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文件  
 

 

 

东大委„2018‟21 号 

 ★                             
 

 

关于公布 2017 年东南大学廉政文化作品
征集活动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党工委，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

部、委、办，工会、团委：  

为进一步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和廉洁教育工作，按照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六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

集暨廉洁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教思政厅函[2017]20 号）

文件精神，学校开展了 2017 年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活

动期间，全校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广大师生员工开展

形式多样的廉洁教育活动，弘扬廉政文化，传播廉洁理念，

共报送作品 213件。经组织专家评审，学校共评出各类获奖



作品 118 件，其中表演艺术类 6 件，书画摄影类 73 件，艺

术设计类 25 件，网络新媒体类 10件,征文类 4 件。 

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希望全校各单位和广大师生员

工继续高度重视校园廉政文化建设，自觉增强党风廉政建设

的责任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育人环

境做出新的贡献。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 

                        2018年 4 月 11日 
  

  



 

 
—３— 

2017 年东南大学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活动 
获奖名单 

  

一等奖 

一、表演艺术类（1件） 

《我的长征》 成贤学院大学生艺术指导中心  仇  逸 

二、书画摄影类（15件） 

《梅》                 后勤党工委           邢  静 

《俭以养德 廉以立身》  后勤党工委           何  林 

《枇杷山鸟图》         艺术学院           绍福生 

《篆刻印廉》         艺术学院           胡  敏 

《相州昼锦堂记》      艺术学院             张慧敏 

《书法作品对联》      艺术学院              何连海 

《行书四尺条幅》      机械工程学院         燕彤彤 

《手》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文彬等 

包拯《书端州郡斋壁》  电气工程学院         张佳婧 

绘画作品              法学院              刘文利 

对联                 公共卫生学院         王  玮 

《为了最爱的人们》    成贤学院            梁媛媛 

《廉政文明》         成贤学院            胡张羽 

《清正廉洁》         成贤学院            王谊淳 

《爱莲说》            成贤学院            曹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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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设计类（4件） 

《清风峻节》          后勤党工委         王  振 

《反贪腐之清官贪官》    艺术学院            钱亚洁 

《红线》               成贤学院            文凯阳 

篆刻《冰壶秋月》       成贤学院            丁  微 

四、网络新媒体类（2件） 

《一滴水》             成贤学院            刘昕颖 

《手》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符博超 

五、征文类（1件） 

《其行何也》          成贤学院             吕  欣 

  

二等奖 

一、表演艺术类（2件） 

小品《老同学》    成贤学院大学生艺术指导中心  林淑贞 

《少年中国说》    人文学院、吴健雄学院 

二、书画摄影类（25件） 

《冰清玉洁》          后勤党工委            张晓新 

《清风出袖，明月入怀》  后勤党工委           管道江 

《清荷》                艺术学院             欧妍曼 

《清风图》             艺术学院             闫海龙 

《乞不用贪吏疏》        艺术学院             张  婧 

《清兰》                艺术学院             章雅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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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古望今》           艺术学院             朱  可 

隶书对联                艺术学院             刘静文 

《菜根谭》节录           艺术学院             王泊骅 

莲花摄影                艺术学院             张玉娟 

《廉》                   机械工程学院        刘桐杨 

书法作品                法学院                俞梦丹 

《诫子书》              公共卫生学院        臧一腾 

《风宪忠告•自律》         医学院             邢  乐 

《廉与腐》              成贤学院             李懿晗 

《博弈》                 成贤学院          岳  柯  

《爱莲说》              成贤学院             张德岚 

书法对联                 成贤学院            乔子昱 

公仆座右铭、石灰吟      成贤学院    肖  静/王谊淳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   成贤学院             齐菡瑜 

《廉政箴言》           成贤学院             李  昂 

《笔落修养道德诚信廉耻》 成贤学院             冯婉琦 

《水夜》                 成贤学院          於心竹 

《贪途》                 成贤学院          张与淳 

《清风廉》              建筑设计院          陈  涛 

三、艺术设计类（8件） 

《论诚信》              后勤党工委        商贸支部 

《剪纸》                 后勤党工委     汽车运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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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廉则安，家廉则宁》   艺术学院             彭露滨 

