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校内选拔赛获奖名单                                

序号 组别 个人赛或团队赛 作品名称 学生姓名 学生所属院系 学生专业班级 学生学号 奖项

1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高莹莹/陈志/陈苗
苗/方云

计算机学院
20网络工程1班/19网络工程2班
/20网络工程1班/20网络工程1班

2008020107/ 
1908220202/ 

2008020101/ 2008020105
一等奖

2
视频制作+调
研报告组

团队赛 铮铮铁骨卫家国/红星闪耀亮东方
王莹莹/戴玥/杨丹
/祁志畅/徐梦莹/
王婉婷/杨佳乐

教育学院、文学
与传播学院、美
术与设计学院、
电子工程学院

20小教1班/20汉语言文学2班
/20汉语言文学2班/20思想政治
教育2班/20广告1班/20动画1班

/20物理学3班

2004010127/ 
2002010206/ 
2002010241/ 
2015010219/ 
2002020132/ 
2009050119/ 

一等奖

3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苏正礼—和他的红色记忆”微访谈

 杨漫漫/范澳强/钮
肇雨

外国语学院、计算
机学院

 18英语4班/1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班/1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班

1803010432/ 
1801010107/ 1801010126

一等奖

4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风雨中筑起“红色堤坝”

王龙/陈诗琴/黄剑
军/曹广俊/汪晓洁/

史洁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3班/18数学与
应用数学3班/18金融工程1班/19
金融数学2班/20金融数学1班/18

数学与应用数学3班

1905010325/ 
1805010304/ 
1805030108/ 
1905020202/ 

2005020130/ 1805010322

一等奖

5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时代使命

周庆宇/郭澳雪/武
伟/马健/陆少杨/丁

英杰

体育学院、文学与
传播学院、计算机
学院、体育学院、
体育学院、体育学

院

19级体育教育2班/18级戏剧影视
文学1班/19级软件工程1班/19级
体育教育2班/19级体育教育2班

/18级体育教育2班

1910010228/ 
1802040105/ 
1908040129/ 
1910010214/ 

1910010213/ 1810010204

一等奖

6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忆淮海战役峥嵘岁月

王芳/周婕/李子悦/
谢凯琦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3班
1905010323/ 
1905010340/ 

1905010313/ 1905010328
一等奖

7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溯古皖城红色印记，看新时代家乡振兴 宋怡美/陈成/韩群 文学与传播学院

19广告学1班/20广告学2班/19新
闻学1班

1902020128/ 
2002020201/ 1902030112

一等奖

8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安徽红色文化对安徽人民影响的调研
报告

茆恩琳/汪暄妍/刘
秋宇/高文娜/徐笑
寒/王娜/吴健丰/端

正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制1班/19食安1班/20食安1班
/20生工1班/20生科2班/20生制1

班/20园林1班/20生科1班

1913040122/ 
1913030129/ 
2013030114/ 
2013020109/ 
2013010227/ 

一等奖

9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2020年我国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的调研报告

——针对贵州省晴隆县长流乡的脱贫故事
调研

唐佳敏/张菊/程雅
娴/窦婉琳/郑兴业/
张理想/陈敏/崔木

兰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工1班/19生制1班/20生科2班
/20生科2班/20生科1班/20园林2

班/20生制1班/20生制1班

1913020118/ 
1913040138/ 
2013010204/ 
2013010205/ 
2013010139/ 

一等奖

10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战“疫”说】弘扬红船精神的生动实践

何淑雯/朱茵/杨敏/
张涛/郑自然/谢添/
张朝阳/章守全/孙

凡

生物工程学院

19食安1班/19生制2班/20生制1班
/20园林2班/20食安1班/20食安2
班/20生科1班/20园林2班/20生科

1班

1913030110/ 
1913040240/ 
2013040131/ 
2013210239/ 
2013030139/ 

一等奖



11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马寅初精神调研报告 刘恩利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19自动化2班 1914210217 一等奖

12
视频制作+调
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红色革命地区参战退役军人
生活情况的调研报告
——以六安市为例

冯浩波/李本薇/严
静彤/席文浩/胡楠

/刘玉
法学院

19文化产业管理1班/19社会工
作1班/19社会工作2班/19法学1
班/19社会工作2班/19社会工作

1班

1901030105/ 
1901020115/ 
1901210251/ 
1901010114/ 

一等奖

13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革命摇篮，星火燃传——重温江西红色文
化的调研报告

赵雨婷/王腊梅/朱
敬辉/付超林/刘都

瑞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工程与工艺2班

2007030246/ 
2007030230/ 
2007010246/ 

2007020205/ 2007030120

二等奖

14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就当代大学生为何“自讨苦吃”展开红色
之旅调研报告 

——以淮南市周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为例

张天虹/施梦莲/何
金娜/李梦凡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级金融数学1班/19级金融数学1
班/19级金融数学1班/18级数学与

应用数1班

1905020141/ 
1905020121/ 

1905020109/ 1805010142
二等奖

15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学习践行红色基因的调研报告 宋雨然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4班 1906040220 二等奖

16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踏红色足迹/忆峥嵘岁月

吴超然/范佳格格/
徐军茹/杭丹丹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美术学2班 /19美术学3班
1909010219/ 
1909010303/ 

1909010320/ 1909010305
二等奖

17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新时代关于加强大学生共色骄傲与的调研
报告

童媛媛/邓欣捷/周
舟束昊云/宋世纪/
钱薇/徐颖/付海娇

外国语学院
18英语2班/17英语5班/19英语1班

/18英语1班/18英语6班

1803010222/ 
1703010505/ 
1803010220/ 
1803010121/ 
1803010618/ 

二等奖

18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传承红色基因

倪文卉/李丹丹/张
仙睿

计算机学院 19大数据2班
1908050215/ 

1908050221/ 1908050239
二等奖

19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探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李奥/毕志伟/叶苗
苗/严书瑾/鲁雨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1班/18数学与
应用数学2班/19数学与应用数学1
班/19数学与应用数学1班/19数学

