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华大学 2017-2018 年度“五四”表彰名单公示 

2017 年以来，我校团员青年在校党委、团市委的领导下，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在日常学习、工作及生活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

和个人，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为进一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团中央、教育部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精神，

落实《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深入推进示范性群体建设，树立典型、表彰先进，校团委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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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个先进集体、882 名先进个人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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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五四”表彰名单向全校师生进

行公示。 

 

公示时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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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11日 

 

 

 

 

 

 

 

 

 

 

 

 

 

 

 

 

 

 



附：东华大学 2017-2018 年度“五四”表彰名单 

一、先进集体 

1、五四青年标兵集体（8 个） 

管理学院志愿者管理中心 

计算机学院 DHU-Root 网络安全战队 

环境学院 5135 实验室 

人文学院小脚丫筑梦实践团 

东华大学新媒体中心 

东华大学旱地冰球队 

东华大学学生艺术团戏剧团 

财务处青年先锋岗 

2、优秀团委标兵（2 个） 

人文学院团委 

机械工程学院团委 

3、优秀团委（3 个）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团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团委 

4、标杆团支部（7 个） 

纺织学院             卓越纺设 1501 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气 1503 团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卓越软件 15 级联合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卓越环工 1501团支部 

外语学院             日语 1501 团支部 

人文学院             法学 1501 团支部 

理学院                数学 15 联合团支部 

5、优秀团支部（40 个） 

纺织学院 

纺织 1602 团支部、纺织 1603 团支部、纺织 1605 团支部、纺织

1701 硕团支部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环艺 1501 团支部、服设 1601 团支部、视传 1601 团支部、服

设 1603 团支部、服设 1702 团支部、服装 161硕团支部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信管 1601 团支部、金融 1603 团支部、经管 1701 团支部、

经管 1706 团支部、管理 173 硕团支部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1701 团支部、机械 1704 团支部、工设 1701 团支部、机

械 163 硕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气 1502 团支部、电信 1601团支部、电信 1608 团支部、信息

162 硕团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卓越软件 1602 团支部、计算机 1703 硕团支部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应化 1602 团支部、化工 163 硕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 1601团支部、环境 1602 硕团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 1602 团支部、材料 1603 团支部、材料 1703 硕团支部 

人文学院 

法学 1602 团支部、人文 17硕团支部 

外语学院 

英语翻译 1602 团支部、英语 1702 团支部 

理学院 

统计 1501 团支部、统计 1502 团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 硕团支部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时尚 1701 团支部 

6、活力团支部 （28 个）  

纺织学院 

纺实 1701 团支部、纺织 1704 团支部、纺织 1705 团支部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中日 1601 团支部、视传 1701 团支部、艺科 1701 团支部、服

装 171硕团支部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 1601 团支部、管科 1701 团支部、经济 1702 团支部、

管理 176 硕团支部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1604 团支部、工业设计 1702 团支部、机械 176 硕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信 1704 团支部、理科（信）1702 团支部、卓越电信 1701 团

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类 1706 团支部、计算机类 1701 团支部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类 1704 团支部、化工 174 硕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绿手印环保协会团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卓越材料 1701 团支部、材料 1705 硕团支部 

人文学院 

卓越传播 1601 团支部、行政 1602 团支部 

外语学院 

日贸 1701 团支部 

理学院 

物理 1703 团支部 



7、星级学生会（6 个） 

五星级学生会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学生会 

四星级学生会 

人文学院学生会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会 

三星级学生会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学生会 

纺织学院学生会 

外语学院学生会 

8、星级研究生会（6 个） 

五星级研究生会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生会 

四星级研究生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会 

三星级研究生会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会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会 

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会 

9、五星级社团（8 个） 

旱地冰球社 



幻想未来机器人科技社 

Firestep步之火舞社 

东华大学自行车协会 

Vigour 羽毛球社 

云武跆拳道社 

Morerare 音乐社（延安路校区） 

松涛空手道社（延安路校区） 

二、先进个人 

1、五四青年标兵（7 人）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樊星、袁潇 

机械工程学院                  徐少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孟兆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淼 

人文学院                    穆莉 

理学院                       金鹏 

2、师德建设青年标兵（16 人） 

纺织学院                      林婧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何路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刘哲怡 

