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教工委通〔2019〕25 号 

 

2018 2019  

“  ”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在大学生中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湘教工委通〔2015〕50 号）要求和《湖

南省大学生 2018－2019 学年度“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主题教育

活动方案》（湘教工委通〔2018〕43 号）的部署，全省各高校高

度重视，积极参与，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广泛深入、生动活泼、卓

有成效，较好地达到了活动目的。经专家评审，共评选出优秀征

文作品一等奖 38 篇、二等奖 54 篇、三等奖 95 篇（见附件 1）；

演讲比赛一等奖 21 名、二等奖 30 名、三等奖 46 名（见附件 2）；

优秀组织奖 36 个（见附件 3）。现将结果予以通报。 

 



附件：1．湖南省大学生 2018－2019 学年度“仁慈友善 感恩

尚善”主题教育活动征文比赛获奖名单 

2．湖南省大学生 2018－2019 学年度“仁慈友善 感恩

尚善”主题教育活动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3．湖南省大学生 2018－2019 学年度“仁慈友善 感恩

尚善”主题教育活动优秀组织奖名单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10 日 



附件 1 

 

2018 2019  

“  ”  

 

 
一等奖（38 篇）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背篓 曾韬旗 湖南城市学院 文炳炎 

感恩如火，温暖你我 张嘉倩 湖南文理学院 石星 

七十华诞感恩路，百代青年携善行 谭红丹 湖南中医药大学  

最美的眼神 梁茂林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感怀逆境中的成长 李何艳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龙荣 

冬日里的那一缕暖阳 费玉 吉首大学 向津清 

你是人间四月天 马楠 湖南工商大学 陈德恒 

友善 感恩隨想曲 宋敏 湖南工商大学 陈德恒 

烈酒斟满，敬远方 张芷心 湖南师范大学  

又是一年花开盛季 刘江波 衡阳师范学院  

遗体捐献 大爱无疆 

雷涵钰

吴子昊

卢向阳

包雪峰

徐文清 

中南大学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胡灿勇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孙亮 

犹如白衣天使的她 廖明丹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一片相思林 一颗感恩心    

 余朴珍 

周乐亿 

郑冬梅 

湖南科技大学  

父亲的背影 陈浩 南华大学  

父亲的背影 田茂飞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愿以善举行天下 简丽娟 湖南理工学院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感恩有你   颜峰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陈盛玲 

心存友善，方能致远 陈龙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播撒善良的种子 李晓好 湖南工程学院  

感恩奉献，做这世界的一抹暖阳 彭冬花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范果 

善似二月春风    雷贰梅 湖南科技大学  

信  封 谢秋雨 吉首大学 孔凡虎 

当  归 邓巧 吉首大学 向津清 

我愿尚善如初 张学涛 邵阳学院  

心怀感恩，宽厚待人 武海霞 怀化学院  

让友善之花绽放 王青慧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感恩点亮生命之光 李丹珑 长沙学院 龚喜 

挽住心中的纯净 申明露 湖南工商大学 邓芳 

父亲，我终于读懂了您 杨婉羚 湖南工商大学 蒋正甫 

存感恩之心，与友善同行 刘静 湖南师范大学  

与爱四季，知善知恩 谭耀娟 湖南中医药大学  

存善心，结善果 范俊龙 长沙理工大学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吴中智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申亚琦 湖南工程学院  

善为其本，恩行其知 杨天傲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劲 

花开神州已十年 屈支权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马艳 

为善之名，以养善心 李冉 长沙医学院 周建兰 

 

二等奖（54 篇）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肖海鹏 南华大学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曲宇恒 中南大学  

上善若水，感恩似泉 贺佳玲 怀化学院  

友善的力量 李多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沈亚男 

感恩相遇相知 刘攀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赵荣华 

清明笺 蒋园 湖南文理学院 梁佳思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感恩于心，感恩于行 张潇钰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谭亚欧 

我身边的仁爱践行者 谭涛 湖南理工学院  

你的善良里，藏着好运气 罗梦姣 衡阳师范学院 欧阳素珍 

那颗夏天下午的橘子 黄蓉 邵阳学院  

与感恩同行 熊珊羚 中南大学  

一颗心 李理 吉首大学 向津清 

我的母亲 刘霞 吉首大学 向津清 

格桑花开的声音 刘霖 湖南文理学院 吴桥林 

善，是人生最美的风景 黄格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龙艺 

与书为伴，至善穷理  姜迈千 湖南理工学院  

仁慈友善，感恩善存——写给双目

失明奶奶的一封信   
周颖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陈盛玲 

投之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孟煜茜 湘南学院  

感恩有你   张璐瑶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仁慈感恩，大爱无疆 王思 湖南农业大学 曾军雄 