与应用数学1班

1905010111/ 
1805010201/ 
1905010132/ 

1905010130/ 1905010116

二等奖

20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聆听红色故事/追寻抗疫脚步

丁千千/陈传奇/蔡
恬欣/邓玉琪/范羽
嘉/郭淼/孟海龙/单

岚岚/王正龙

生物工程学院
19食安2班/19园林2班/20生科2班
/20生科1班/20生科2班/20食安2

班/20食安2班/20园林2班

1913030204/ 
1913210202/ 
2013010201/ 
2013010105/ 
2013010206/ 

二等奖

21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活
动的调研报告

束文文 外国语学院 20商务英语2班 2003020223 二等奖

22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社会经济猛发展/退伍老兵赞中国

张贝/李帅阳/胡欣
怡

文学与传播学院 19级汉语言文学1班
1902010139/ 

1902010118/ 1902010112
二等奖



23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就“沿着红色道路体验先辈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展开的调查报告

董洁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级金融数学1班 1905020106 二等奖

24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追溯红色记忆/重温革命情怀

唐玉容/何淑雯/朱
文静/孙玉竹/余兰

兰
生物工程学院

19食安1班/19食安1班/19应数4班
/20食安1班/19食安1班

1913030128/ 
1913030110/ 
1913030140/ 

2013030117/ 1913030134

二等奖

25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缅怀革命先辈/传承雨花不灭红魂

包悦/张云峰/陈思
绮/陈晨晔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金融工程1班 1905030138 二等奖

26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华皖知贤——助力乡镇教育

谢子锋/张芹芹/许
广宝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会计学1班、19会计学1班、19

会计学2班
1912020136/ 

1912020144/ 1912020237
二等奖

27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张思维/叶艳萍/王
芳/薛露

文学与传播学院 20广告学2班
2002020242/ 
2002020238/ 

2002020224/ 2002020234
二等奖

28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故游他年芳草绿/重温红色革命史

王奕璇/吴鹏茵子/
陈思雨/鲍畅/田和

燕/丁灿灿
外国语学院

20英语2班/20英语2班/20英语2班
/20英语2班/20英语2班/20英语2

班

2003010227/ 
2003010228/ 
2003010204/ 
2003010201/ 

2003010222/ 2003010206

二等奖

29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留守儿童的云教育调查报告 徐小雪 电子工程学院 18物理学1班 1806010129 二等奖

30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倾听革命老兵/记忆峥嵘岁月

张远/吴海燕/王金
胜

计算机学院 20计科（升本）1班
2008310135/ 

2008310125/ 2008310122
二等奖

31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皖南事变及其影响——基于泾县皖南事变
遗址的调研报告

陈愉/段腾瑞/李惠/
聂洺/杨逸婷/左琪

外国语学院 20商务英语3班

2003020302/ 
2003020305/ 
2003020312/ 
2003020320/ 

2003020333/ 2003020340

三等奖

32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云岭新四军的调研报告——缅怀丰功
伟绩，传承红色精神

李苹苹/包俊莉/王
灿/王婧/王玉冬/姚

银丽/周芸欣
外国语学院 20英语1班 

2003010114/ 
2003010101/ 
2003010123/ 
2003010124/ 
2003010128/ 

三等奖

33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革命老区金寨县的过去和现在的调研
报告

叶金菊 外国语学院 18英语2班 1803010231 三等奖

34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挖掘井冈山红色精神/建设中国人精神文
明

潘子祥/杨帅斌/夏
露/杨娟娟/徐天龙

电子工程学院
18通信3班/18通信2班/19通信1班

/17通信2班/17通信2班

1806030318/ 
1806030233/ 
1906030130/ 

1706040231/ 1706040230

三等奖



35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重读红色经典——红色经典的当代表达与
创新

张彦斌/马嘉伦/范
孟祥

文学与传播学院 20戏剧影视文学2班
2002040224/ 

2002040212/ 2002040203
三等奖

36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传承，不忘初心” 江川 美术与设计学院 18动画1班 1809050107 三等奖

37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之旅再渡江/不忘初心勇前行

马路伟/祁志畅/谢
永恒/杨骏超/赵楚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思想政治教育2班

2015010218/ 
2015010219/ 
2015010231/ 

2015010235/ 2015010242

三等奖

38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将红色基因注入新征途

赵雨梦/何雨菲/陈
艳/李钰钰/郑娟/王

佳怡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201班

1912010145/ 
2002010110/ 
2002010105/ 
2002010118/ 

2002010149/ 2002010130

三等奖

39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皖江戏曲文化调研报告

葛沐阳/邹新馗/沙
奇相/尉春早/赵心

月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材料化学1班

2007020107/ 
2007010243/ 
2007040133/ 

2007040127/ 2007010249 

三等奖

40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金寨 赵昕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9化学工程与工艺1班 1907030144 三等奖

41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论红色旅游文化对当代旅游业带来的影响

李治/马宇然/魏霜/
余慧芬/吉庆涛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视觉传达设计2班/19美术学2班

1909040205/ 
1909040209/ 
1909040217/ 

1909040220/ 1909040204

三等奖

42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家乡农村脱贫的调研

连德烨/徐毅松/赵
创新/王佳音/孙琴/

贾雪昊
音乐学院

19音乐表演2班/19音乐表演2班
/19音乐表演2班/19音乐表演2班
/19音乐学1班/20音乐表演2班

1911020211/ 
1911020220/ 
1911020226/ 
1911020217/ 

1911010117/ 2011020208

三等奖

43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精神——关于如何加强红色思政教育
的研究

沈梓文/童佳文/徐
诺/闵梦萍/叶梦兰/

宫袁娜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思想政治教育1班

2015010123/ 
2015010127/ 
2015010133/ 
2015010119/ 

2015010136/ 2015010108

三等奖

44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追寻毛主席足迹研究红色文化

李思维/闫业勤/王
陈娟/杨炎倩/夏明

珠
文学与传播学院

19汉语言文学3班/19戏剧影视文
学1班/19汉语言文学3班/20新闻

学2班/20汉语言文学1班

1902010318/ 
1902040131/ 
1902010330/ 

2002030235/ 2002010139

三等奖

45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生当作人杰，死亦当鬼雄——学“枫”之
旅调研报告

常招娣/马杨杰/王
雅妮/夏梓涵/张湫

云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思政2班/19思政1班

1915010201/ 
1915010220/ 
1915010228/ 

1915010135/ 1915010144

三等奖

46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追溯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的
调研报告

孟晴 外国语学院 20商务英语2班 2003020220 三等奖



47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范晓情/汤佳乐/陈
丽君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1班/19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4班/19数学与应用

