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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 2018-2019 年度“五四”表彰名单公示 

。 

为进一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团的十八大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年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服务学校中心工作，落实《东华大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校团委

于 2019 年 3 月启动了“五四”评优工作。 

经过各基层团组织评优推荐，征求各基层党组织意见，校团委评

审考察，初步评选出 83 个先进集体、856名先进个人和 28 项优秀团

学项目。为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接受师生监督，对 2018-2019 年度“五四”表彰名单向全校师生进

行公示。 



 

公示时间：2019 年 4 月 11日至 17日 

联 系 人：沈洁、黄璐 

联系电话：67792230 转 8005 

电子信箱：tuanwei@dhu.edu.cn 

 

 

 

 

共青团东华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4月 11日 

 

 

 

 

 

 

 

 

 

 

 



附：东华大学 2018-2019 年度“五四”表彰名单 

一、先进集体 

1、五四青年标兵集体（7 个） 

纺织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管理学院“DHU 小管家”官微团队 

计算机学院团委教师活动部 

材料学院廖耀祖教授团队 

东华大学合唱团 

东华大学体育舞蹈队 

东华大学融媒体中心•学生记者团 

2、优秀团委标兵（2 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团委 

人文学院团委 

3、优秀团委（3 个）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团委 

机械工程学院团委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团委 

4、标杆团支部（7 个）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女足联合团支部 

机械工程学院            工设 1602 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卓越电子 1601 团支部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应化 1602 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 1601团支部 

人文学院               法学 1602 团支部 

理学院                  理学 17硕团支部 

5、优秀团支部（39 个） 

纺织学院 

纺实 1701 团支部、纺织 1708 团支部、非织 1601 团支部、医

用纺材 1701团支部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服装 1801 团支部、视传 1802 团支部、数艺 1701 团支部、艺

科 1701团支部、卓越服装 1601团支部、服装 181硕团支部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 1601 团支部、信管 1701 团支部、经济 1804 团支部、管

理 184 硕团支部、管理 174 硕团支部 

机械工程学院 

工设 1802 团支部、机械 1806 团支部、机械 182 硕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 1603 团支部、卓越自动化 1702 团支部、电信类 1703 团支

部、信息 171硕团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卓越软件 1701 团支部、计算机 1804 硕团支部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1701 团支部、化工 174 硕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能环 1701 团支部、卓越环工 1702 团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卓越高分子 1701 团支部、无机 1701 团支部、材料 1702 硕团

支部 

人文学院 

卓越传播 1701 团支部、法学 1701团支部 

外语学院 

英语翻译 1702 团支部、日语 1801团支部 

理学院 

物理 1801团支部、数学 1601团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理 18 硕团支部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时尚 1801团支部 

6、活力团支部 （25 个）  

纺织学院 

功材 1803 团支部、纺织 1805 团支部、纺织 1806 团支部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服设 1702 团支部、视传 1801 团支部、数艺 1801 团支部、服

装 184 硕团支部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体育 1601 团支部、金融 1701 团支部、经管 1807 团支部、管

理 183 硕团支部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1701 团支部、卓机 1801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理科（信）1802 团支部、卓越电信类 1802 团支部、电信类 1805

团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类 1804 团支部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类 1801团支部、化工 183 硕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 1702 团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1802 团支部、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生讲解团团

支部 

人文学院 

“石榴红”少数民族团支部 

外语学院 

英日复语 1701 团支部 

理学院 

物理 1803 团支部 



二、先进个人 

1、五四青年标兵（6 人）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曲家瑶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路梦珂 

机械工程学院            陈宗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梓煜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颖潇  

人文学院               陈佳军 

2、师德建设青年标兵（18 人） 

纺织学院                 陈文娟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冯鸣阳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魏冰 

机械工程学院             胡敏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夏菡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甘杨兰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陈前进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佳 

人文学院               符晓兰 

外语学院                 田珊珊 

理学院                  张佳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欣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丁晓声 

体育部                   陆韵 

机关                     周磊、石惠、刘洁 

3、青年岗位先锋（26 人） 

纺织学院                 闫建华、崔启璐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许兆洁、姜峰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何帅、吴勇 

