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重庆大学第五届青春倡廉文化 

作品大赛获奖集体及个人名单的公示 

 

根据《关于举办重庆大学第五届青春倡廉文化作品大赛

的通知（重大校团〔2017〕47 号）》文件要求，经过个人申

报，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在参赛作品中分别评出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并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和

优秀个人奖。现公示如下，具体拟获奖名单见附件。 

公示期从 1月 25日起至 1 月 27日止。 

意见受理电话:  熊老师    65106054 

意见受理邮箱: cqutwxsbgs@163.com 

 

 

                      中共重庆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重庆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 

                                 2018年 1月 25日 

 

 

 

 



 

 

附件 

重庆大学第五届青春倡廉文化作品大赛拟获奖集体及

个人名单 

 

一等奖 

1.作品名称：《陶渊明<饮酒>诗一首》  书画摄影类  

郑国涛  法学院 2014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2.作品名称：《汲黯诗一首》 书画摄影类 

黄中 艺术学院  2015级美术专业研究生   

3.作品名称：《印屏一则》 艺术设计类 

郑国涛  法学院 2014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4.作品名称：《尚廉》  艺术设计类 

杨士顺  艺术学院 2014级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   

5.作品名称：《清风徐来，芳华盛开》 主题征文类 

陈胜梅  法学院 2016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6.作品名称：《硕鼠》 网络新媒体类 

彭松 李庆舜 刘昆林 徐恩泽 法学院 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

生 

二等奖   

1.作品名称：《书法对联一副》 书画摄影类  

雷宏杰  光电工程学院 2014级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 

2.作品名称：《青春倡廉书法作品》 书画摄影类 



 

 

严靖威  土木工程学院 2015级建工专业本科生 

3.作品名称：《四十初度》书画摄影类 

李炜懿  经管学院 2016级能源经济专业本科生   

4.作品名称：《七言联一对》书画摄影类 

庄培杰  机械工程学院 2016级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    

5.作品名称：《弟子规》书画摄影类 

乔阳  法学院  2017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博士生  

6.作品名称：《界》 艺术设计类 

张祥 资环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硕士二年级  

7.作品名称：《“廉”与“腐”》 艺术设计类 

程倩倩  光电学院  2015级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 

8.作品名称：《无愧苍天无愧民》 艺术设计类 

孙玺淏  汽车学院 2016级工业设计专业本科生   

杜萱    药学院   2016级药学专业本科生 

9.作品名称：《仙湖映廉》主题征文类 

罗淞镱  法学院   2016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0.作品名称：《饿了？老板来一碗“廉洁”！》 主题征文

类 

赵静    法学院   2016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1.作品名称：《廉洁新风进校园，青春共筑中国梦》 主题

征文类 

李旭芳  法学院   2017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2.作品名称：《让“青”廉赢在人生起跑线上》  主题征

文类 

徐英迪  经管学院  2016级会计学专业本科生 

13.作品名称：《青春正当时，廉洁亦同行》 网络新媒体类 

刘思言  法学院    2016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4.作品名称：《拿？不拿！》   网络新媒体类 

罗琳娜  法学院    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蒋佩琳  建管学院  2016级房地产专业本科生 

刘晓凡  新闻学院  2015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谢雨诗  新闻学院  2016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杜姝楠  美视电影学院  2016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1. 作品名称：《包拯诗一首》书画摄影类  

董梦雪  弘深学院  2017级电子信息专业本科生  

2.作品名称：《致敬十九大》书画摄影类 

王刘谦  计算机学院  2017级计算机技术专业研究生  

3. 作品名称：《倡廉铸梦兴中华》书画摄影类  

王亦君  外国语学院  2017级英语专业本科生 

4.作品名称：《倡廉龙门对》书画摄影类 

罗犇    城环学院    2016级建环专业本科生 

5.作品名称：《小楷》书画摄影类 

郑雄瀚  艺术学院    2016级国画班专业本科生 



 

 

6.作品名称：《围筑缺口》书画摄影类 

管书悦  外国语学院  2017级德语专业本科生 

7.作品名称：《爱莲说》 书画摄影类 

王雷    艺术学院    2014级国画班专业本科生 

8.作品名称：《人民的力量》书画摄影类 

张美怡  法学院      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9.作品名称：《竹》书画摄影类 