寻找善 徐艺元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张玉萍 怀化学院  

生活因友善而美好 陈芯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吴晶 

和而不同是善的风景 李坤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点亮仁慈友善的生命之光 彭芝兰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仁爱至善 赵  旺 衡阳师范学院 李怡雯 

弟弟的转变 莫凯琴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鄢明定 

冰花霜草 艾书莲 湖南农业大学 曾军雄 

让仁善之风吹满地 罗思忆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父亲 陈店 吉首大学 孔凡虎 

读《目送》  悟感恩 管海江 长沙理工大学  

向善而行，心存感恩——从我校研

究生邹勇松谈起 
雷群红 长沙理工大学  

常怀感恩之心 争做时代新人 李毅 衡阳师范学院 刘传爱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传承 彭羽婷     邵阳学院  

奶奶的话，永远记在心中 毛敏 湖南城市学院 秦忠翼 

善似轻舟，世间沧海 蔡珂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劲 

红木梳里流淌出来的泪水 许珍妮 长沙学院 李素娟 

爱在无言 王冉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舒兰惠 中南大学  

感恩不必等待 成伯俸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里，感恩遇见 张湘卓 湖南中医药大学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王玲芝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范果 

常怀向善之心，常行感恩之事 王丹丹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谭亚欧 

善良——人世间最美的情怀 周展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让感恩走进心灵 廖琼琳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秉感恩之心，扬仁慈友善之帆 王诗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廖彬彬 

善的力量 曾张斌 长沙学院 唐珍妮 

学会感恩，勇于施恩 曾芷若 南华大学  

厚德载物 李宇阳 湖南师范大学  

“养吾身感恩之心，修两袖尚善之

德”  
梁杨  湖南理工学院  

红烛光 邓慧兰 衡阳师范学院  

小事见真情  仁善暖人心  张雨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怀揣善良，感恩善良 周微 湖南工程学院  

感恩 蔡玉龙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马云志 

 

三等奖（95 篇）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仁爱待人，善以待物 盛晓华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刘婷 

仁爱知恩 潘诗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友亮 

新时代的“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吕崇耿 南华大学  

万爱千恩百苦 陈美蓉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心怀感恩，心却悔恨 李  龙 长沙理工大学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执宣笔，传仁善；研徽墨，颂深恩   蒲雪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陈盛玲 

善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葛怡含 湘南学院  

感恩尚善 温暖同行 赵薇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范果 

仁慈高尚 真诚友善 心怀感恩 尚善

如水 
谢俊文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胡鹏、陈修

南 

做个仁慈的人，尚善生活 谭华莹 长沙医学院 胡霞 

感恩是水滴汇聚的源泉 越港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友亮 

美德新传承  奋进新时代 张芳铭 湖南中医药大学  

修炼自我，渡人先渡己 罗兰馨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禄林 

怀珠人   杨雷婷  邵阳学院  

是您，照亮我前行的路 龙华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仁慈友爱，感恩尚善 戴海霞 湘潭医卫职院  

感恩经历 陈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何伟 

百善孝为先 李勇智 吉首大学 孔凡虎 

善意 陈萍萍 吉首大学 孔凡虎 

人若尽孝先感其恩 张白雪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田春苗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前行路上，感谢有你 胡玳 长沙医学院 李湘平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陈玉哲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唐鼐 

感恩，成就美好 李玉成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廖彬彬 

心向阳光，胸怀感恩，砥砺前行 刘春燕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爱在左，感恩在右 朱鑫悦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禄林 

感恩尚善 砥砺前行 姜玄 长沙理工大学  

仁慈友善 感恩善存   邹浏浏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陈盛玲 

背影 肖钦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罗露 

传承美德，诵咏中华 李翔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马艳 

爱家爱校爱国，知恩感恩报恩 雷茂林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贺新宇 

感恩如花绽放 李宝茹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颜舒婷，田

泉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雷优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梁洁 

一枝一叶总关“情”——记身边的凡

人琐事 
冯琬蓥 长沙学院 王永启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助学筑梦助人 刘天宇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徐友良、肖

秋菊 

隐形的翅膀 王赛清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徐友良 

善良是那束温暖的光 李林涛 吉首大学 向津清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陈聪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陈磊 