机械工程学院                  王顺锋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大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红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陆昌瑞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宇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佳鸿 

人文学院                      田顺利 

外语学院                        孙若圣 

理学院                         杜玲珑 

体育部                          徐强强 

先进低维材料中心                储玲玲 

民用航空复合材料协同创新中心    黄朝阳 

机关                            莎日娜 

3、青年岗位先锋（26 人） 

纺织学院                        魏金婷、张坤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陈艳春、邵丹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宫汝凯、杨帅 

机械工程学院                    杨书江、李姝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晓洁、杨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倩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赵津京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侯成义 

人文学院                        戴嘉乐 

外语学院                        陈肖霞 



理学院                          姜萌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晶静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李琛 

体育部                         许阳 

图书馆                         傅超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王银 

机关                            施春红、李磊、周大智、 

周炯燕 

4、优秀团干部（7 人）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沈嘉斌 

机械工程学院                    宋文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姜霖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佳 

人文学院                        曹雪 

团委                            封华 

5、优秀学生社团指导教师（8 人） 

机械工程学院                    陈玉洁 

外语学院                        杨丹 

体育部                          郭雪奇、陆湘群、张拥军、 

冯巍、屈政梅、卢伟芬 

6、优秀团学干部（159 人） 

纺织学院 



占竹、徐露、曹洪花、孙伟钰、崔文豪、薛婷、孙伊宁、赵宇豪、

黄鑫彧、魏岑、何儿、仇威王、袁欣妍、孙艺萱、卢飞宇、栾家妍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李韵涵、陈家祺、孙颖、吴妍蕾、章朝杰、赵晨皓、赖晓琼、赵

怡楠、褚晓洁、陈宣辰、赵纹硕、山金晶、黄静怡、万莉芸、苏歆贺、

裴峥雯、陈舒燕、洪天娇、乔紫薇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陈剑楠、杜则仪、郭雪莹、高思帆、韩亚男、何徐颖、李慧娴、

李笳语、林雪莹、刘兵辉、刘珺琳、宁一舟、王子宸、韦钧、杨鸾、

张一诺、丁蕊、吕宗泽、王镘晶、杨晔 

机械工程学院 

何淑仪、赵爽、李凤鸣、郭焌韬、杨旭、巩卓寒、刘正好、周志

松、童浩扬、严旭、田野、杜明远、吕海辰、蒋伟豪、忻圆、贾竞一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马婉、单泽润、陈楠、戴煌昊、朱可馨、李娜、刘天洋、林泽昊、

李星仪、胡敬淇、张爱平、李胡文莞、梅铖周、叶晗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赵英彬、姜威、杨梦媛、张莉萍、董震恒、舒章磊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葛迎香、吴凡、宋凡、李丹丹、邹灿、张辰、田露阳、管俊豪、

刘素素、杨星法、李博、周俊颢、王晨泽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谈颖、卢雁、王树信、马丽、倪佳晨、章荆宁、耿齐明、陈芳菲、

贾晓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之嫒、代文月、范莲莲、冯天昊、任铭谦、杨可欣、孙锐、刘

泽新、孙雅格、姜海栋、袁杭、李淑秀 

人文学院 

谢奕莹、陈佳军、周怡辰、蔡俪霏、郭意纯、冯叶露、王璐瑶、

陈思颖、潘雪璐、穆莉、顾海露、楼逸昊、董雨洁、丁怡、余音 

外语学院 

陈旦、吕媛媛、袁琳、陈璇如、孙泽义、穆雨轩、王亚珣 

理学院 

史梅松、张嘉文、李文莲、侯俞安、肖渊琰、吴艾卿、 温楠、

谢思倩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依玮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沈伊伦 

7、优秀团员（571 人） 

纺织学院 

杨淼、李毅伟、段佳彤、乔悦、周露露、于文华、周雍超、金小

萌、高家蕊、丁润龙、吴昊东、刘彪、史宝会、滕德芳、吴雨芬、仵

玉芝、胡馨之、陈馨逸、占镠祥、郑毅、刘海洋、倪春芳、文琦、王



煜心、王秋晨、李悦、董吉雨、蔡明玉、汪希铭、赵艳春、刘一凝、

梁贞、高婕、 金紫琳、陈九思、姜睿琪、卢晨、王锦琪、王霖琳、

周濛濛、周稚荃、王守明、蒋依志、田蕊、陈菡冰、张浩轩、夏蓉、

叶文婷、左文静、秦佳莹、张玥琪、李思远、陈自锋、龙兵銮、冯含

笑、黄梦雯、吴静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孙艺睿、王蓥倩、严悠、张子君、沈珉扬、孙艺津、潘辰元、张