机械工程学院             黄小玲、刘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华山、李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姜霖霖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曾铮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自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辉 

人文学院                 周铮铮 

外语学院                 张兰芳 

理学院                   黄晖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于小越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袁渊 

体育部                  赵群 

图书馆                  徐小丽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王晶 

后勤集团               陈千羽 



机关                     严莹、林子卉、胡玉波 

4、优秀团干部（6 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施政 

人文学院                 李华清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沈嘉斌 

机械工程学院             宋文博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张文馨 

团委                     董晓光 

5、优秀团学干部（154 人） 

纺织学院 

李可、刘颖、李鉴洲、李萌、李妍、何艺、乔悦、赖玉玲、吴斯

蔚、李毅伟、康铭珈、武小童、唐一帆、张昕、高强、唐雯萱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陈玉鸿、戴雨仟、樊瑛婕、宫明琬玉、倪嘉明、李荣、王礼贤、

王雪慧、张子君、韦伟、徐丹娘、于琬洋、张弋戈、张子君、赵鹏、

周晋荣、汪怡彤、傅彤、燕明秀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黄雯雯、徐智坤、姚舜禹、顾佳美、路佳瑜、邱芃瑶、汤婷婷、

周恩宇、陈莉莉、张炜钰、欧阳熠窈、刘义田、殷浩铖、章子煜、赵

耀麒、邢俣霞、冯钰、李晴、孙晴、周末、于震、王叙一 

机械工程学院 

张紫钰、张朕、刘笑炎、崔宇宏程、何鹏、朱昊文、成政翰、刘



鑫、满达呼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钟皓、季思颖、安悦晗、景小敏、杨坤、梁博、曹广浩、刘兵、

丁胤涵、李文杰、王璐瑶、王俊杰、朱江泽、强金俊、王辰、郭小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高梓博、刘莉、唐芯、王瑞林、陈梓扬、刘欣怡、李岳忠、韩伟、

谈一丁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哈旭、余潇潇、薛梦凡、高艺、张汉涛、刘敏燕、李帅、张澳、

尹宇航、周骏驰、丁悦、何良宇、孙瑶瑶、傅慧霞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杜缪佳、蒋兴一、余赟、黄金烨、马洌、展秋怡、殷超、亢昕、

凌欣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卓雅、王霄、张琳琳、施燕华、肖娴、李苗、于海岩、张哲、

曾煜、敖文珍 

人文学院 

郎峻、何露、张艺伟、旦增央啦、刘佳璐、周莉、于晓彤、吴雨

桐、沈晴秋、陆佳倩、吴书媛、周佳仪 

外语学院 

陈晨、侯婧妍、周哲诗、吴妤萌 

理学院 



杨兴宇、卫彩萍、杨寅雯、李用钰、于水、宋鼎辉、葛登第、潘

彦箫、靳胜楠、何卓昆、杨睿泓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越、史鑫茹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刘磊 

6、优秀团员（554 人） 

纺织学院 

陈思远、李睿、吴锋、王奥、谢雨家、戴月明、杨孝琨、张希娟、

杨婷、肖召惠、王磊、买吾居旦木·艾白都拉木、黄春九、李梦恬、

毛敬侨、吕璐瑶、赵文硕、曾佩、赵桐、夏志广、夏丽云、王宏玉、

王运、夏美玉、刘霞、李豪、杨金燕、陈苗苗、张欣雨、李妮、刘晗、

马清云、马新宇、覃思慧、胡美琪、柯亚楠、饶丽仙、黄珍珍、张琳

梅、孙妍璐、张君、张加顺、李沂蒙、郭虹、刘静、胡敏、韩杏波、

戴琳琪、解佳龙、王程毅、贾新元、王维丰、姜博宸、刘依笑、赵楚

怡、孟凡姝、雷赛玲、甘行、熊光勋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安子蕴、曹越、陈东缘、陈玖璟、陈宣辰、陈杨悦、仇舒宇、高