对于你，我铭记于心 张会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播友善之种，等十里三香 严胜颖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人性的光亮 杜明昱 湖南师范大学  

感恩，你还在我身边  曹佳鑫 湖南理工学院  

感恩，一路上有你 易筱冉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姬海华 

尚善若水 任笑天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王红梅 

这个世界，请以美好换美好 伍珍慧 长沙理工大学  

遇见友善，快乐成长 樵臣鹏 湘南学院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徐滔 湖南工业大学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张鹤颖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心怀感恩，砥砺前行 余航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心怀仁慈，温暖如光 田苗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爸爸，女儿懂你了 星文静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鄢明定 

走访益阳市特殊学校有感 范玉婷 湖南城市学院 文炳炎 

我们仨 廖凡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胡鹏、陈修

南 

八字契机，从我启动 许千秋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马艳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姜妍 湖南科技大学  

灌溉希望 唐妍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许永艳 

“寒门贵子”必成佳话 龚政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许永艳 

善良很贵 赵全洲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张洋 

修身立德 刘奕鸣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卓玉萍 

你虽离去，犹在我心 滕  婷    邵阳学院  

善，就在身边 彭雨飞 湖南农业大学 曾军雄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雷江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友亮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感恩于心 奉献社会 游千惠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唐鼐 

感恩向善，美俗永传 张钞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何伟 

心向阳光，方能暖人   刘幽 湖南科技大学  

你的“小善”从来不是“小事” 周厚琪 南华大学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王丽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给我一个机会 汤英根  邵阳学院  

常在梦里，心存感激 刘亚萍 中南大学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谢策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罗露 

我的奶奶 许小娟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胡鹏、陈修

南 

师恩似海 楚子婵 湖南师范大学  

建功新时代 何振啸 湖南工业大学  

人心向善，感动常青 易曙娟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眭宁艳 

 记忆里的星辉 呼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廖彬彬 

留下那口钵 王宇萍 吉首大学 孔凡虎 

仁慈友善，感恩崇善 彭敏智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仁慈友善，感恩善存       姚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陈盛玲 

心怀感恩，建设公德社会 张曼 湖南工业大学  

感恩于心，传承于行 刘粤华 湖南工业大学  

我的篮球教练 梁美娥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秦祖儒 

说善 梁佳兴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亮 

感恩之心伴我行 张智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湛坤 

感恩与友善的珍贵 徐山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周立成 

做华夏之光 罗嘉怡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方思远 

一封家书 谭雅匀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一封家书 刘馨怡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一封家书 王之仪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一封家书 周舟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一封家书 吴琼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一封家书 邓雅思 湖南中医药大学  

致父亲的一封信 彭罗燕 湖南中医药大学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致父亲的一封信 舒梦婷 湖南中医药大学  

我在远方 思念如常 黄玎玲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一封家书 何治 湖南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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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21 名）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感恩，英雄 温佳斌 怀化学院  

通天路 向善至筑 李潜 南华大学  

从小善做起 陶琴琴 衡阳师范学院  

生命的洗礼 吴秀芝 中南大学  

以爱之名 彭梦玲 吉首大学 向津清 

感恩，你还在我身边  曹佳鑫 湖南理工学院  

感恩犹在，爱国不朽 王渝琬 长沙理工大学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熊珊羚 中南大学  

感恩于心，回报于行 吴淑鹏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范果 

陪伴是最长情的感恩 郑伊茹 湖南农业大学 曾军雄 

最美的青春 遇见最美的自己 邓颍婕 长沙医学院 谢飞 

别忘了你本来的善良 石健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肖通 

你的友善，我奉陪到底 牟晶晶 长沙学院 刘静 

以感恩之心，仁爱世间万物 李星月 南华大学  

世界以善吻我，我愿回报以歌 彭心怡 湖南文理学院 梁佳思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邹璞韬 湖南师范大学  

守护星星的光辉 谭丽芬  湖南理工学院  

我们该如何存在 李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成夏炎 

愿花常开人常在 彭丽娟 衡阳师范学院  

大山深处的温暖 邹仲杰 湖南工业大学  

学会感恩 刘佳仪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李瑶 



二等奖（30 名）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余生与你相伴到老 黄  晶 吉首大学 向津清 

