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获奖等级 姓名 学号 专业 征文名称

1 一等奖 夏忠刚 201811150126 化学 润物细无声--风流儒雅亦吾师

2 一等奖 王一帆 201811180164 环境科学 师从欧阳小记

3 一等奖 刘怡君 201811041107 社会学 初探社会之光--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4 一等奖 韦西萌 201811200905 生物科学（师范） 随感--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5 一等奖 尉然 201811100320 俄语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6 一等奖 余沁容 201811080159 汉语言文学（师范） 在陌生人中旅行--记我的导师陈太胜先生

7 一等奖 钟王 201811061103 心理学 那时不知天高地厚，好在瑞瑞足够温柔

8 一等奖 刘会珠 201811021116 传播学 亦师亦友，兢兢业业--记我的新生导师王长潇老师

9 一等奖 张祉怡 2018112101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师E友，E才E德--记我和栾导师的点滴感动

10 一等奖 霍文怡昕 201711051218 资源环境科学 您好，康老师！

11 一等奖 朴柱妍 201719090058 汉语言（经贸汉语） 师恩如珠--美丽的师恩

12 一等奖 谢雅璐 201711010201 教育学 Lucy其人

13 一等奖 江姗 201711070120 体育教育 遇见您，真好

14 二等奖 赵敏 201811150133 化学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大学的第一份温暖

15 二等奖 王化璇 201811180122 环境科学 一寸微光

16 二等奖 杨子婷 201811010223 教育学 特别的遇见，特别的她--以此致敬我的导师滕珺

17 二等奖 刘佩玥 201811010134 教育学 清风拂面，伴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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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二等奖 陈泠璇 201811010131 教育学 师者之风，君子之道

19 二等奖 张凡梦 201811200914 生物科学（师范） 鸟儿来的那一天--与我新生导师的那些事儿

20 二等奖 王诗彤 201811940115 生物科学（励耘） 幸而识俊杰--我与张俊杰导师的故事

21 二等奖 马一鸣 201811100195 英语 无声--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22 二等奖 罗佳慧 201811100920 英语 刚好遇见你--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23 二等奖 马雪晨 201811100901 英语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24 二等奖 赵有财 201811080903 汉语言文学（师范） 导师伴我同行师范路--经典诵读之旅

25 二等奖 苏梦雪 201811940233 汉语言文学（励耘） 既见先生，云胡不喜--记随李小龙老师学习的二三事

26 二等奖 蒋楼宇 201811021115 传播学 相遇在师大的阳光里--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27 二等奖 马菲菲 201711051206 资源环境科学 感恩我的新生导师

28 二等奖 董宛蓉 201711051118 地理信息科学 给导师的一封信

29 二等奖 许正劼 201711051128 地理信息科学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30 二等奖 王欣雨 201711100195 英语 不再是“新生”，永远是导师--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31 二等奖 金宣姝 201619090048 汉语言（汉语教育）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感恩导师

32 三等奖 方雯琪 201811200138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33 三等奖 高大可 201811200146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34 三等奖 孙畅 201811200153 生物科学类 向你看

35 三等奖 郭嘉诚 201811200911 生物科学（师范） 路在何方

36 三等奖 顾昊 201711051204 资源环境科学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37 三等奖 蒋先举 201711051134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感谢有你，我的灯塔



38 三等奖 刘艳婕 201711051201 资源环境科学 我一直都在这里

39 三等奖 龚炳华 201711051216 资源环境科学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40 三等奖 张琪 201711051908 地理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41 三等奖 韩明睿 201611170904 化学 于细微处育人--记我与我的新生导师刘正平教授

42 优秀奖 林晨扬 201711140103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不负过往，重新出发

43 优秀奖 卢星宇 201811200101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44 优秀奖 黎善鹏 201811200102 生物科学类 教育者

45 优秀奖 刘师缘 201811200103 生物科学类 随时找我

46 优秀奖 陈翊苓 201811200104 生物科学类 点亮一盏灯

47 优秀奖 张涵涵 201811200105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48 优秀奖 石钰铭 201811200106 生物科学类 感恩相遇

49 优秀奖 夏雪宜 201811200108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50 优秀奖 刘景芃 201811200109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51 优秀奖 董新文 201811200110 生物科学类 师生缘

52 优秀奖 陈泓潞 201811200111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53 优秀奖 郭惠宁 201811200112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54 优秀奖 曹子宁 201811200113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摆脱黑暗，向阳生长

55 优秀奖 胡名玥 201811200114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记我与导师的第一次见面

56 优秀奖 陆嘉文 201811200116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57 优秀奖 李语涵 201811200117 生物科学类 新生导师



58 优秀奖 杨润夏 201811200118 生物科学类 感谢有您

59 优秀奖 张家悦 201811200119 生物科学类 世界和我们--受教于张立导师有感

60 优秀奖 苗采云 201811200120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61 优秀奖 尹润宇 201811200121 生物科学类 指路

62 优秀奖 叶晓雨 201811200122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63 优秀奖 刘真言 201811200124 生物科学类 窗子以外--光亮透过这扇窗到达我的地方