数学1班

1905010107/ 
1914020425/ 1905010104

三等奖

48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陈慧敏/胡蔷薇/黄
张烨/李昕冉/强传

意/苏环
外国语学院 20商务英语3班

2003020301/ 
2003020309/ 
2003020310/ 
2003020314/ 

2003020321/ 2003020323

三等奖

49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团队赛 承红色基因/颂中华文化

曹锐/葛周伟/束凌
倩/周娜娜

教育学院 20小学教育2班
2004010201/ 
2004010206/ 

2004010220/ 2004010241
三等奖

50
视频制作+调研

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精神/砥砺人生 伯佳蔓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4班 1906040101 三等奖

51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淮海战役红色文化
邬娇娇/王小萍/王
兵/范小艺/韦洁

电子工程学院
17通信2班/17通信2班/18通信1班

/18通信3班/18通信3班

1706040227/
1706040225/
1806030125/
1806030306/
1806030327

一等奖

52 视频制作组   团体赛 丰碑
卞心娟/方志涛/管
涛/贾辰辉/叶脉/张

理想
计算机学院 18数字媒体技术1班

1808050104/ 
1808050109/ 
1808050111/ 
1808050114/ 

1808050135/ 1808050138

一等奖

53 视频制作组 团体赛 传承红色精神/凝聚时代力量 张旭/潘甜甜 计算机学院 20计科2班 2008310234/ 2008310216 一等奖

54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闪闪红歌照我行

李胜胜/徐秋子/谢
雨佳/杨静宜/许明
月/许蓉/叶春妮/高

悦/杜娟

音乐学院
生物工程学院

19音乐学3班/19音乐学4班/19音
乐学2班/19音乐学2班/19音乐学2
班/19音乐学4班/19音乐学4班/19

音乐学3班/19生物制药2班

1911010310/
1911010422/
1911010222/
1911010224/
1911010223/

一等奖

55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点点红星汇宏光
傅金晨/杨悦/王沐
梓/姜宇晗/刘锦宇/

梁秋玲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科2班

2013010207/ 
2013010229/ 
2013010223/ 
2013010213/ 

2013010217/ 2013010216

一等奖

56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南屏山王枫烈士纪念
黄秋荻/曾繁华/汤

澳越/屈亚敏

外国语学院/文学
与传播学院/经济
与管理学院/金融

与数学学院

19英语2班/19汉语言文学1班/19
会计学2班/19金融工程2班

1912020215/ 
1902010102/ 

1912020226/ 1905030224
一等奖

57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何招弟/常凯贺/杨
馨悦/李梓瑶/阚文

丽/王圣琦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1班
2007010111/  

2007010102/ 2007030217  
二等奖

58 视频制作组 个人赛 焕然一新的家乡 郝芊芊 计算机学院 20软件工程2班 2008040208 二等奖



59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从筝曲《春到拉萨》体悟红色文化
马泽浩/王思源/兰

青雯
音学学院

20音乐学1班/20音乐学1班/20音
乐表演2班

2011010113/
2011010119/
2011020210

二等奖

60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洛八办
蒋怡茹/陈春扬/ 马

宇欣/李云云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物工程1班

1913020107/     
1913020102/        
1913020113/     
1913020109

二等奖

61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谁是最可爱的人

杨婕/樊于涛/钟胡
雨晨/王宇/王菊华/
穆东燕/梁启玲/刘

娴哲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物工程2班/20生物工程1班
/20生物制药1班/20生科2班/20生
科2班/20生科1班/20生科1班/20

生物制药2班

2013020229/ 
2013020108/ 
2013040138/ 
2013010225/ 
2013010222/ 

二等奖

62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回忆红色记忆
李舒文/李卫成/汪

学文/许亚玲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物制药1班/20园林2班/20园
林2班/

20生科1班

2013040112/
2013210214/
2013210225/
2013010128

二等奖

63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先辈在我心中/奋斗永不停歇
王平平/王雪莲/夏

珺
生物工程学院 20食品安全1班

2013030121/   
2013030123/  
2013030128

二等奖

64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走进小岗村
谢妹/王雅莉/肖海

艳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物制药2班

1913040231/ 
1913040229/ 1913040230

二等奖

65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戚爱婕/张辛/古丽
米热/刘璇/何子怡/

奚韦韦
文学与传播学院 19汉语言文学1班

1902010126/ 
1902010142/ 
1902010109/ 
1902010123/ 

1902010111/ 1902010135

二等奖

66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校园青年红色基因指数研究
周科/谢国庆/吴超/
吴玲玉/胡健/尤嫚

茹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高分子1班

2007040147/  
2007040115/  
2007040134/  
2007040135/  

2007040137/ 2007040142

三等奖

67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重走长征之路/学习红色精神 王磊/黄鑫/杨毅 电子工程学院
19通信工程2班/                    

19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2班/19物
理学1班

1906030225/                     
1906040208/                      
1906010137

三等奖

68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追溯红色记忆/不忘党史初心
 刘泽雨/高庆霖/孙

大杰/江林硕
计算机学院 19网络工程1班

1908020121/ 
1908020108/ 

1908020127/ 1908020115
三等奖

69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沧桑风云成就璀璨辉煌
赵越/张锦书/李高

远/马兰奇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2班

1905010240/ 
1905010236/ 

1905010211/ 1905010217
三等奖

70 视频制作组 个人赛 党带我们进小康 韦龙 音乐学院 19音乐表演1班 1911020119 三等奖



71 视频制作组 团赛队 我眼中的红色遵义 杨旭/余悦/马慧琴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物工程1班
1913020130/   
1913020134/    
1913020112

三等奖

72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陇原曙光”
李云云/王硕/马宇

欣/蒋怡茹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物工程1班

1913020109/        
1913020122/     
1913020113/    
1913020107

三等奖

73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重温渡江战役
马宇欣/蒋怡茹/李

云云/ 张佳盈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物工程1班/19生物工程1班
/19生物工程1班/20生物工程2班

1913020113/        
1913020107/      
1913020109/     
2013020231

三等奖

74 视频制作组 个人赛 军垦之旅 陈欣怡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物制药2班 1913040201 三等奖

75 视频制作组 个人赛 传承红色精神 戴承欢 生物工程学院 20食品安全2班 2013030203 三等奖

76 视频制作组 个人赛 传承红色基因/实现伟大复兴 乔倩倩 生物工程学院 20食品安全1班 2013030116 三等奖

77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归兮
滕宏斌/熊敏/何广

慧/刘杨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环境设计1班 /19环境设计3班
/18环境设计1班

