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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信息学院 2021 年度荣誉榜
2021 年，信息学院全体师生紧密围绕“内涵建设、特色发展”的 8字方针，

培育信息产业经营管理人才，以一支德才兼备、理论先进、专业知识扎实、教育

教学能力强的师资队伍，持续优化教学科研和管理模式，不断探索应用型本科教

育创新的广度与深度，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为学生提供更多元、更广泛、更优

质的教育资源，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成果喜人。现将 2021 年光荣榜面向全校

师生公示，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打造特色育人品牌，助力学校内涵发展。

一 月

 学科竞赛

1月，在由全国高等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组委会举办的“2020 年全国高校计算

机能力挑战赛”中，双体软件精英产业学院齐晨飞同学获得华北赛区一等奖，梁

帅同学获得省赛二等奖，杨一帆同学获得省赛三等奖。

二 月

 完满荣誉

【志愿服务】2 月，艺术传媒学院志愿服务部在 2021 年度山西省宣传推选

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活动中，被推选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媒体传播

2月，在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举办的“传承的力量——春节”全媒体传

播系列活动中，三达书院、大学生记者团荣获“优秀组织奖”；李淳、程飞月、

步晓霞、宋明亮、闫红玉、闫鑫雨、陈晓敏、云智慧、牛嘉仪、卢菲同学共计

10 人荣获“优秀作品奖”。

三 月

 学科竞赛

3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指导，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主办，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专业委员会、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协办，厦门网中网软

件有限公司、中华会计网校提供支持的第四届全国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赛—

校内赛中，宁强华、徐苗老师荣获“优秀指导老师”称号，淬炼·国际商学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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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队车李英、王琳景、马艺璇、王蓉泽共计 4人，荣获校内赛团体二等奖。

3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四川省生态文明促进会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 2021 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环保知识竞赛，我校陈佳媛、狄雅萱、

史银东、李嘉荣荣获优秀奖。

 完满荣誉

【志愿服务】3 月，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公布了

2020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高校项目办绩效考核工作结果。经省级项目办

考核上报、全国项目办评审和公示，山西省共有 5 所高校获评“2020 年全国西

部计划绩效考核优秀等次高校项目办”称号，我校作为全省唯一一所民办高校获

此殊荣，这也是我校连续第六年荣获“全国西部计划优秀项目办”荣誉称号。

四 月

 学科竞赛

4月，在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CSIAM），山西赛区组委会举办的“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解振华、郑露露、王龙祥同学荣获省级二等奖；秦

文杰、于卓、安恺欣同学荣获省级三等奖。

4 月 18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主办、国信蓝桥教育科技（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二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在太原理工大学（明向校区）开赛，我校大数据学院齐晨飞、梁帅、杨杰同学获

二等奖；远景学院牛涵熙同学荣获 Java 软件开发本科 B组“三等奖”。

4月，在第二十三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比赛中，我校

刘雯琦同学荣获三等奖。

 完满荣誉

【志愿服务】4 月，《智慧中国》杂志社承办的 2021 智慧中国杯大学生“全

国两会”知识竞赛我校陈佳媛、李亚柔荣获一等奖，常家瑜、袁佳琪荣获二等奖。

其中，常家瑜、陈佳媛获“正式志愿者”称号。

4月，我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积极参与由狐友公益联合搜狐公益、中国支教

联盟共同发起的“微光公益行动·女童的绘本”公益活动，并荣获“2021 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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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公益社团”称号。

4 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关于 2020 年青春健康高校项目招标中标结

果的通知》，我校以青春健康专项志愿者服务队为依托申报的“‘伙伴计划

Ⅲ’——青春健康朋辈互助全覆盖行动”成功入选，获得 10000 元项目经费，我

校连续七年中标该项目。

4 月，我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申报的“环保志愿+”行动赋能计划、“‘伙

伴计划Ⅱ’——青春健康朋辈互助全覆盖行动”荣获阿里巴巴志愿服务基金会人

人三小时平台 2021 亲子志愿服务暨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行动年度 80 强，并获得

10000 元激励经费。

五 月

 学科竞赛

5月，由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主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

等财经教育分会指导、西安石油大学承办，广州市福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

2021 年第四届“能源杯”全国大学生财会技能挑战赛，我校淬炼·国际商学院

许德芳、赵云芳老师带领财务管理（专升本）2009 班谢子恒、樊馨、石金晶、

财务（专升本）2006 班严佳伟同学荣获“三等奖”。

5 月，在东方财富 APP 与淬炼·国际商学院承办的“势在必得 股市争霸”

