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湖南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
校团联字〔2016〕 7 号

关于表彰 2015～2016 年度青年传媒

“十佳”（优秀）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根据《关于做好 2015—2016 年度青年传媒先进集体和优

秀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校团字〔2016〕26 号）安排。根

据各学院及有关单位推荐，经校团委、校青年传媒中心审核，

评选出历史与文化学院等 8 个“青年传媒工作先进单位”、

青年文学网等 10 个“十佳青年学生媒体”、安盼等 180 名

先进个人。

希望以此树立青年传媒先进典型，促进校园传媒进一步适

应网络新媒体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共青团网络育人功能，引导

广大团员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附件:

1：2015～2016 年度青年传媒“十佳”集体和个人名单

2：2015～2016 年度青年传媒“优秀”个人名单

共青团湖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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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21 日



附件 1：

湖南师范大学 2015～2016 年度青年传媒

“十佳”集体和个人奖项名单

一、青年传媒工作先进单位

历史文化学院青年传媒中心

外国语学院青年传媒中心

文学院青年传媒中心

公共管理学院青年传媒中心

新传院青年传媒中心

旅游学院青年传媒中心

化学化工学院青年传媒中心

教育科学学院青年传媒中心

二、十佳青年学生媒体

青年文学网（网站）

文学院在线（网站）

团学经纬（电子日报）

商学院青年传媒中心（QQ 空间）

历文青传（微信公众平台）

左家垅皇家音乐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湖师大生科院（微信公众平台）

树达学院青年传媒中心（微信公众平台）



旅游学院团学平台“安叔”（微信公众平台）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三、十佳青年传媒干部

安 盼（公） 高金婷（历） 周 敏（旅） 吴侠兵（生）

曾青青（商） 沙玉岩（物） 彭佳仪（文） 施凡凡（新）

邢艺璇（医） 罗俐敏（资）

四、十佳青年传媒工作者

何兆婧（化） 田 甜（旅） 袁 丽（美） 张梦瑶（生）

邹思婕（商） 龚 桉（树） 娄继臣（体） 赵天蕾（外）

王书亚（文） 皮 轩（新）

五、十佳青年评论员

卢 可（法） 陈丽莹（公） 邵宇童（化） 秦 婷（教）

龙芳芳（商） 魏飞娟（数） 吴佳嵘（外） 曾慧珊（新）

王涵玥（医） 陈 卉（资）

六、十佳青年通讯员

方 芳（法） 葛津菀（工） 李林成（教） 何 月（历）

戴青青（旅） 韩媛媛（数） 周琳芝（外） 赵旭东（物）

李 超（新） 李冰玉（音）



附件 2：

湖南师范大学 2015～2016 年度青年传媒

“优秀”个人奖项名单

一、优秀青年传媒干部（20人）

钟厚基（法） 赖盈颖（法） 周恩玲（工） 刘凌君（公）

苗 壮（化） 林 仪（化） 周玲敏（教） 吴 瑶（旅）

谭 京（历） 康 璇（美） 王紫薇（商） 唐申庚（数）

蒋盈桂（树） 王洪浪（体） 杨 怡（外） 蔚莹琪（物）

谢吴越（文） 邹子聪（新） 杨 超（新） 陈安奇（医）

二、优秀青年传媒工作者（50人）

何玲英（法） 周英璐（法） 王瑞鑫（法） 韩昊彤（公）

刘妍妍（公） 周洁菲（公） 王金霞（化） 尹佳媛（化）

章盼雯（教） 陈玲玲（教） 叶振峰（教） 何 琪（旅）

刘 君（旅） 满延坤（历） 于如清扬（历） 李俏颖（历）

季新伟（美） 杨 帆（生） 余 阳（生） 孔令宇（生）

夏依婷（商） 向彦霖（商） 孙梦托（数） 王 筱（数）

黄贝诺（数） 刘加芯（数） 丁诗朗（树） 苏启湘（树）

揭若冰（外） 钟 慧（体） 孙百雄（体） 龙赛楠（外）

郑叶钰（外） 蒋洪鑫（物） 陈典涵（文） 王一帆（文）

方舒铭（文） 魏 楚（文） 顾心悦（新） 傅文琪（新）

曹竹坪（新） 赵艺颖（新） 周思思（新） 童姝贝（新）

曲可欣（音） 陈思宇（音） 秦 歌（医） 凌 静（医）



熊 瑞（医） 董亚男（资）

三、优秀青年评论员（30 人）

李 崭（法） 孙 文（公） 吴君妍（公） 黄玉玲（化）

唐 最（旅） 闫 乐（旅） 韩丽颖（旅） 向春桦（历）

李 晴（历） 石晶晶（历） 李 琼（生） 陈心迪（商）

欧阳雯（商） 朱倩倩（数） 毛慧婷（数） 欧值彤（数）

陈伟坤（树） 姚 姗（外） 谭 婧（物） 柯红梅（文）

周 旺（文） 朱天怡（文） 曹凌淑（文） 吴陈幸子（新）

朱彦谕（新） 翁丽玲（新） 刘文争（新） 卢雅君（新）

汤 海（医） 刘珍妮（医）

四、优秀青年通讯员（40 人）

梁银慧（法） 牟 莹（公） 李 欢（化） 李素颖（教）

唐 缘（教） 苏逸俊（教） 王思微（旅） 邹鑫蓓（旅）

郑 淼（历） 高慧娟（历） 舒 晨（历） 欧芷童（美）

李凡凡（美） 原玲玲（美） 张文瑾（生） 唐慧敏（生）

李从君（生） 陈雪华（商） 巩文杰（商） 王馨平（商）

董 钰（数） 陈精玲（树） 秦 丽（树） 刘芳容（体）

谢 静（外） 晏 冰（外） 彭永强（外） 杜雨晴（外）

黎楚芸（物） 郑璐佳（文） 曾贵华（文） 黄迎春（文）

庄德通（新） 霍梦雨（新） 李冰玉（音） 陈少仪（医）

蔡慧红（医） 廖楚庭（医） 黎 丹（资） 符 丹（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