1909020113/  
1909020117/ 

1909020304/ 1809020110
三等奖

78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光辉岁月/不忘初心
刘杨/李东旭/杨伊
琳/腾宏斌/戴军

美术与设计学院
18级环境设计1班/19级环境设计3
班/19级环境设计3班/19级环境设

计1班/19级动画1班

1809020110/  
1909020307/  
1909020318/  
1909020113/  
1809050103

三等奖

79 视频制作组 个人赛 家乡抗战事迹 杨阳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美术学3班 1909010321 三等奖

80 视频制作组 团队赛 归于历史/归于故里
熊敏/何广慧/滕宏

斌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环境设计1班/19环境设计3班
/19环境设计1班

1909828117/
1909020304/
1909020113

三等奖

81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深挖红色革命老区,探索红色旅游新形势
——关于安徽省金寨县红色旅游的调研报

告

刘莉莉/朱长兴/刘
金宝/李倩文/孙勇
杰/袁志鹏/杜思雨

教育学院/生物工
程学院/计算机学
院/经济与管理学
院/体育学院/外国
语学院/计算机学

18小学教育1班/18食品质量与安
全2班/18网络工程1班/18市场营
销1班/18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1班
/18师范英语4班/18网络工程3班

1804010117/ 
1813030239/ 
1814040116/ 
1812210117/ 
1810020115/ 

一等奖

82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搭建云端跨校合作,探索“红色”筑梦新
模式——以淮南师范学院与上海机电学院

为例

王雅菊/崔珂/王敏/
王园园/余莉/司永

航

教育学院/计算机
学院/

上海电机学院

18小学教育2班/18小学教育4班
/18软件工程1班/19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2班

1804010230/ 
1804010405/ 
1804010229/ 
1808040130/ 
1804010237/ 

一等奖



83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渡江精神生生不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基于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调研报告

王策策/汤琪 教育学院 18小学教育2班/18小学教育3班 1804010228/1804010325 一等奖

8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坚守初心情怀,赓续红色血脉——关于寿

县红色文化的调查报告

姚瑶/钱蓉/胡蕾燕/
夏品华/江俊杰/余

坦妮
文学与传播学院

18汉语言文学1班/19汉语言文学2
班/18汉语言文学2班/19汉语言文
学2班/19汉语言文学2班/19汉语

言文学2班

1802010137/ 
1902010226/ 
1802010212/ 
1902010235/ 

1902010213/1902010238

一等奖

8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精神永流传——农村留守儿童红色教

育开展情况调研报告
郑钰洁/印吉羽/柴
淑楠/张瑾/徐国凤

教育学院
18学前教育1班/18应用心理1班

/18学前教育3班

1804020147/ 
1804020132/ 
1804030102/ 

1804210133/1804210127

一等奖

86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百年红色文化在社会群众中的传承状

况

王莹莹/戴玥/祁志
畅/徐梦莹/杨佳乐/

杨丹/王婉婷

教育学院/文学与
传播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机械与
电器工程学院/美
术与设计学院

20小教1班/20汉语言文学2班/20
思想政治教育2班/20广告1班/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班/20

汉语言文学2班/20动画1班

2004010127/2002010206/ 
2015010219/2002020132/ 
2014040132/2002010241/ 

2009050119

一等奖

87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文化被大众所了解程度 吴鑫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班 2007040136 一等奖

8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纪“红色回忆”
孙文硕/马文君/匡
馨悦/黄靖茹/杨玉

峰/刘静/盛伟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工程与工艺2班

2007030227/ 
2007030222/ 
2007030212/ 
2007030215/ 
2007030220/ 

一等奖

89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感受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的调研报

告
赵雨婷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工程与工艺2班 207030246 一等奖

90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少年强则国强 李雪佳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9材料化学2班 1907020217 一等奖

91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高效推进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的路径 王平平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9材料化学2班 1907020226 一等奖

92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保护革命遗址发展红色旅游调研报告 马杰/唐世宇/汪嘉骏 电子工程学院
20电子信息工程1班/20电子信息

工程1班/20物理学2班 
2006020119/2006020125/

2006010224
一等奖

93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追溯红色革命

发扬红色文化精神调研报告
张智柔/张婉婷/彭

薇
电子工程学院

20电子信息工程1班/20电子信息
工程2班/20物理学1班

2006020140/ 
2006020237/2006010119

一等奖

9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温红色历史,传优良文化,承坚定信念”

主题社会调研报告
吴湘怡/郜静静/彭

文杰
电子工程学院

19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2班/19电
子信息工程2班

1906040226/1906040206/ 
1906020219

一等奖



9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安徽省 “宣纸”的传承与发展 
——“坚守古法浆制,传承指尖匠心”

潘玉枝/孙国秀/王
芳/张庆庆

电子工程学院
19通信工程1班/20物理学1班/20

物理学1班/20物理1班

1906030119/ 
2006010121/ 

2006010126/ 2006010138
一等奖

96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故事调研报告
范婷芳/胡学鑫/吕
桂如/任晨辰/张萌/

赵婷婷
电子工程学院

18电子信息工程1班/18电子信息
工程2班/18电子信息工程1班/18
电子信息工程4班/18电子信息工

程2班/18电子信息工程2班

1806020106/ 
1806020209/ 
1806020117/ 
1806020419/ 

1806020236/ 1806020238

一等奖

97 调研报告组 集体
探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的红色文化教育与传承调研报告
田月/曹锐/邬崇明 电子工程学院 18物理学1班

1806010119/ 
1806010101/ 1806010126

一等奖

9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大学生对家乡红色文化了解调研报告
彭哲/孔海浩/王壮/
丁聪/夏丽华/汪芯

萍
法学院

19社会工作2班/19法学1班/19法
学1班/19文产2班/19法学2班/19

社会工作2班

1901210229/ 
1901010142/ 
1901220207/ 
1901010242/ 

1901210244/ 1901010107

一等奖

99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弘扬红色精神加快推进经济县跨跃发展
朱晓雨/胡肖肖/魏

迪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物流工程1班/19会计学1班/19
物流工程2班

1912060145/ 
1912020114/ 1912060231

一等奖

100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合肥蜀山烈士陵园调研 李壮志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20自动化1班 2014010117 一等奖

