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党史我来讲 红色基因代代传”

广东工业大学 2021 年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果展示评选结果

一、微课堂类

学院 题目 作者 奖项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广州起义——深掘广州红色资源，阐述伟大

建党精神

胡子豪、郑卓荣、钟卓轩
一等奖

经济与贸易学院 回顾百年党史，恰是青春风华 韩景充、周绍镇、林章鑫、赵凌鸿 一等奖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婚姻观念的变化 黄志杨、黄琴云、何明贵、许学艺、黄煜、耿亚飞、余跃、陆思仪、

陈瑾、甄炎林、林文、帕提麦·阿卜力米提
二等奖

机电工程学院 小人物·大历史——坚毅的小萝卜头 赖振鑫、刘鸿、林辉鹏、邹睿洋、龙管仲、蔡楚濠、林佳浩 二等奖

自动化学院 建党百年，巾帼礼赞 董清乐、房楚宁、龚晗、罗文偲、李诗婷 二等奖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一二·九运动微课堂 彭康杰、邵柱宏 三等奖

先进制造学院 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谢荣杰、陈思涵、袁畅、滕立、陈豪、叶浩洋、汤锐 三等奖

国际教育学院 叙中国共产党建国旧史 袁艺哿、陈珂瑶、莫羡然、詹瑞鑫、姚家麒 三等奖

计算机学院 红星照耀中国 黄丽炀、黄锐智、赖金生、金康靖、林思昶、拜尔克吐拉、李文远、

叶芷筠、冯周乐、谢锦锋、陈炜恒
优秀奖

经济与贸易学院 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郑雅心 优秀奖

管理学院 开国大将陈赓——一个连李云龙都怕的男

人

潘梦良、宋德盟、余俊佑、姚诗棋、王林峰、吕文俊
优秀奖

机电工程学院 革命军的火种——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 林圳森、蔡润慷、刘铠文、蔡以恒、蔡楚悦、常乐、刘春硕、叶辉、

罗林杰、刘杰成
优秀奖



二、微调查类

学院 题目 作者 奖项

信息工程学院 广州起义·英雄永存 张志祥、赵嘉俊、郑立昊、赵嘉浩、郑洪锋、孙浩轩、万佳扬、李依蕴、

陈悦懿、马思琪

一等奖

管理学院 忆征程践初心，迈步奋进新时代 肖纳萍、颜晓蕊、宋柳婵 二等奖

自动化学院 听党话跟党走，带动三水“两新”组织“一片

红”
苏梓骏 二等奖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赴广州追寻革命足迹——“学
党史、办实事”实践报告

林沛雯、刘婉仪、邓洁盈、陈梅婷、陈海琛、陈启贤、赵颖琪、吴佩娜、

方琪、梁俊阳

二等奖

管理学院 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以广东工业大

学为例

缪平眉、唐萌琪、徐媛袅、潘楚欣、吕丽娜、庄丽敏、李俊壕、李浩天、

陈锶炀、吴松桦、王佳琪、黄锐

三等奖

轻工化工学院 关于佛山地区退役军人精神对当代青年影

响的研究

周梓鹏 三等奖

材料与能源学

院

深圳改革发展变迁 易如一、桑耀辉、刘丛云、黄婉莹、谢俊伟、李浩强、温怡芬、王兆阳 三等奖

信息工程学院 回望革命星火，学习革命精神 余雅茜、陈宇杰、陈镇鸿、邓树荣、杜粤楠、龚永正、杨景森、莫洁敏、

张洋洁

三等奖

信息工程学院 赓续红色百年，争做时代新人 林炬贤、李帅、李维东、李晓富、李智健、梁润邦、梁健升、林嘉豪、林

宇锋

三等奖

机电工程学院 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调查

及培育路径分析

苏力旦江·帕塔尔、牛张哲、李崧圣 、欧阳霈霖、吴鑫伟、李国俊、拜尔克

吐拉·吾买尔江、薛海洋

优秀奖

信息工程 访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之思 易健东、杨昊骏、杨明闯、谢泽进、苏童、马明哲、翁泓楷、穆钲文 优秀奖



