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甘肃省大学生新闻作品大赛拟获奖名单

1. 优秀作品奖

类型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
奖励

等级

新媒体类

《数说“兰州牛肉面”：看兰州人如何在一

年内吃完 7 万吨牛肉面》

高明哲 楚玉珂 王世鸿

边玉英 魏仪荻
西北师范大学 一等奖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一组“数字”带

您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李嘉琳 罗崇博 张俊文

邱文宇
西北师范大学 一等奖

《致敬脱贫攻坚》 马倩 彭凡菁 王奕涵 甘肃政法大学 二等奖

《数说敦煌》
孔凡瑶 巩华 高玮怡

张云 任浩然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三胎政策：选择儿孙满堂还是诗和远

方？》

罗凌览 李博群 罗筱荞

唐仕瑞 任凯乐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数读，甘肃非遗的“破圈”之路》 郭炜雯 胡莎莎 赵 丽 河西学院 三等奖

《数说兰天战“疫”，我们的“衣食住行”》
魏子航 文凡玲 魏梦柯

武锦茹 王璇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敢”与“干”迎来新的“廿”》 马雨柔 牟昕媛 宋婷 兰州文理学院 三等奖

《后疫情时代下“考研热”的冷思考》
高干 闫瑾 白智丽 王

佳欣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图片新闻类网页设计》 金志达 高普伦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文字类

《校园“静”下来，温情“暖”学子！西北

师范大学筑牢校园疫情防线》
郭毓 智睿婷 西北师范大学 一等奖

《“头部账号”当有“头部担当”》 韩欣 河西学院 一等奖

《新浪微博被约谈，网络乱象当休矣》 李少哲 河西学院 一等奖

《点滴行动 温暖你我——农民志愿者何吉

林抗击疫情两三事》
陈永强 王燕 甘肃政法大学 一等奖

《“5G”时代，让老人摘下“2G”标签》 魏仪荻 令狐克梅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一年一万余起火灾”，电动自行车究竟

有何问题？》
郭炜雯 河西学院 二等奖

《2 岁孩子做吃播，莫让赚钱没了下限》 周梓荧 河西学院 二等奖

《扶贫时光里的一老一小》 杨雅蓉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党有号召 团有行动 志愿红在校园抗疫

一线》
张千龙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从留守儿童到留守青年：“鸡司令”的电

商路》
边玉英 王襄怡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那些抗疫人员背后的故事 看着看着就哭

了》
魏正宏 王思雨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绽放在藏乡扶贫路上一朵最美的格桑花

——追忆舟曲最美扶贫人张小娟》
王春燕 甘肃政法大学 二等奖

《是“加拿大鹅”还是“加拿大讹”？》 胡莎莎 河西学院 二等奖

《志愿红，新时代的色彩——记西北师范大

学志愿服务队》
谢红霞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且听青春风雷 —记河西学院救人大学生

李斌》
王海昕 河西学院 三等奖

《天水市麦积区：搭乘直播快车，凝聚妇女

力量，主力乡村振兴》
李晓丽 陇东学院 三等奖

《宽带流量套餐纷杂多样 消费者该如何

选？》
蒋璐 李文慧 兰州财经大学 三等奖

《“四舍五入”为何入、怎样入？》 刘延清 天水师范学院 三等奖

《当兵青春永不悔》 曹贤坤 甘肃政法大学 三等奖

《大学体测暴露当今大学生体质之痛》 刘忍静 兰州理工大学 三等奖

《预防儿童溺水冬季也不能忽视》 白云 河西学院 三等奖

《莫让政务热线冷了群众的心》 李鑫宇 河西学院 三等奖

《别让流量围观，毁了民间的真情实感》 范春燕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不负青春使命，共筑校园防疫城墙》 王纪云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网红景点频“翻车”，莫让滤镜掩盖了真

实之美》
何建奇 河西学院 三等奖

《水军“控评”——莫让不良风气滋生蔓延》 王文鑫 河西学院 三等奖

《彷徨与呐喊——农村大学生的成长之路》 邱小锋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教授起诉获赔 70 余万，知网不应让学术

智慧成牟利商品》
王海兰 河西学院 三等奖

视

听

类

视

频

类

《三名大学生破冰救落水女童在河西学院

引起热烈反响》

何玉轩 高航 王文静

石静 曹金娜
河西学院 一等奖

《圆梦车间》
徐臻熙 王世鸿 楚玉珂

莫梓怡 陶冶
西北师范大学 一等奖

《我的入党故事，民族团结的促进者张小

民》
孙雪 甘肃政法大学 二等奖

《高校食堂不堂食》 杨树泰 王培彬 马蕾行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薪火相传长征路——新闻纪实》
石涵 杨雅蓉 邓美林

张嘉宁 周子毅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呼丽萍：坚守初心使命 40 年——为科技

兴农“鼓于呼”》
王章楠 陆嘉仪 天水师范学院 二等奖



《新闻聚焦》 田宇慧 庞成娟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时间都去哪儿了》 李杰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文理师生同心抗疫》
韩建伟 刘建军 杨涛

万世兴
兰州文理学院 三等奖

《柒肆小报之宿舍疫情快报》 段娜 张正楠 知行学院 三等奖

《大学生知多少--HPV 疫苗》
李雯 彭可 罗娟梓 王

璐瑶
陇东学院 三等奖

《走近电商看陇南，直播间里说丰年》
魏雪儿 吴珊萍 张泽荣

魏子航 王银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复工》
赵聪聪 邱爱红 任一飞

刘倩 何玉斌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图

片

类

《给妈妈的新年礼物》 刘炳言 西北师范大学 一等奖

《雪中守护 先锋担当》 史瑞杰 西北师范大学 二等奖

《承党之辉 安人之宁》 娄登华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借光》 郝涛涛 兰州理工大学 三等奖

音

频

类

《最美丈夫：李永福 不离不弃照顾患病妻

子三十余载》
杨玉珍 郑瑞 河西学院 一等奖

《五一出游，谁才是猴子》 刘泠希 魏雅楠 甘肃政法大学 二等奖

《直播事故不可怕，个人情绪莫掺杂》 吴雪娇 王银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七旬老人快手直播非遗成网红》 何建奇 郑瑞 河西学院 三等奖

2、优秀指导教师奖

序号 参赛学校 指导教师 指导作品获奖等级

1 西北师范大学
马成鸣 庄金玉 李莉 赵宝巾 冯晓临 李 杰、

朱怡璇 高文博
一等奖

2 河西学院 王玉明 李文学 赵静 一等奖

3 甘肃政法大学 梁鑫 申瑞英 一等奖

3、优秀组织奖

序号 获奖学校

1 西北师范大学

2 甘肃政法大学

3 河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