院电子 172 存，活！ 

贺扬 自动化学院电气 162 Something for nothing 

樊鹏 计算机网络工程 162     诗酒年华 

 

三等奖（56篇） 

作 者 学 院 班 级 文 章 题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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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萌 水电学院水文 142 观《忠犬八公》有感 

冯锴 计算机学院网络工程 151 时代之殇 

高凡 计算机学院软件 141 

成美？残缺！ 

——读《致遗忘了我的你》有感 

高萌 土建学院工管 153 从刘邦集团谈团队壮大 

耿可 水电学院水工 173 慢活以致志 

郭森林 印包学院媒体 162 

给时光以生命，给岁月以文明 

——《三体》读后感 

韩元元 水电院电力 153 《我们仨》读后感 

何林涛 机仪学院机 152 为你，静待花开 

付佳鑫 经管学院工管 172 

潇头沧浪尽，百鸟齐哀鸣 

——观《百鸟朝风》所感 

黄茜睿 印包学院包装 172 

原应叹息 

——由《红楼梦》读性别歧视 

孔蓉 计算机学院计 152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赖明玮 机仪学院光信 161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李超 计算机学院物网 161 凉城 

李虎伟 材料学院成型 176 小七的水煮豆腐 

李佳铭 土木学院工管 162 少年时 

李千一 材料学院材 173 空城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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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秩宇 自动化学院通信工程 171 《悠久》 

刘垚垚 土建学院城地 142 陕北 

刘家良 经管学院信管 161 温一壶清凉的月光 

刘可乐 水电学院水工 172 寻一盏萤火 

刘灵冲 水电学院电力 171 落日下的女人 

刘蕊 人文学院英语 172 

我心目中的林则徐 

——读《林则徐传》有感 

柳海亮 水电学院水文 152 寒假年前随笔 

鹿潇越 土建学院城地工程 171 咫尺幸福 

任笑贤 计算机学院计 161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 

——电影《芳华》观后感 

石琛林 自动化学院物网 162 孑然一身的永不独行者 

宋佳菲 自动化学院电气 152 不一样的天空 

宋佳菲 自动化学院电气 152 亲吻 

孙向军 水电学院水工 164 《浮士德》的幽默 

孙康仁 水电学院水文 172 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田乐 机仪学院研 1705 

请守护好自己的理想 

——《假面饭店》小感 

王萌玺 理学院制药 141 三读西游 

王永奇 自动化学院自动化(卓越）172 

诗化了的年岁 

——《霜冷长河》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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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莹 印包学院包装 151 无解的方程——爱 

魏善 计算机学院物网 161 观《西游记女儿国》有感 

吴星光 机仪学院机 156 战争 

肖博心 艺设学院工设 142 

难以承受的生活与爱情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有感 

邢行行 水电学院工 174 

《钱学森》观后感 

——国之脊梁钱学森 

徐佳英 水电学院电力 171 如果一切重来 

薛倩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 1727 谢谢生命中所有的遇见 

杨华 土建学院工管 153 

《杀死一只知更鸟》 

——请善良，且勇敢 

杨科 水电学院电力 162 611号文明生态档案 

杨科 水电学院电力 162 猪群里出了个哲学家 

袁冰 自动化学院电信 141 自我选择常常在缄默里发生 

翟记通 计算机学院物网 161 观《婚事》有感 

詹彭沐阳 自动化学院电气 166 荷花 

张雨茁 自动化学院电子 152 此恨绵绵无绝期 

赵锦 自动化学院通信 151 查令十字书旅 

赵锦峰 水电学院农水 171 芳华 

赵锦峰 水电学院农水 171 赛德克·巴莱 

赵腾 材料学院材化 172 白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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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萌 艺设学院动画 171 怪物先生 

周思 经管学院会计 161 最佳损友 

左子亭 经管学院公共 151 

我们何必一定要比别人优秀呢？ 

——观《起跑线》有感 

彭燕 经管学院管 171 不忘初心，无问西东 

黄政清 艺设学院产设 142 

《锅匠，裁缝，士兵和间谍》： 

夹于意识形态间的英伦骑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