乐怡、高雪洁、张美慧、王万鑫、陈冠廷、周毓瑶、王一、王力铭、

楚舒雅、蔡芷茜、卢秋梦、薛原、黄雅岚、顾嘉晖、吴小莉、邵笑、

刘臻妍、陈皎莹、许英姿、叶怡伶、刘明岳、郭嘉祎、王懿、杨凯迪、

王瑞霞、张雯珺、孝怡廷、黎虹、韩菲、廖静、黄雪冰、王靖敏、龚

淑晨、张雨、牟佳慧、张明洋、荀培莉、樊瑛婕、张钰雯、冯艺、黄

淑婷、杨声钦、李捷、丁宇慧、李姗珊、刘晓航、郭羿吟、韩天琪、

安瑞平、张悦、张慧芳、刘宇、李蔚然、陈红、彭璐、崔祎琳、周亮、

夏天、左亚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潘雨露、彭楚伟、皮雯旭、秦李波、沈鹭帆、盛幸仪、施涵嘉、

舒畅、宋莹莹、隋梦涵、孙中苗、孙晶、田君、汤婷婷、童伟、王佳

怡、王嘉君、王如梅、王玮、王苑潼、薛祺儿、姚钱悦、叶赟、张洁

敏、袁雨曦、张敏、张大为、张倩、张韶卿、张炜钰、张文硕、张懿

淳、张滟鑫、赵娱慧、朱苗苗、邹加炜、胡志卿、黄婉莹、黄悦颖、

蒋娟、焦美林、亢馨悦、柯虹、康瑜珊、李欣桐、李志远、李晓梅、



刘飞、林薏、林泽华、刘国旗、卢朗秋、刘秀爽、马晚路、欧阳熠窈、

梁梦佳、毛一匆、努尔顿·买买提吐尔逊、董纪良、姜丰鑫、蔡君梵、

陈慧、陈媚、陈沁、陈涨、程尹淇、范子尘、费凡、桂心怡、郭慧、

郭蕊、何江舟、何科谚、王俊杰、王淇、赵千惠、周圣凯 

机械工程学院 

林非、陈越、李婕、马州建、陈帅、李钊阳、迮圣皓、张潇、朱

国荣、康如冬、李兆财、许高平、温程钧、李岳楠、金斗斗、阙朝松、

秦悦、薛栋文、赵麟坤、潘金龙、张晶晶、姚轶涛、田威、储星缘、

沈昕玥、熊朝诚、张易萧、殷安楠、吴琪、赵永强、陈浩、王卓君、

王怡、余守兵、张锡哲、王溪溪、王琦、张嘉懿、汤旭、王赢、张诗

笛、程子圆、朱昊文、孙妍、张广志、田宏晶、朱治潮、张劲松、汪

龙、叶雨田、余崇贵、刘桐妤、蔡飞飞、侯崎山、熊祥章、黄仁昊、

李珂、贾淼、尤勇、蔡洪润、王凯、刘博、李颖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崔明阳、艾莉娅、徐康、刘斯阳、田蕾、张洁、杜文涛、沈乐、

李文杰、陆家豪、靳思宇、陈雅然、邹宇飞、季思颖、周良风、张教

宽、周亚娜、洪志琴、张梓皓、曾凡楷、董梦华、丁震、陶维民、叶

松楠、张清尧、周芳管、于喜龙、卢昊、张晋梁、薛元、吴非、张存

婷、关思如、高生、张辰悦、廖晓舟、杨振宇、江为来、丁永康、梅

云初、陈荣川、张宇涵、杨晨、张顺、张洪森、李乐菡、黄炎、卢艺

铭、黄兰、康凯、李陈新、肖敏、蒋益敏、陈佳瑜、沈至榕、王龙、

张丽平、任佳杰、陈立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曹茂鑫、张伟翼、李文博、闫涵、柯圣智、王姝妍、何荆娆、王