雨晨、苟玉洁、韩天琪、纪昭君、江舒、姜茂欣、蒋添秀、胡逸群、

金诗媛、李博一、李明月、李蔚然、李懿、刘疏桐、刘宇、吕程程、

聂晨薇、潘钰、乔雨馨、屈思妃、邵笑、时建国、时应娜、孙怀群、

万莉芸、王晗、王婷薇、王小凤、王心悦、王艺烨、王永畅、魏美龄、



吴晨希、吴洁、吴梦瑶、邢孜曼、许淑蕾、许真榕、严姝宁、殷海雯、

于龙凤、于昕彤、俞亦琦、喻诗、张洪琴、张瀛月、赵雅琪、郑平悦、

周倩、朱笑、朱奕霖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操瑞荣、曾瑜森、柴俊业、常卉佳、陈舒婷、陈雯、陈旭辉、戴

家宏、戴文飞、鄂蓉慧、范永真、房芳、龚亦轩、郭瑶、韩薇茵、何

康欣、洪陈艳、黄晓钰、霍怡希、解宇飞、孔祥智、林琮、李慕梓、

叶俊、李施宇、李欣、刘珺琳、刘茜、马晓琴、宁一舟、邵裕、施祺、

施维、宋具炜、苏星宇、孙福宁、孙雨萱、汤杰霖、陶颖、田静、吐

尔逊姑丽·吾布力卡斯木、王瀚锋、王佳鑫、王思敏、王心梦、吴建

群、吴欣颜、奚瑶、夏添宁、肖杨梅、熊鑫、徐林茂、徐梦瑶、徐如

瑶、徐心言、颜凯林、杨慧、杨岚、杨若琪、于滟泽、袁彤、翟宁馨、

张安扬、张玎、张敏敏、张文玉、张颖、张智欣、郑超、周碧玉、周

芸、周泽宇、朱铭祺、朱梓梦 

机械工程学院 

孟纯、白宇潇、刘海洋、夏金龙、王宇、冯梦寒、方敏洋、梁开

照、冯喜涛、赵树煊、曹一凡、姜逸静、马威战、张露露、黎宇、罗

霈生、张少聪、邱琨淇、谈立鹏、王玉君、陆雨琪、沈思娴、宋筱雯、

曹琦、袁兴海、杨伟、石广超、陈正雄、郄熙、章高华、赵嫣然、李

浩伟、张迅迅、庄思淼、郭浩鹏、李建军、李雪松、董航、左戴悦、

王元飞、许鸿伟、李义强、王龙龙、王冠千、杨洋、霍晓杰、杨荣辉、

王淑敏、张国辉、张梦阳、周敏飞、吕钰玮、黄子鹏、王仲伟、马英



杰、罗晓晗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董瀛月、娄正经、蒲姝含、张龙江、陈晨、顾怡、罗鑫、王文龙、

周锦霞、吴一凡、段迪雅、蔡浙珺、管梓彤、王一飞、庄齐豪、肖迪、

杨文广、徐一可、钟玉薇、易剑奇、张原、张志颖、龚陈晨、杨柳、

姚劼、马双、杨正成、胡敬淇、符莎莎、韩立昊、曹若诗、杨柳笛、

赵筱晗、高山川、陈洁雅、张恒、赵子楚、韩竹琳、陈彦梅、储梦杰、

韩晓莹、黄乐乐、刘晶华、罗勇、吴迪、易雨菡、游月娟、袁惠、芦

松茂、赵建刚、钟元霞、苏振涛、刘如月、朱鹏、韩文明、张江英、

甜娜、周洁、朱秀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邵寅杰、郑娟娟、刘乐、黄嘉宁、倪锴、余书桐、王安斌、卢泽

宇、黄浩然、吕妍霏、王赛亚、黄嘉辰、王维饶、陈罗爱新、文洋洋、

刘瑜琪、韩耀霖、李菲、刘慧雨、李纪奇、朱经纬、左志鹏、唐韧之、

张军、张云玮、王晨曦、邹春连、朱艾安、白艳珂、郝圣南、张天、

庞敏敏、罗超、姜健芃、蓝思茵、王晓孟、常皓钰、唐豪杰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黄晟、张蕊、袁舒畅、金晓婷、赵梓雯、杨向鹏、哈玉杰、鲍方