父亲的手 
余丹妮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王平 

折翼而生，携爱前行 吴玉容 湖南科技大学  

感恩于心  外化于行 曾  巧 吉首大学 向津清 

与人为善，予己心安 谢星宇 湖南工商大学 蒋正甫 

等待 宾倩 衡阳师范学院  

立心天地厚，善涓江沧海 毕文琦 长沙理工大学  

感恩守望相助，成就完美人生 吴莺 怀化学院  

用最初的心，做温暖的人 张敏 湖南科技大学  

善存指尖，星光不灭 周倩羽 湖南师范大学  

做一个友善的人 李柳清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常怀感恩之情，常为感恩之行 彭英豪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戴科，田泉 

感恩父母，孝在当下 贺磊 南华大学  

寸草恩情伴春晖 姚文静 怀化学院  

“养吾身感恩之心，修两袖尚善

之德”  
梁 杨  湖南理工学院  

常怀感恩之心，绝无可憎之人 陈任婕 湖南工业大学  

从善所向 无问西东 肖梦源 长沙学院 王艾红 

日行一善，共进向上 曾忆 湖南工商大学 蒋正甫 

社会尚善 l 石新平 湖南师范大学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张琼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赵雅兰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连政 湖南工程学院  

让感恩融入生活 郑文恺 长沙学院 盛旺 

感恩至上，善美无边 周心怡 邵阳学院  

生而为人，学会感恩 高玮宏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王文静 

愿你成为那束光 田亦妤 邵阳学院  

感恩我的祖国 宋锦涵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感恩只为目光里的期盼 李泽 湖南农业大学 彭克勤 

感恩让生命更美好 
刘祥金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陶群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吴心如 湖南城市学院 范吉文 

善似轻舟，世间沧海 左胜男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赵小璇 

 



三等奖（46 名）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爱的海洋，就是天堂 李蕾 湖南科技大学  

汇聚善心  与善同行 邵银菲 吉首大学 向津清 

传承感恩精神，涵养家国情怀 王丽媛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蒋维 

感恩那份血浓于水 魏泽鸿 湖南工商大学 蒋正甫 

立仁爱之心，铸崇德之魂 逯佳莹 湖南师范大学  

我感恩，我是一个中国人 谢雨薇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感谢遇见 李科宇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与书为伴，至善穷理  姜迈千 湖南理工学院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李俊杰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挹秀 

将感恩的心传承 张颖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饮其泉，思其源；食其果，忆其

树 
敖路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仁爱友善，感恩尚善 姚智俐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王文静 

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 曹智慧 吉首大学 向津清 

人，该怎样活着 廖晓阳 湖南工商大学 蒋正甫 

我身边的仁爱践行者 谭 涛 湖南理工学院  

感恩生命，璀璨如花 陈之宇 邵阳学院  

以善之花，灼灼其华 吴丹婷 湖南工业大学  

以善之心，感恩父母 肖彩霞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陈圆圆 湖南工程学院  

您看这灯多亮 黄伟军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瑜 

撕去标签，友善待人 蔡子文 湖南农业大学 彭克勤 

父母也是孩子 张鑫 湖南工业大学  

静默无声的爱 旷小艺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罗露 

积小善，致大爱 杨文静 湖南农业大学 曾军雄 

感恩天地心，尚善家国情 刘强惠 长沙理工大学  

仁慈友善，感恩善存 徐仪婷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杨淇雅 

世界由感恩书写 高若斌 湘南学院  

感恩在行 李慧姣 湘南学院  

生死攸关之时 艾子豪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王文静 

感谢资助，滋我感恩之心，筑我

未来之梦 
蒋彦钊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许永艳、肖秋菊 



题  目 作 者 单  位 指导老师 

以善立人生 吴超 湖南文理学院 管悦 

心怀仁慈友善，传承国学经典 于璎博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包雨龙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挹秀 

感恩，是一种责任 康梦琪 湘南学院  

传承美德，诵咏中华 罗宇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赵小璇 

请选择善良 吴炳志 中南大学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黄子璇 湖南工程学院  

愿以善举行天下 简丽娟 湖南理工学院  

愈病良方——仁心 李淅 长沙医学院 吴长初 

坚定尚善行动，树立时代新风 李紫瑞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大学生活中的一束光 张云泽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许永艳、肖秋菊 

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张安妮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钟兆山 湖南城市学院 易志明 

国家资助 助我圆梦大学 陈江翔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许永艳、肖秋菊 

资助使我茁壮成长 刘畅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许永艳 

仁慈友善 感恩尚善 杨欣馨 湖南城市学院 易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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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南华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吉首大学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理工学院 衡阳师范学院 

长沙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 湘南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邵阳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工商大学 

长沙医学院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