瑞林、程媛、王莹玉、陈瑶、王晖、张寒阳、李豫沛、黄磊、唐芯、

刘莉、高梓博、徐浩然、吴珊珊、汪聪、刘浩、张小杰、杨瑾、孙琳、

郑雨欣、张峻铭、段刘卿、商紫薇、胡星刚、原丽娜、徐嘉敏、张玉

娟、李航、王一盟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刘芳蕊、赵越、陈玺、刘陌、薛梦凡、孙滢颖、陈薏冰、赵珂瑶、

商开慧、姚昱祺、张澳、陈嘉欣、江一帆、金泽慧、朱海雯、成如意、

宦静静、周永富、周佳玮、施鑫杰、高自港、王鼎翔、毛响东、张圣

琦、沈燕婷、姚思远、陈莹佶、陈小婷、刘凌峰、侯凯文、霍影、甘

梦祥、朱晶晶、王雅梅、孙瑶瑶、刘高阳、肖雯雯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罗雨忻、梅言玉、许可欣、陈绮淇、刘沛汉、沈俊杰、朱辰悦、

李静、刘峰、谢昱、高菊、王嘉怡、马璞月、张羽、时传妍、许晓航、

陈荟霖、孙逸璇、汤烨、孙斐泱、赵彦玲、梁铭昕、丁义冉、李雪、

聂琪、陈洪腾、周华元、季琳玮、李晓诠、张俪安、张文娟、龚斐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佐洪涛、崔靓靓、于海岩、李苗、任嘉玮、谢涤非、柏雨婷、曹

凌云、张琳琳、卢秀瑾、王金刀、李珺、张杨凯、宗鼎鼎、张晓兰、

孟颖、戚亮亮、徐韵炻、吴彭、魏云海、王雅宁、李冬阳、宋爽、冯

花、杨世旭、周子洁、金璞玉、郭星、张薇、刘芮、刘屹熹、刘洪岐、



赵宇、杨昌宇、刘红立、刘群、焦炳倩、焦宇漳、陈启航、成泽婧宜、

张轶、曹佳丽、彭曾翀、徐凯文、肖娴、骆佳美、费奔、黄海燕 

人文学院 

王晶、顾槚莹、周莉、谈筱瑄、韩炎、朱文欣、刘志磊、黄荷萍、

艾孜买提•阿里木、任宁、傅文君、郎峻、薛零一、陆蝶蝶、罗光演、

郭凯静、赵喆云、何露、钟昱、沙洋羽、张殿楠、蔡逸龄、赵俊俊、

郭箐雯、宋思妍、陈蕊寒、王莹、王超、潘梦、王冬梅、陈逸舟、贾

孜拉·沙地克、奚叶丹、杨燕、宋怡、吴雨桐 

外语学院 

戴俊男、刘欣蓉、姜陈莹、马子睿、汤宇、全馨、王思露、李琪、

王丹妮、李婧存、童宇蕾、刘家豪、刘佳荣、王畑畑、王鸣晨、俞晶

晶、廖海涛、吴妤萌、杨笑雪、周哲诗、胡婷、王敏、张伟、王宏 

理学院 

杨睿泓、钱杨志、薛红飞、周雨欣、刘佳烁、白灵炅、潘生、高

思嘉、杨笛、杨琴、温楠、王杰、丁海宇、李曼琳、林宇权、乔玮、

周宏萍、蒋亚楠、吴集盾、邓梦晗、陆山水、田甜、易桢荃、梅凯磊、

符士洪、张诗雨、苏舒、朱建慧、朱凯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晓飞、江琪然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任慧鑫、陈奕洋、任奕澄、龚煜、刘思琪、沈质颖 

8、优秀志愿者（19 人） 



纺织学院                武琼琳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全心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牟哲影 

机械工程学院             刘凯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凌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叶少萍、陈烨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韩绍鹏、余潇潇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覃桂妹、李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锦博、贺菲菲 

人文学院                王洪伟、郁佳雯 

外语学院                谢梦琪 

理学院                   任思旭、张硕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宋家豪 

9、自立自强青年（13 人） 

纺织学院                  卢俊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周美灵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施维 

机械工程学院              路国行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辉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欣怡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王乾坤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颖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曹晚秋 

人文学院                  帕哈尔丁 

外语学院                  苑辰晨 

理学院                    李硕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刘磊 

10、优秀学生编辑、记者（28 人） 

纺织学院                  张希成、刘琳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严文杰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徐心言、戴佳颖 