101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文化焕时代光芒 成宇璇/刘伊凡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18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2班/18轨

道交通信号与控制2班
1814030203/1814030218 一等奖

102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传承红色基因/不负时代使命 王智强 计算机学院 20物联网工程1班 2008030132 一等奖

103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文化的传承
张婷/周汪璐/郑美

琪
计算机学院 20物联网工程2班

2008220251/ 
2008220254/ 2008220253

一等奖

10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长征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李佳乐/马旭/曹鑫

凯
计算机学院 20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2班

2008050217/2008050223/ 
2008050201

一等奖

10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红船精神的调研报告
沈子豪/贺学智/沈

磊
金融与数学学院 18数学与应用数学1班

1805010122/1805010108/ 
1805010143

一等奖

106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探寻红色故里/品味红色事迹
任思雨/刘格婷/李
晓龙/年梦梦/方瑞

林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金融工程1班/20金融工程2班
/20金融工程1班

1905030125/ 
1905030121/ 
1905030119/ 

2005030223/ 2005030106

一等奖



107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革命老区经济转型研究—以安徽金寨为例
张冰冰/胡永信/张
杰/王书婷/王雨婷

音乐学院/经济与
管理学院/经济与
管理学院/经济与
管理学院/音乐学

院

19音乐表演1班/19电子商务1班
/19电子商务1班/19电子商务1班

/19音乐学3班

1911020124/ 
1912040108/ 
1912040142/ 

1912040130/ 1911810320

一等奖

108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王安妮 生物工程学院 20食品安全2班 2013030219 一等奖

109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宣城市红色精神生存状况调研报告
邹梓航/马梦南/张
润年/熊葳/徐磊

生物工程学院 19园林2班

1913210245/ 
1913210220/ 
1913210240/ 

1913210233/ 1913210234  

一等奖

110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重走长征道路/追寻红色记忆
王柳芳/徐雨/李娟

玲/吴慧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制1班

1913040126/ 
1913040133/ 

1913040112/1913040130
一等奖

111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寻红色旧址/感革命精神 许笑寒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科2班 2013010227 一等奖

112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学习传承红色精神以及红色精神在新时代

的展现

张氐/李梦儒/吴多
娇/刘梦蝶/梁婷婷/
冯新妮/朱影/孙欣

竹

美术与设计学院 18美术学2班

1809010224/1809010229/
1809010220/1809010212/
1809010211/1809010206/
1809010227/1809010216  

一等奖

113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小甸集”特支“的红色党史研究
吴文慧/费思媛/钮

肇雨

外国语学院/外国
语学院/计算机学

院

19英语1班/20商务英语3班/18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1班

1903010128/ 
2003020306/1808010126

一等奖

11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欢庆建党百年/输出红色文化
胡蝶/徐郁文/张艺

乐/武春笛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产品设计3班/19产品设计3班
/19产品设计2班/19产品设计2班

1909030305/ 
1909030317/ 

1909030222/ 1909030215
一等奖

115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人物红色文化调研报告 刘家丽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美术学3班 1909010311 一等奖

116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革命老区易县的过往和现状的调研报告 王明亮 体育学院 20体育教育1班 2010010123 二等奖

117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

位和作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的调查
李友玲 体育学院 18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1班 1810020103 二等奖

11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新时代视阀下的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以

合肥为例
刘悦如/尤雨蒙/顾

雅婷/刘俊滔
文学与传播学院

20广告学2班/20广告学1班/19汉
语言3班/19戏剧影视文学1班

2002020216/2002020139/ 
1902040113/1902010309

二等奖



119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风卷红旗如画——淮南早期共产党人调查 王鹏/张帆/姚瑶 文学与传播学院
17汉语言文学2班/18汉语言文学1

班/18汉语言文学1班
1704030231/1802010140/ 

1802010137
二等奖

120 调研报告组 团体赛 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调研报告
潘祎祯/孙佑浩/刘
尹琪/汪晓宇/罗裕

外国语学院/文学
与传播学院/文学
与传播学院/经济

与管理学院

18商务英语1班/18汉语言文学1班
/ 18汉语言文学3班/19会计学2班

1803020118/ 
1803020123/ 

1802010119/1912020220
二等奖

121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辉
韩宇/于潇/邓磊/杨

嘉/吴芳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物流工程2班

2012060110/ 
2012060145/ 
2012060205/ 

2012060241/2012060238

二等奖

122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活动调研报告 陈蕊蕊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财务管理1班 2012050102 二等奖

123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疫情横行,人才辈出,再现“红色精神”的

调查报告
董佩陇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材料化学2班 2007020204 二等奖

124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探访记忆中的红色/传承红色经典的

调研报告组 
王梦如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工程与工艺2班 2007030231 二等奖

125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文化在大众范围内的传播及其影响深

度
周秦杰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工程与工艺1班 2007030149 二等奖

126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重走长征之路,共筑青春之行”——青

年学子重回革命地的分析调研报告
陈雨星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高分子材料与工程2班 2007040202 二等奖

127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记忆中的黄山故事的调研调查 刘欣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高分子材料与工程2班 2007040221 二等奖

12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旅游调研报告
张帆/朱硕硕/朱芷

若/周华美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2班

2007010245/2007010238/ 
2007010247/2007010248

二等奖

129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返回家乡看变化的调研报告 孙佳美/李净乐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材料化学1班 2007020128 二等奖

130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永记党恩,继往开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况欣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9材料化学2班 1907020214 二等奖



131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建党90年来现存红色标语调查报告 王霞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9材料化学2班 1907020227 二等奖

132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挑战杯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杨馨悦/何招弟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3班 2007030140 二等奖

133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当代青年对红色文化的了解程度的调

研报告组

王峙琛/吴鑫/周秦
杰/朱娓娓/顾婉婉/

王洛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工艺1班/20高分子2班/20高
分子1班

2007030149/ 
2007030131/ 
2007040248/ 
2007010128/ 

2007040136/2007030110

二等奖

13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红色文化传承的调研报告
张少甫/胡辰旭/金

灿
电子工程学院

19电子信息工程2班/19电子信息
工程2班/19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1

班

1906020236/1906020210/ 
1906040109

二等奖

13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事迹调研报告
张文龙/黄鑫/苌格

格
电子工程学院

19电子信息工程2班/19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2班/19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1班