张嘉鑫  法学院      2016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0.作品名称：《湮灭》艺术设计类 

张祥  资环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硕士二年级   

11. 作品名称：《青春倡廉》艺术设计类   

吕松阳  法学院      2016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2.作品名称：《重大“清廉”》艺术设计类 

徐恩泽  法学院      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3.作品名称：《青春倡廉之廉洁奉公》艺术设计类 

郭雅璇  艺术学院    2017级设计学专业本科生 

14.作品名称：《在官惟明，莅事为平，立身为清》主题征

文类 

郭佳浩  软件学院    2016级软件工程专业本科生 

15.作品名称：《反腐洪流，倡廉新风》主题征文类 

王子筝  光电学院    2016级信息专业本科生 

16.作品名称：《让“廉洁”离我们近点儿》主题征文类 



 

 

刘羽娟  法学院      2017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7.作品名称：《寸心不昧，万法皆明》主题征文类 

余子恺  法学院  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8.作品名称：《拘束贪婪》主题征文类 

周郅璨  材料学院 2015级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生 

19.作品名称：《廉洁修身，筑梦未来》主题征文类 

范诗佳  法学院  2017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20.作品名称：《尚俭朴，正青春》网络新媒体 

皮鹏宇  法学院  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21.作品名称：《“青”廉人生》网络新媒体 

廖阳冠  法学院  2016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优秀奖 

1.作品名称：《爱莲说》书画摄影类  

毛福荣  城环学院  2016级市政工程专业研究生 

2.作品名称：《江仙·咏莲》书画摄影类 

易乐天  土木学院  2016级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 

3.作品名称：《廉洁颂》书画摄影类  

本清松  公管学院  2016级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 

4.作品名称：《反腐倡廉诗两首》书画摄影类  

刘国俊  法学院    2017级法学专业研究生 

5.作品名称：《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书画摄影类  

侯宗坤  生物工程学院  2017级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研究生 



 

 

6.作品名称：《斑马》 书画摄影类 

张美怡  法学院  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7.作品名称：《廉颂清风》 书画摄影类 

何晓珊  建筑学院 2017级建筑学专业研究生 

8.作品名称：《护莲》    书画摄影类 

罗琳娜  法学院   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刘晓凡  新闻学院 2015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谢雨诗  新闻学院 2016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卫雨慧  艺术学院 2016级音乐表演专业本科生 

9.作品名称：《清濯》书画摄影类  

冉宇璇  法学院   2016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0.作品名称：《廉钟长鸣》艺术设计类  

李建杰  自动化学院 2017 级自动化专业本科生 

11.作品名称：《趋廉》艺术设计类  

吕萍芸  法学院   2015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2.作品名称：《莲洁》艺术设计类  

杨超    城环学院 2015级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 

13.作品名称：《与党随行》艺术设计类  

孙召宏  计算机学院 2015级信息安全专业本科生 

14.作品名称：《一身正气豪情壮志，两袖清风意志昂》主

题征文类  

杨丽娟  建管学院 2017级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 



 

 

15.作品名称：《廉洁——青春中一抹特殊的色彩》主题征

文类  

潘洺铭  汽车学院 2015级车辆工程专业本科生 

16.作品名称：《“廉”之三乎》主题征文类  

程倩倩  光电学院 2015级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 

17.作品名称：《反腐法制双生子》主题征文类  

张阳  电气学院   2015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 

18.作品名称：《两袖清清，慨浩然正气》主题征文类  

张鑫燃  计算机学院 2016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 

19.作品名称：《固本清源，青春倡廉》主题征文类  

邹亚兰  通信学院   2017级电子信息专业本科生 

优秀组织奖： 

艺术学院团委 

公共管理学院团委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团委 

法学院团委 

建筑城规学院团委 

 

优秀个人奖： 



 

 

常  进（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团委书记） 

梁洋熙（建筑城规学院团委书记） 

徐  柳（公共管理学院团委书记） 

杨志杰（法学院团委书记） 

周  宇（艺术学院团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