莹、李佳音、朱柔钰、李金洋、张婉婷、游燕玲、刘哲、邓昌庭、王

高乐、陈鹭、娄妮灵、张诗璇、张烨、方文文、丛宇翔、宋雨霆、张

浚松、朱晗、陈岩岩、徐放、王建洪、董玉琴、陆佳锦、梁琪、周璟、

晋蕊、郭敏、欧阳智俊、成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明阳、孙文灏、雷煦昳然、张毅飞、罗颖、覃桂妹、蔡天逊、

何香廷、李致霆、谢丰莹、梁国铭、熊美昱、李晨星、郑义德、江宏

宇、张皓阳、王耀锋、吴迪伊、王帅翔、刘泳汐、胡雪松、杨必成、

丁小桐、林楠、解紫茹、黄进宝、赖志成、郭佳宁、孙立雯、游牧、

义超、赵雨枫、卢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丁凤霞、洪屿青、胡景淇、谢欣嘉、林绍妹、邱震铎、陈锐、姜

海栋、赵许、金文斌、刘锦博、徐璐阳、谷琪、蒋浩、艾玉露、朱淑

婷、徐祎曼、万涛、宋俣诺、张家铭、原艺萌、胥学谦、唐宁、周婴、

史晓宇、李名媛、章毓婷、刘娅、李浩铭、蒋煜辰、张晶威、彭璇、

刘芸菲、潘伟楠、黄健、李薇、王海凤、李军令、陈纤、钱坤鹏、黄

浩、欧汉文、路宽、王玥晗、李琇廷 

人文学院 

王萌、王超、彭思韵、陆怡、周佳能、谢扬帆、张思扬、俞滢、

孙晓冬、李思佳、杨柳、蔡朝玮、胡迪、吕晨、努尔阿地里·努尔艾

合买提、冉惠文、刘亭钰、缪珍珍、王文婧 、郑翔、潘雪露、马文

露、安晓冉、王贝雯、顾海露、陈思颖、许冰悦、陈琦、杨琰、张宸

溪、董雨洁、谢奕莹、刘超颖 

外语学院 

陈雅漫、郭文静、梁文静、杨艳、陈楷文、吴琼、桑金施、赵莉、

江绿萍、宋琦、孙剑卿、朱柄丞、王月、唐瑜瑜、邹琦璋、马依亿、



于虹、楼心怡、线璐瑶、陈秋燕、赵思敏、辛蔚、王佳韵 

理学院 

赵怡萍、项浙宁、丁怡婷、吕晨、桓以萱、王冠丽、朱猛、徐鹏、

崔杰、杨旭彤、张安妮、吕文琦、乔鑫、罗木春、黄晗蛟、王昊哲、

赵青卓、周晨豪、官凌雪、任桃丽、谢思倩、李妍、姜清源、黄静娴、

邬忆萱、杨子杭、刘娇、雷华恩、蔡雨欣、樊雪茹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豪强、常正威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陈姿霖、方文菁、梁子田、沈伊伦、田孟禾、叶子、张晨、张鑫

尔 

7、优秀志愿者（19 人） 

纺织学院                戴千惠、秦思瑜、马润璞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康健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田明天 

机械工程学院             吕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书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黄磊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唐玉静、刘耀乾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云英、陈芳菲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裕耀 

人文学院                陈萍萍、于佳鑫 



外语学院                孙瑞阁 

理学院                   杨洋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江敏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冯林 

8、自立自强青年（15 人） 

纺织学院                  黄家淬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周媛媛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柯虹 

机械工程学院              蔡青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志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牛鑫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夏婷婷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梅言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鑫林 

人文学院                  买尔旦•莫尔再克拜尔 

外语学院                  张尧 

理学院                    侯俞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连晓茹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林芷童 

9、优秀学生编辑、记者（30 人） 

纺织学院                  范君麟、朱莹、潘真祯、梁贞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崔笑羿、沈宇鸿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王瑜淇、孙彦 