信息工程学院 评述历史事件——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

（纪念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 85周年）

蔡思杰、赵伟诚、曹状、朱凯、郑梓展、张伟雄、卓文俊 优秀奖

材料与能源学

院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调查研究

与成果展示

许锦河、张斯恒、区泷龙、莫若行、梁巧桐、莫炜林 优秀奖

管理学院 走访三大会址，传承三大精神 余铸峰、吕渊弘、冷晓寒、王玉玲、李少霓、庄晓琛、张滋悦、陶梦珍、

李俞莹、陈晓婷、熊林丹、刘淇

优秀奖

三、微演绎类

学院 题目 作者 奖项

艺术与设计学院 百年党史我来讲，广工青年颂

党恩

鞠家琦、田函诺 一等奖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

院

重庆谈判 刘一闻、麦艺玲、邱镓堙、周祥瑞、游启波、余佳宜、周景驰、詹耀松、朱威臣、

叶骏、杨源

一等奖

计算机学院 敢叫日月换新天 姚建林、陈彦求、杨天、刘文杰、李正宇、刘梓彬、张锋、吴俊贤、李嘉淇、刘锦

豪、王文俊、谭薪锣

二等奖

计算机学院 西安事变 苏建澎、温苑兴、鄞灿、郑丰林、张诗乔、饶梅兴、伊尔凡江·艾合买提、郑书睿、

欧景林、杨驿邦、容伟亮

二等奖

计算机学院 在法庭前后的李大钊 王启南 、韦贺骞、吴乐彬、吴佳灿、刘浩洋 、肖荣轩 、马煜彬 、林少发、郑梓

涛、李钊 、杨成栋

二等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 红星照耀中国 沈观烨、苏畅、欧阳闯奇、沈观烨，刘昊哲、刘冠贤、林俊贤 三等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 新民主主义之路 刘昊哲、苏畅、欧阳闯奇、沈观烨、刘昊哲、刘冠贤、林俊贤 三等奖

管理学院 20级 秋瑾传 赵紫薇、岳菁菁、张丽娇、钟丹菲、曾恒、陈俊任、古佳林、何雨舟、梅洪博、韦

淳、肖宇鹏、谢正同

三等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 红色种子 张彪、赵康杰、周伟涛、郭文文、黄志文、陈盈雯、胡晓晴、郭静儿 优秀奖

生物医院学院 抗美援朝 刘晓菁、姚雯、林晓玉 、利晓昕、欧蓓 、陈梓涵、刘佳琦 优秀奖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

新抗日英雄传 黄凯、陈佳威、黄文婷、沈少坚、董曼琳、黄文涛、邹家乐、余志华、陈盛超、李

志达、郑史栋、孙桦贤、李邓杰、叶呈富

优秀奖

计算机学院 学党史，我们如此演绎 吴光伟、吴泽楷、梁德麟、李昀焘、马浩林、骆圣威、林煦迅、陈炼杰、刘晓枫、

叶子扬

优秀奖

四、微视频类

学院 题目 作者 奖项

机电工程学院 何长工的井冈山斗争史 邓政宇、余诗芬、吕鹏基、林沃盛、何紫文、黄瀚、詹创豪、余棱焕 一等奖

机电工程学院 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 陈锐坤、谭澳波、徐沛沅、张潇童 一等奖

外国语学院 家书 郭家和、张文君、李诗音、黄秋龙、刘源婵、肖晓填 一等奖

先进制造学院 承脱贫攻坚精神，续红色

史诗

宋煜鹏、胡嘉子怡、宋煜鹏、李阳、钟意欢
一等奖

计算机学院 化作春雷 卢悦潼、林睿鹏、孙宇鸽、李煜微、岑锦坤、伍婧、郑乾睿、潘正阳、萧镇皓、刘崇渲 二等奖

材料与能源学院 百年一梦，今朝筑成——
乡村振兴看雅堂

杨夕晨、王思嘉、姚楷橦、刘莹熙、阮小玲、刘文浩、熊意、李耀君
二等奖

机电工程学院 红军女战士——曾志 彭梓鑫、章权正、余棱焕、王卓桢 二等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 党史小课堂 李培智、李恺斌、董康杰、李华聪、梁海涛 二等奖

自动化学院 百年党史我来讲，红色基

因代代传——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陈绍初访谈

报告

苏梓骏

二等奖



材料与能源学院 中国梦，我的梦 潘海峰、向新宇、黄宗炜、梁鹏昊、姜航、杨鑫、程卓、罗辉、沈志佳 三等奖

材料与能源学院 改革开放在广州 尹筱玉、安义博、梁志宇、杨涵戈、杨宇鹏、尹筱玉、余菲燕、赵志明、郑桐君 三等奖

生物医药学院 四渡赤水 陈颖禧、蔡智恒、郑玉意、李薇、李思蓉、谢彩婷、卢琼雯、王心妍 三等奖

自动化学院 对重庆谈判的全方位解

读

邓媚、蔡诗彬、陈思琳、黄子睿、高钰、黄秀碧、黄培敏、陈述、范镇滔、陈冠霖、陈培峰
三等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 他的脚步 陈泓旭、郭威、陈恭诚、蔡旭涛、周铜、陈绅睿 三等奖