1906020237/1906040102/ 
1906040208 二等奖

136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对金寨县革命的老区红色文化调研报

告
叶长松/石俊龙/赵

雪茹/程青瑀
电子工程学院

19通信工程2班/19通信工程1班
/19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2班/19电

子信息工程1班

1906030237/1906030120/ 
1906040238/1906020104

二等奖

137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调研报告
杨忍/石如梦/朱惠
敏/李晓健/刘亚琦

电子工程学院
18物理学2班/18物理学2班/18物
理学2班/18物理学2班/17物理学1

班

1806010231/1806010217/ 
1806010239/1806010212/ 

1706010122
二等奖

13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宋庆庆/李杨/王程/

邹宇梦/陆鹏
电子工程学院 20电子信息工程（升本）1班

2006320118/2006310112/ 
2006310121/2006310127/ 

2006310116
二等奖

139 调研报告组 团体赛 大别山红色旅游专项规划
陈晨/马申奥/安思

丽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4班/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3班/19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4班

1914020403/1914020320/ 
1914020401

二等奖

140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红色基因传承现状的调研报告 徐闵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20机器人工程2班 2014050231 二等奖

141 调研报告组 团队 安徽省红色地区调研
陆星语/张勇/张琦/
武露露/甄严/吴婷/

苗家乐
计算机学院 20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1班

2008050121/2008050140/ 
2008050138/2008050132/ 
2008050141/2008050130/ 

2008050125

二等奖

142 调研报告组 个人比赛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先烈精神 韩孟雨 计算机学院 2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班 2008010111 二等奖



143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重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调查报告 杨帅兵 计算机学院 19软件工程1班 1908040132 二等奖

14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纸上得来终觉浅/躬行体悟红色心
黄正格/徐兴飞/李

雨洁/王亮亮
计算机学院

19网络工程1班/19软件工程1班
/19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班/19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1班

1908020113/1908030114/ 
1908040131/1908040126

二等奖

14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关于“红色文

化”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余梦芝/袁文鹏/吴
淑慧/周少奇/李享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1班
1905010133/1905010135/ 
1905010128/1905010141/ 

1905010113
二等奖

146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传承红色基因,共建乡村发展——基于废

旧衣物资源处理的调查研究报告
陈芳/谢心怡/于瑞 金融与数学学 18金融工程2班

1805030201/1805030229/ 
1805030232

二等奖

147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大学生红色精神传承与弘扬调研报告
刘颖/吕玟/张琳/赵

廷廷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3班/19数学与
应用数学3班/19数学与应用数学3

班/19数学与应用数学3班

1905010315/1905010316/ 
1905010337/1905010339

二等奖

14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基于长征之路的调研报告
田梦婷/陈志远/纪

俊杰
生物工程学院/法
学院/计算机学院

18食品安全1班/18法学2班/18软
工2班

1813030127/1801010252/ 
1808040211

二等奖

149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品味红色故事/传承红色文化
朱小凤/曹硕/杨敏/

刘迁/焦天龙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制1班

2013040140/2013040101/ 
2013040131/2013040115/ 

2013040109
二等奖

150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奇迹 张文蒙 生物工程学院 20园林2班 2013210240 二等奖

151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走访红色精神/凸显文化内涵 黄泽旗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制2班 2013040208 二等奖

152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重走红色足迹/锤炼坚定信念

张伟强/王赛红/丁
伟伟/朱瑞/杨启航/
赵浩东/丁雨/江露

露/干雨欣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科2班/19园林2班/19生科1班
/20生工1班/20生制2班/20生科1
班/20生工2班/20生工2班/20食品

安全1班

1913010238/ 
1913210226/ 
1913010106/ 
2013020140/ 
2013040230/ 

二等奖

153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传

入与发展
徐帆/关键/刘书会/

吴闽乐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19产品设计2班/19产品设计2班
/19思想政治教育1班/19思想政治

教育1班

1909030216/1909030205/ 
1915010117/1915010132

二等奖

154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历史进程和经验研究
刘家丽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美术学3班 1909010311 二等奖



15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浅析乡村经济与脱贫攻坚协调发展的旅游

扶贫新模式——以安徽黟县为例
 江警/季瑞琪/王浩

南/肖卓林
美术与设计学院

18环境设计3班/19环境设计2班/  
18环境设计1班/18环境设计3班

1809020306/1909020206/ 
1809020115/1809020317

二等奖

156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寻访革命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对城市主题

文化发展的意义及对策 
王雅玲/卫佳欣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视觉传达设计1班 1909040116/1909040117 二等奖

157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发展对策调研报

告
陈小莉/吕雯娣/司

胜洁  
美术与设计学院 18环境设计3班

1809020302/1809020310/ 
1809020312  

二等奖

15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经典永流传 张悦/王纯/陈宇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产品设计1班/19产品设计1班

/19产品设计3班
1909030123/ 

1909030112/1909030302
二等奖

159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的

调研报告
    赵旭伟 体育学院 19体育教育3班 1910010328 二等奖

160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孙叔霖 体育学院 19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2班 1910020213 二等奖

161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李季明 体育学院 19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2班 1910020207 二等奖

162 调查报告组 团队赛 挖掘党的红色精神在新旧时代体现
宋跃/沈安玉/崔佳

钰
文学与传播学院 20广告学2班

2002020220/2002020219/ 
2002020204

二等奖

163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弘扬红色基因 张庆如 外国语学院 20商务英语2班 2003020236 二等奖

16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调研报告
徐乐伟/陈思佳/王

敏/焦义蕊
外国语学院 20英语1班

2003010130/2003010104/ 
2003010125/2003010113

二等奖

16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军长征途中的红色题材食物调查报告
韩梦雅/王娟娟/程

潘悦/叶玲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会计学1班/19财管2班/19会计
学1班/20物流管理2班

1912020112/ 
1912050230/ 

1912020106/2012060243
二等奖

166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大学生红色化调研报告
邬瑜璠/徐帆/杨萌/

胡小倩/涂斌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财务管理2班 

1912050236/ 
1912050240/ 
1912050242/ 

1912050208/ 1912050227

三等奖



167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深入县城看发展/传承红色看未来
章聪利/白恩彤/刘
湘雨/李安然/茹培

月/刘海星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国际经济与贸易2班

2012010246/ 
2012010201/ 
2012010219/ 
2012010214/ 

2012010223/ 2012010218

三等奖

168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调查报告 周滢滢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电子商务（升本）1班 2012310142 三等奖