机械工程学院              熊玲瑶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新星、钟懿、李茂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马靖宇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周佳奕、林芷萱、汪沁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沛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韶玉、张宇杰 

人文学院                  方歆薇、叶贵慧、张清玲、张朵奕、 

柴悦、张一、杨丹丹 

外语学院                  潘洋洋 

理学院                    朱宇朔、白佳慧 

马克思主义学院            涂婉 

10、青年创业先锋（4 人）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李梦珂 

机械工程学院             刘卫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之嫒 

外语学院                陆思羽 

11、校园文化新人（24 人） 

纺织学院                  郭明华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郝文钦、刘映珺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徐雨葳、吴泽莹、王子杰 

机械工程学院              李相亿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蒲哲、余文静、孙福亮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郭雨晴、刘怿坤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德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许睿晢、卢骑骑、孙之彦、杨阳 

人文学院                  王昕、楼逸昊 

外语学院                  路一畅 

理学院                    史梅松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方媛媛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李艳婷 

三、优秀团学项目 

1、示范主题团日活动（12 项） 

“学习总书记讲话，分享进博志愿故事”主题示范团日活动（纺

织实验 1701团支部） 

“青年大学习，践行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服装与艺术设计学

院团委） 

“团”结一家亲，共“绘”同心圆活动（预科 1801团支部） 

“芥子之州，可纳百川”主题团日活动（工设 1701团支部） 

“宪法日升国旗，国旗下讲宪法”主题团日活动（东华大学国旗

护卫队团支部、法学 1701团支部） 

“践行习语，分享志愿”主题团日活动（计算机 17 级软件联合

团支部）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青年大学习”主题团日活动（化学化

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团委） 

“青年大学习”我们在路上主题团日活动（环境类 1802 团支部） 

“时代呼唤使命，思想引领行动”——材料学院卓越高分子 1701

团支部思想建设系列活动（卓越高分子 1701团支部） 

“青春华章，时代罄响”主题团日活动（英语 1801团支部） 

“擀出友谊，包出团结”主题团日活动（理学院 18 硕团支部） 

“学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览进博会志愿者风采”主题团日活动分

享会（马克思主义学院马理 18 硕团支部） 

2、优秀新闻作品（16 项） 

东华大学新闻网《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师生青年志愿者用设计服

务扶贫云南沧源》（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DHU 小管家微信公众平台《东华版《纸短情长》| 见字如面，别

来无恙啊！》（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东华大学新闻网《机械学子摘得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大赛一二等奖》（机械工程学院） 

东华大学微信公众平台《微视频<东华一分钟>》（信息科学与技

术学院） 

东华大学新闻网《计算机学院图灵科技节开幕》（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 

东华大学新闻网《我校举行第一届生物科技活动周丰富系列学术

活动助力生物专业学生培养》（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团委） 



东华环院学生会微信公众号《2018 年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第三届

“廷亚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活动人气投票》（环境科学和工程学院

学生会） 

DHU 研究生党管中心平台微信公众号《忆往昔改革开放学今朝教

育大会》（材料科学和工程学院） 

东华大学新闻网《我校 OM 代表队荣获 2019 年上海市头脑奥林

匹克创新大赛冠军》（外语学院） 

东华大学新闻网《知否知否，经年“橙”暖依旧--东华大学“小

甜橙”七年服务春运侧记》（理学院） 

东华大学微信公众平台《平均年龄 27 岁！东华这个年轻的课题

组连续取得研究新突破！》（东华大学党委宣传部） 

东华大学微信公众平台《老小区停车难？东华学生设计的这款停

车位直击民生痛点》（东华大学党委宣传部） 

东华大学微信公众平台《67 岁生日快乐，我的东华！》（东华大

学党委宣传部） 

青春东华微信公众平台《我，东华，为你爆灯！》（校团委新媒体

发展中心） 

东华大学研究生会微信公众平台《请转给明天考研的朋友》（东

华大学研究生会） 

《东华研究生》报《服务进博，东华时刻准备着》（校团委东华

大学研究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