机械工程学院              何庆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曹瑞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朱铭浩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孙杰、魏婧、黄佳惠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洌、黄金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庆岩、袁红娜、刘雨 

人文学院                  华璐月、刘雅楠、沈晴秋、陆怡、 

蔡天遥、吴程昊、王若禺 

外语学院                  王亚珣、尚权伟、冯梦蕊 

理学院                    陈肖君、陆诗越 

11、青年创业先锋（1 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孔凡运 

12、校园文化新人（19 人） 



纺织学院                   张政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张宇、周佚安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钱芸菲、李旭琳、罗雨璇 

机械工程学院               邱琨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高姝怡、杨正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朱宇翀、王双钰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郭瑞婕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田诗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喆栋、陆晨婕 

人文学院                   刘佳璐 

外语学院                   李谷硕、孙剑卿 

理学院                     潘彦箫 

13、优秀学生社团骨干（8 人） 

纺织学院                   冯晓花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王怡冬、林佳琪 

机械工程学院               沈宬筱、夏天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杨正成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裴逸宁 

人文学院                   卜姗姗 

三、优秀团学项目 

1、示范主题团日活动（13 项）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纺织学院 纺织 1605 团支部、



纺织 1604 团支部、功材 1601团支部） 

“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

学院纪念五四运动 98 周年、建团 95 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服装与艺术

设计学院团委） 

“学榜样精神，展女足风采”系列主题团日活动（旭日工商管理

学院 女足 1601 团支部） 

“追求卓越，书写未来”主题团日活动（机械工程学院 卓越机

械 1602 团支部） 

“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争做社会主义好青年”主题团日活动（信

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国旗护卫队团支部） 

“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三话十九大主题示范团日

活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卓越软件 1602 团支部） 

“献礼十九大，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化工生物学院团委） 

“学习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示范性主

题团日活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学习“十九大”主题团日

活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庭辩天下人文思依法治国青年行”主题团日活动（人文学院 法

学 1601团支部） 

“知而后行，行而后进”主题团日活动（外语学院 英语 1704

团支部） 

“正值青年，绽放青春”主题团日活动（理学院 物理 16 联合团



支部） 

“凝心聚力，团结共进”学习十九大主题团日活动（马克思主义

学院团总支） 

2、优秀新闻作品（17 项） 

DHU 小管家微信公众号《杏坛 | 老而弥坚，心系青年——采访陈

孩未老师》（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学生会） 

东华大学新闻网《信息学院举办“团学互动交流 携手共话明天”

团学骨干交流会》（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东华大学新闻网《计算机学院开展“榜样的力量”线上朗诵系列

活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东华大学新闻网《“智汇化生·科创未来”东华大学第十八届化

学节开幕式》（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分团委） 

东华环院学生会微信公众号《廷亚优秀大学生评选》（环境科学

和工程学院学生会） 

东华大学新闻网《材料学院“创新·思想·人生”大讲堂，与青

年学子共话知识分子的操守》（材料科学和工程学院团委） 

中国青年网《时尚传播+社会实践：让羌族传统文化更好地走进

现代生活》（人文学院） 

东华大学新闻网《我校第九届模拟联合国大会举行，4 位驻沪领

事以及 40 所海内外高校代表参与活动》（外语学院） 

东华大学新闻网《青春志愿护航归途  “橙”心“橙”意温暖你

我》（理学院阳光服务队） 



东华大学广播台《【DHR 感恩节特辑】 在东华，我们应该感恩谁？》

（东华大学党委宣传部） 

东华大学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是谁？东华人！》（东华大学党委宣

传部） 

东华大学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冬天顶风霜的除了“冰花男孩”，

还有东华的他与她》（东华大学党委宣传部） 

青春东华微信公众平台《通知：您十二月份的周五已被东华大学

第一食堂预约》（校团委新媒体发展中心） 

东华大学学生会微信公众平台《东华，生日快乐》（东华大学学

生会） 

东华大学研究生会微信公众平台《东华版<春风十里> | 我，不想

离开你》（东华大学研究生会） 

《东华研究生》报《一场教资考试引起的烈火》（校团委宣传部） 

《东华青年》刊物《我们正青春》（校团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