轻工化工学院 刑场上的婚礼 周涌兴、陈洪毅、陈冠丰、苏耀祖、陈梓聪 三等奖

外国语学院 红岩选段 彭小菁、潘琪琪 三等奖

经济与贸易学院 乡约吕田，见证百年 朱泉、李璐、钟晓晴、叶祉祺 三等奖

艺术与设计学院 广工版青年大学习——
探寻广州的红色足迹

潘泽霖、易顺、张云翼、谢镇东、曾钰裴、郑屹林、黄粤伟
优秀奖

管理学院 钱学森与东方一号 钟启鸣、朱佳耿 优秀奖

材料与能源学院 探寻杨匏安旧居 杨锐 优秀奖

国际教育学院 苏区主席刘耀庆 张心鹏、何翔 优秀奖

计算机学院 将军与孤女 曹富城、岑坤涛、蔡升宏、邓雪怡 、陈嘉容、吴纯吟、何继安、陈年、杨敖、李昊旃、李

嘉鹏、洪裕莹、高锦堃
优秀奖

外国语学院 探寻革命足迹，担当时代

使命

林沛雯、高怡婷、赵颖琪、刘婉仪、邓洁盈、陈梅婷、陈海琛、陈启贤、赵颖琪、吴佩娜、

方琪、梁俊阳
优秀奖

机电工程 回顾百年党史，传承红色

精神

梁仲行、伍仕俊、肖嘉海、熊骏、陈剑涛、段涛、李振招、廖政廷
优秀奖

材料与能源学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梁泓、刘垲燚、梁郁昊、郑育鑫、刘付泽仙、左震彦、唐玉华、肖鑫雯 优秀奖

先进制造学院 回望百年，展望未来 吴颖、王思睿、朱艺涵 优秀奖

经济与贸易学院 长津湖的故事 林晖智、罗志杰 优秀奖

国际教育学院 党史百年瞬间 马文绘、蔡亦衡、容晟禧、谭凯伦、黄钧浩、郭创伟、梁世骅、刘亦胡、李泽红、刘智旻 优秀奖



五、大学生讲党史短视频

班级 作者 奖项

19会计 3班 张颜、韦泽权 一等奖

19会计 2班 王毅、余辛平、刘温新 一等奖

20土木类 11班 何沛源、陈宣烨、陈润生 一等奖

20土管 2班、1班 翟沛申、李睿韬、邓素怡、练世雄 二等奖

20材成 4班 郇皓森、向曲佳 二等奖

20环境设计 1班、20数媒体艺 1班、

20美术学 1班、20视觉传达设计 1
班 2班、20数媒技 2班、20社工作

硕 1班

蔡艺、黄建铭、陈倍宜、许家华、董子瑜、陈丹桐、郑水清 二等奖

20电子信息硕士 彭李梅、聂梦娜、唐晶晶、李荣臻、林茂源、梁增国、李勉鹏、梁建业、罗文秋、

凌嘉定、赵钦、孙晓

二等奖

19会计 2班 彭伊婷、温一鸿 二等奖

19会计 3班 张家旗、邓金菊 三等奖

19会计 4班 黄宝莹、黎洁韵 三等奖

19信管 3班 吴映仪、方秋璇 三等奖

19市场营销 4班、2班 廖梓超、翁慧心 三等奖

19人力资源 3班、4班 卢芳怡、吴洋欣、刘国贤 三等奖

19市营 4班、人力 4班 江佩佩、张露微 三等奖

19土管 2班 罗倩宜、马琳 三等奖

19会计 3班 黄艳秋 三等奖

19会计 1班 蔡文婧、李鸽 优秀奖

19土管 1班 方昕然、钟琪 优秀奖



19市场营销 3班 林静雯、杨柳 优秀奖

19级工商 4班、3班 刘毕源、詹紫琪 优秀奖

19会计 3班 肖戈、肖敏莉 优秀奖

19级工商管理 4班 张欣怡、易晓芸 优秀奖

18服设 3班 纪乐书、李悦、罗丽梅、陈鸿皓、屈绮呈、唐秋璇、曾泽森 优秀奖

19会计 1班 李慧晓、周雅纯 优秀奖

18级数字媒体技术 1班 赖宇科、何嘉煜、邓火荣、周妊娉 优秀奖

19信管 4班 谢晓琳、谢丹霞 优秀奖

19会计 4班 谢晶晶、刘乐宜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