校训廉政文化海报         艺术学院           廖芳艺 

《单程票--腐败的不归路》  艺术学院           李  亮 

《廉政桥》               土木工程学院        吕泽西 

《一念之间》            电子工程学院      王文彬等 

《贪婪》                  成贤学院           郝逸萱 

四、网络新媒体类（3件） 

《寻找 escape》             成贤学院      刘文/张可心 

《人民的名义？人民的民意！》机械工程学院     沈竹琦 

《念》                     土木工程学院     王兵权 

五、征文类（1件） 

《写廉》                   公共卫生学院     连大帅 

  

三等奖 

一、表演艺术类（3件） 

《爱莲说》                成贤学院          蒋晓彦 

《天山雪莲》             产业党工委       崔雪燕 

《反腐之人民的名义》       土木学院        郭子菲等 

二、书画摄影类（33件） 

《宁静致远》             后勤党工委       殷  蓓 

《让座》                  后勤党工委       中二班 

《莫贪》                  后勤党工委       吴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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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                     后勤党工委       李鑫鑫 

《江城子》                后勤党工委       陈育勤 

对联                     后勤党工委       赵海金 

《咏史》                  艺术学院          张  晏 

《咏史》                  艺术学院          黄书涵 

《廉竹图》                艺术学院          朱小峻 

楷书《公正廉洁》          艺术学院          朱小峻 

《莲》、《眺望》             艺术学院          胡媛媛 

《清水莲花》             艺术学院          王  妤 

《爱莲说》                艺术学院          熊晓雨 

硬笔书法《爱莲说》        机械工程学院     余康宁 

《咏柳》                   机械工程学院     燕彤彤 

《清莲》                   人文学院          董一成 

《清者自“廉”》           经管学院          柯  恬 

《对与错的抉择》           外国语学院       李璟文 

《俭以养德》              艺术学院          刘克宇 

书法作品                    法学院          陆雨嫣 

《石灰吟》                 公共卫生学院     杨  圣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公共卫生学院     王  玮 

《假面具的跨界演员》        成贤学院        李心怡 

《竹》                      成贤学院           凌语诗 

《廉与清》                 成贤学院        殷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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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廉戒奢担道义，爱生敬业献丹心》 

                           成贤学院         佘子璇 

行书《爱莲说》              成贤学院       蒋慧勤 

《淡泊明志》              成贤学院         陈雨辉 

《廉与腐》                成贤学院         殷梦圆 

《碧廉天》                成贤学院         杨旬清 

《汉书•赵广汉传》           成贤学院         邓大汗 

《莲》                     成贤学院         胥  欣 

《原道》                   成贤学院         吴荣娟 

三、艺术设计类（13件） 

《反腐倡廉》              后勤党工委      李佩艺 

《幽香•清远》              后勤党工委      张  萍 

《莲、廉》                 后勤党工委      胡文婷 

《“笑”廉》                 艺术学院      石  琴 

《德不孤必有邻》            艺术学院      徐娇娇 

《廉政中国红》               艺术学院   路瑶/杨格格 

《一品青莲》               艺术学院     杨慧泉等 

《崇德向善•勤廉笃行》        艺术学院       黄焕焕 

《薪薄常知足，位卑亦自尊》   自动化学院    刘一隆 

《小心上钩，警惕围猎》       生物医学工程    雷华威 

《爱莲说》                  化学化工学院   张绍辉 

《为人民服务》               成贤学院       陈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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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宣传招贴             成贤学院       秦祯研 

四、网络新媒体类（5件） 

《廉政校园》               成贤学院       陈珊珊 

《飞天神箭“掌舵者”的赤子情怀》 

                                     能源与环境学院 

《筑“梦”之路》                           材料学院 

《妈，请再相信我一次》       电气工程学院     何诣婷 

《爱莲说》                  后勤党工委   修缮支部 

五、征文类（2件） 

《浩然正气，清风香远》       成贤学院        茅姝婷 

《廉风》                     成贤学院        徐晨悦 

 

 

 

 

 

 

  

抄送：各校区，各院、系、所，各处、室、直属单位，各学术 

业务单位。 

 东南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8年 4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