169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 盛睿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财务管理2班 2012050220 三等奖

170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大学生共青团员状况调查报告 盛莹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会计学2班 2012020219 三等奖

171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专项赛调研报告——刘邓大军挺进大

别山
林文燕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市场营销2班 2012210223 三等奖

172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同心战疫/同屏共振 葛格/盛思晗/陈茹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会计学2班
1912020210/1912020223/ 

1912020203
三等奖

173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红色文化传承现状的调研报告
汤顺达/汪妍/郭子

涵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国贸1班

1912010127/1912010128/ 
1912010109

三等奖

174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走进家乡/走近家乡 严宏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国贸2班 1912010234 三等奖

17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李佳乐/吴星月 /李

偲/王珂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财管1班/19财管2班/19财管2班
/19财管2班

1912050113/ 
1912050238/ 

1912050215/ 1912050231
三等奖

176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挑战杯调研报告 蒋梦凡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国际经济与贸易1班 2012010113 三等奖

177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红色旅游资源对培育大学生使其成为

时代新人的作用
王宇航/胡汪航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物流工程2班 2012060234/ 2012060211 三等奖

178 调研报告组 团体赛
传承红色基因,学“两弹元勋”邓稼先伟

大精神
杨林/曹胜男/汪金

豹

教育学院/电子工
程学院/电子工程

学院

19小学教育1班/18通信工程2班
/19通信工程2班

1904010136/ 
1806030201/ 1906030223

三等奖



179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寻找红色事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凌云鹏/汤文翔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工程与工艺1班/20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2班
2007040130/2007030219 三等奖

180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革命红色精神在农村的调研  刘得雨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材料化学1班 2007020120 三等奖

181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农村电商综合服务综合分析--关于灵璧县
大路乡苏宅村村邮乐购的情况调研报告

蒋思琪/刘娜/胡琪
煜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9化学工程与工艺1班 1907030116 三等奖

182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厕所改造改建调查

——以安徽岳西农村厕所改建为例
王子钰/王金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高分子材料与工程2班 2007040232 三等奖

183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在学生

认识的调查报告

储云飞/杨乐情/凌
秀楠/姚明祥/叶雨

露/张宇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班
2007040105/ 

2007030238/ 2007030141
三等奖

184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苗族文化与苗族服饰的发展与传承

——最美苗家魂
余喆羽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材料化学2班 2007020244 三等奖

18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现代大学生对传承红色文化的传承意

识的调研报告组
程宇/梁盼盼/白月

姝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9化学工程与工艺1班/19化学工
程与工艺2班/19化学工程与工艺2

班

1907030106/1907030201/ 
1907030221

三等奖

186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中国红色革命道路了解情况调研 宋钊文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1班 2007010123 三等奖

187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关于红色革命精神生存现状的调研报告 汪俊宇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材料化学2班 2007020231 三等奖

188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旅游发展——以安徽

实施乡村旅游“四大工程”
尉春早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高分子材料与工程2班 2007040233 三等奖

189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时代发展过程中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调研与

反思
刘欣/王瑞雪/徐犁

金/何倩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高分子2班/19化学2班/20材化2

班/19化学2班
2007040221/1907010231/ 
2007020241/1907010211

三等奖

190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红色革命精神传承的调研报告
孙佳美/宛心雨/史
珂/孙梦蝶/孙田静/

阮冰洁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材料化学1班 2007020125 三等奖



191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脱贫攻坚/凯歌奏响
杨馨睿/吉可心/张

超杰/李园园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9化学工程与工艺1班

1907030138/1907030115/ 
1907030140/1907030121

三等奖

192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大学生职业规划现状调查及其对策 张雅昕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19化学工程与工艺2班 1907030242 三等奖

193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中国红色革命道路了解情况调研 宋钊文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1班 2007010123 三等奖

194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红色旅游景点调研报告组 朱婉晴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

院
20化学工程与工艺2班 2007030248 三等奖

19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中印边境冲突探究及革命精神继承的

调研
倪克松/艾璐璐/王

宝轩/ 宋宁宁
电子工程学院

19通信工程1班/20通信工程1班 
/20电子信息工程1班/19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1班

1906030118/ 
2006030101/ 

2006020126/ 1906040119
三等奖

196 调研报告组 团体赛 寿县近年发展调研报告

沈雪梅/刘飞凡/汪
晓涵/杜光鑫/马虎
牛/刘思雨/孙小玲/

吴斯/谢宇洁

电子工程学院

18电子信息工程3班/18电子信息
工程3班/18电子信息工程3班/18
电子信息工程3班/18电子信息工
程3班/18电子信息工程3班/18电
子信息工程3班/18电子信息工程4

1806020320/ 
1806020313/ 
1806020323/ 
1806020305/ 
1806020317/ 

三等奖

197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成长专列-农村留守妇女现代社会融合项

目
郭婷婷/李丽娜/徐

礼园/左丽娟
法学院 18社会工作1班

1801020106/ 
1801020111/ 

1801020130/ 1801020145
三等奖

19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如何更好传承红色基因——以六安市

独山镇为例
朱新宇/杜美燕/王
雨娟/严雪梅/陈可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19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3班/19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班/19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3班/19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3班/19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3班

1914020342/1914020207/ 
1914020330/1914020334/ 

1914020304
三等奖

199 调研报告组 团体赛
复刻红色记忆,发展红色旅游,创新乡村脱

贫
陆晓雪/张颖/陈淼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

18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2班/18轨
道交通信号与控制2班

1814030219/ 
1814030237/ 1814030202

三等奖

200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专项一家乡振兴,疫情防控
邓友慧/刘卫燕/张

森森
计算机学院 1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班

1908010205/ 
1908010221/ 1908010241

三等奖

201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来安县半塔烈士陵园调研报告 曹新雪 计算机学院 19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1班 1908050101 三等奖

202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杨镇下乡考察报告
张雨奇/汤贝贝/何

雪垠
计算机学院

19物联网工程2班/19物联网工程2
班/19物联网工程1班

1908230248/ 
1908230231/ 1908030108

三等奖



203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电商助推扶贫发展”调研报告 程良翠/张雪 计算机学院
19网络工程2班