64 优秀奖 林雳灿 201811200125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65 优秀奖 陈潇 201811200126 生物科学类 意料之外的相遇，命中注定的感激

66 优秀奖 柳牧青 201811200127 生物科学类 谆谆教诲，春风化雨

67 优秀奖 张沛杰 201811200128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68 优秀奖 刘雨薇 201811200129 生物科学类 刘老师的指导和关爱--照亮我前行的路

69 优秀奖 刘卓 201811200130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遇见

70 优秀奖 顾玥 201811200132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71 优秀奖 潘欣瑶 201811200133 生物科学类 饮其流者怀其源--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72 优秀奖 臧玉喆 201811200134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73 优秀奖 李寰 201811200136 生物科学类 感谢大学生活中第一位引路人

74 优秀奖 李晓婧 201811200137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遇见

75 优秀奖 李昕淼 201811200139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76 优秀奖 张琳祎 201811200140 生物科学类 师者，教之于事而喻诸德

77 优秀奖 刘恣妍 201811200141 生物科学类
埋首岁月，耕于细胞，育在桃李

--记一场兴趣指引和自我明确的旅程



78 优秀奖 杨溢晖 201811200142 生物科学类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79 优秀奖 陈泽林 201811200143 生物科学类 当我再次见到您

80 优秀奖 朱炜炜 201811200144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81 优秀奖 彭俊瑀 201811200145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82 优秀奖 蒋念慈 201811200148 生物科学类 我与P.ER.L老师

83 优秀奖 钱雨琦 201811200149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84 优秀奖 黄家晖 201811200150 生物科学类 导师—我大学第一年的引路人

85 优秀奖 那轶男 201811200151 生物科学类 我与新生导师

86 优秀奖 余依盈 201811200152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87 优秀奖 戴星宇 201811200154 生物科学类 前辈之光，犹如灯塔

88 优秀奖 龚君怡 201811200155 生物科学类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89 优秀奖 陆玉芬 201811200901 生物科学（师范） 奇妙缘分--我与新生导师的故事

90 优秀奖 张丹阳 201811200903 生物科学（师范） 一年·师友·你我

91 优秀奖 加永嘎登 201811200904 生物科学（师范）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92 优秀奖 李娜 201811200906 生物科学（师范） 捉住伸向我的第一双手--引路者

93 优秀奖 张智唯 201811200907 生物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回眸、温暖、期待

94 优秀奖 乔柏荟 201811200909 生物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当无知懵懂邂逅沉稳睿智

95 优秀奖 金雨 201811200910 生物科学（师范）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96 优秀奖 李思琪 201811200912 生物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97 优秀奖 田井卫 201811200913 生物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98 优秀奖 杜雨轩 201811200915 生物科学（师范）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99 优秀奖 张甜甜 201811200916 生物科学（师范）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100 优秀奖 鄢冉 201811200917 生物科学（师范） 临江仙--记吾与吾师初次谈话

101 优秀奖 王泽 201811200918 生物科学（师范）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102 优秀奖 杨洁欣 201811200919 生物科学（师范） 遇见即永恒

103 优秀奖 毕丝雨 201811200920 生物科学（师范） 光华流转 初心未变

104 优秀奖 杨娇玲 201811200921 生物科学（师范） 念师恩

105 优秀奖 骆秋瑾 201811200922 生物科学（师范）
我和我的导师--他用真实经历教会我走自己的大学

之路

106 优秀奖 陈娅 201811200923 生物科学（师范） 我和导师的故事

107 优秀奖 蒋艳茹 201811200924 生物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导师赵长琦

108 优秀奖 付翔 201811200925 生物科学（师范） 迎难而上--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109 优秀奖 张淑娟 201811200927 生物科学（师范） 暖阳--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110 优秀奖 王泽婷 201811200928 生物科学（师范） 初入北师这一年，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111 优秀奖 武鑫 201811200929 生物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记一位可爱的不老女神

112 优秀奖 张嵩燕 201811200931 生物科学（师范） 感谢遇见

113 优秀奖 王沁雪 201811200932 生物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114 优秀奖 刘文玉 201811200933 生物科学（师范） 陌生的熟悉--热烈的开始，温暖的结束

115 优秀奖 祝孝欢 201811200934 生物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116 优秀奖 黄雨欣 201811200935 生物科学（师范）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117 优秀奖 王乐 201811200936 生物科学（师范）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大学规划与理想



118 优秀奖 黄彧 201811200938 生物科学（师范） 我和我的导师肖雪媛

119 优秀奖 舒越 201811200939 生物科学（师范） 爱与感动--遇见导师是我成长路上的幸运

120 优秀奖
阿力木尼沙·买买

提
201811200940 生物科学（师范） 求知殿堂中那盏明亮的灯--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121 优秀奖 王雨欣 201811940128 生物科学（励耘） 学海灯塔--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122 优秀奖 牛瑞颖 201811940139 生物科学（励耘） 我和我的新生导师

123 优秀奖 宋明月 201811940159 生物科学（励耘） 春风化雨 润物有声

124 优秀奖
依力米努尔·衣沙

克
201869000004

生物科学（师范预
科）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125 优秀奖 加依娜尔·吐热日 201869000008
生物科学（师范预

科）
我与我的新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