19物联网工程2班
1908220203/1908230246 三等奖

20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无锡红色之旅
吴昊/张鹏昊/戚永

杰
计算机学院 19软件工程1班

1908040128/1908040135/ 
1908040120

三等奖

20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专项大赛调研报告
韩文彬/施晋/王素
群/黄小迪/邵娜

金融与数学学院 18数学与应用数学2班
1805010207/1805010222/ 
1805010227/1805010209/ 

1805010243
三等奖

206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深入调查吴圩镇革命精神和城乡振兴 张帆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1班 1905010136 三等奖

207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讲述红色故事/宣传红色事迹
黄国鹏/宋雨然/赵

翔
金融与数学学院 19数学与应用数学4班

1914040208/1906040220/ 
1914040242

三等奖

20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继承红色基因/继续前进
梁昕/杨贯豪/张鹏

鸣宇
音乐学院

20音乐表演1班/20音乐学1班/20
音乐学2班

2011020112/2011010123/ 
2011010227

三等奖

209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发挥音院艺术优势/服务乡村音乐
吴艳鑫/蒋颖/胡瑶

//许程
音乐学院

18音乐表演1班/19音乐表演1班
/19音乐表演1班/19音乐表演1班

1811020123/1911020110/ 
1911020108/1911020121

三等奖

210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筝曲《春到拉萨》中红色文化 王思源/孙书娟 音乐学院 20音乐学1班/20音乐学3班 2011010119/2011010316 三等奖

211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邓宇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工1班 2013020106 三等奖

212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看家乡发展
张婷婷/王瑞/李明
阳/张友先/祁燕/刘
瑞娜/楚紫微/胡婷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工1班/20生工1班/20生工1班
/20园林2班/19生工2班/19生制2

班/19生制2班 

2013020134/ 
2013020126/ 
2013020116/ 
2013210241/ 
1913020214/ 

三等奖

213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乡村振兴调研报告 陈芊朵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科1班 2013010102 三等奖

21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家乡发展变化调研报告

张晓彤/林贝佳/陈
芊朵/管昊彬/祁燕/
刘瑞娜/楚紫微/胡

婷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科2班/20生科1班/20生科1班
/20生工1班/19生工2班/19生制2

班/19生制2班/19园林2班

2013010234/ 
2013010117/ 
2013010103/ 
2013020110/ 
1913020214/ 

三等奖



21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家乡振兴谋发展/红色大地焕新颜
郑彬清/黄紫琳/杨

雅杰/王宇/
陈晨

生物工程学院 20生科2班

2013010238/ 
2013010212/ 
2013010228/ 

2013010225/ 2013010202

三等奖

216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红色之旅

陈欣怡/ 李雯霏/王
宁南 /王相奕 /田
楚楚 /楚紫微 /许

东霞/ 张秀云

生物工程学院（前
七个人）教育学院

（第八个人）

19生制2班/19生制2班/19生制2班
/19生制2班/19生制2班/19生制2

班/19生制2班/19小教2班

1913040201/ 
1913040213/ 
1913040226/ 
1913040228/ 
1913040225/ 

三等奖

217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弘扬红色精神
曹龙程/郝刘艳/王

菊燕/陶成旭
生物工程学院

19生物科学1班/19生物科学2班
/19生物科学2班/19生物科学1班

1913010102/ 
1913010208/ 

1913010227/1913020119
三等奖

218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关于发展红色旅游的研究报告 姚瑶/郑雨欣/许薇 美术与设计学院 19美术学2班
1909010222/1909010224/ 

1909010221
三等奖

219 调研报告 个人赛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铺展乡村振兴画卷 江雨轩 文学与传播学院 19 汉语言文学4班 1912050210 三等奖

220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看闽宁村的发展/感受扶贫的力量
黄雅帆/宋柏婷/赵

微
文学与传播学院 19汉语言文学1班

1902010113/ 
1902010128/ 1902010144

三等奖

221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新时代关于加强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调

研报告

吴舒蓝/朱环环/郭
敏/田欣茹/吴言言/

周凌
外国语学院 19商务英语3班

1903020323/1903020335/ 
1903020306/1903020320/ 
1903020324/1903020334

三等奖

222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新时代城乡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以乡村

振兴为例
刘雨晴/陈玲/汤童
雨/潘新茹/李燕

外国语学院 20英语1班
2003010117/2003010103/ 
2003010121/2003010119/ 

2003010115
三等奖

223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助力国家精准扶贫/助力贫困家庭精准脱

贫
陶磊/石凡/韩梦雅 经济与管理学院

18电子商务2班/18电子商务2班
/19会计1班

1812040229/1812040226/ 
1912020112

三等奖

224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云送餐”医疗服务平台
胡华骅/李添玉/李
忠林/张子恒/苏静

宇

经济与管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教育

学院

18国际经济与贸易1班/19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1班/19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2班/19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2班/19小学教育2班

1812010114/1908010116/ 
1908010218/1908050241/ 

1912010125
三等奖

225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人口特征对脱贫进程影响的调研研究

——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

汪程远/胡涛/刘兴
存/盛莹/王欣玥/吴
子倩/程德林/陈杰/

吴家怡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会计学2班/20会计学2班/20会
计学2班/20会计学2班/20会计学2
班/20会计学2班/20会计学1班/20

会计学1班/20电子商务1班

2012020223/ 
2012020206/ 
2012020214/ 
2012020219/ 
2012020228/ 
2012020233/ 

三等奖



226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新型城镇化居民对住房需求的调查分析-

以淮南市为例

程德林/袁荣浩/汪
程远/王晓东/陈杰/
徐星月/程贤君/曹

芷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音乐学院

20会计学1班/20会计学1班/20会
计学2班/20会计学1班/20会计学1
班/20会计学1班/20市场营销1班

/20音乐学1班

2012020103/2012020143/ 
2012020223/2012020128/ 
2012020151/2012020137/ 
2012210109/1911010102

三等奖

227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我的三下乡社会实践之旅 胡芳玲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电子商务（升本）2班 2012310208 三等奖

228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贵州省乡村旅游扶贫 蒋津津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市场营销2班 1912210213 三等奖

229 调研报告组 个人赛 照亮前行的路 吕文巧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物流工程1班 2012060120 三等奖

230 调研报告组 团队赛 承红色基因/颂中华文化
曹锐/葛周伟/束凌

倩/周娜娜
教育学院 20小学教育2班

2004010201/2004010206/ 
2004010220/2004010241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