模拟炒股大赛（校赛）中，财务管理 1904 班张乐乐荣获一等奖。

5月，由中国市场协会、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

主办的“第十二届社科奖-全国高校市场营销大赛”，庞婷老师指导的高夏宁、

都倩倩、张晓霞、王宇露同学荣获“三等奖”。

5月，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举办的“城市生活开发应用软件V1.0”

大赛中，杨奕帆荣获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大赛中，李晖

荣获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掌医移动应用软件V1.0”大赛中，梁帅荣获软件著

作权登记证书。

5 月 23 日，在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主办的

第十三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中，我校化荣同学获全国竞赛优秀奖、山西



4

赛区竞赛三等奖，刘婷婷获得优秀指导老师奖。

5月，在由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组委会举办的“第十二

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山西赛区决赛中，双体软件精英产

业学院学生齐晨飞、杨杰获得省赛二等奖；牛涵熙、江龙浩、李爽获得省赛三等

奖；刘金良、邸志国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5 月，在 2021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全国总决赛暨（新

加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中国地区选拔赛中，韩金玉、秦之田、关烨元、巩佳敏、

郑晓璇同学的参赛作品《梭子鱼品牌策划》获一等奖，童慧、殷少华获最佳指导

教师；李雨洋、蔚秀娇、张杨、马俊岩、朱伟栋的参赛作品《“陶字工坊”品牌

策划》荣获一等奖、最佳创意奖，指导老师：路丽莎、陈江会。

5月，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承办的第二届全国高校“一带一路”

知识竞赛，我校李亚柔同学荣获二等奖。

 完满荣誉

【志愿服务】5 月，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明办联合发布新时代文

明实践暨“扶志扶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我校“点亮心灯”失独老人帮扶

行动项目荣获优秀奖。

5月，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高校防艾基金管理办公室发布《2020 年高校

防艾基金资助项目名单》，我校青春健康专项志愿者服务队申报的“‘伙伴计划

Ⅲ’——青春健康朋辈互助全覆盖行动”成功入选，并获得 7286 元高校防艾基

金支持。

【竞技体育】5 月 4 日，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的速豹疯狂铁人

联赛第一站中，我校铁人三项队获得团体第一，连续四年蝉联省赛冠军。

5 月 29 日，在由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第九届校园铁人三项赛暨全

国高等学校第八届校园铁人三项邀请赛中，我校铁人三项代表队获得团体第一

名。

5月 30 日，在由 CUCU 高校体育联盟主办的山西省第六届高校体育联盟羽毛

球混合团体锦标赛中，我校羽毛球队获得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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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传播

5月，在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主办、尚赫公益基金会支持的“我和我的

体育加”融媒体作品征集活动中，我校艺术传媒学院张景帆荣获优秀传播个人；

远景学院宣传部荣获优秀校园团体奖。

 品牌影响力

5月，在由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腾讯微信团队联合主办的首届“创造正

当年”青年星火计划中，我校“晋中信息学院”“信院青年”微信视频号获评

2021 年度影响力高校视频号。

5月，在由中国青年报山西记者站、中青校媒（山西）主办的“‘晋’力十

佳·寻找 2020-2021 年度山西十佳校媒”活动中，我校“晋中信息学院官方微信

公众号”荣获最具潜力奖；“信院青年微信公众号”连续第 3年获评“十佳校媒”。

六 月

 学科竞赛

6月，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指导，中国商业联合会主办，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新道杯”沙盘模拟

经营大赛山西省总决赛中，宁强华老师指导杜宏伟、刘斌、王丽文、刘艳、魏晓

莹共计 5人，荣获山西省总决赛三等奖。

6月，在由教育部高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全

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及创业挑战赛”我校荣获“最佳创新奖”。

6 月，在 2021 年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我校艺术传媒学

院师生荣获 1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021 年最佳组织院校。其中

一等奖获奖作品《Dazzling ice sports》由李烘光、高震铄、田志宇同学设计，

杭颖颖、孙琪老师指导。

6月，参加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指导，中国商业联合会主

办的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数智化企业经营沙盘大赛山西省总决赛，我校淬炼·国

际商学院荣获三等奖。

6 月，在由中国创造学会、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组委会主办的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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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中，我校艺术传媒学院郭俐江同学荣获“创新价

值”三等奖；智能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韩月同学获得“日新月异”三等奖。

6 月，在由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中北大学承办的 2021

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山西赛区）中，智能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李佳

彤同学获得微课与教学辅助赛项二等奖；大数据学院梁帅、徐源、杨奕帆荣获三

等奖。

6月，在由山西省教育厅、中共山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西省

扶贫开发办公室、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共青团山西省委员会、山西转型综

示范区管委会、山西广播电视台举办的 2021 年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大赛中，我校大数据学院王杰、李爽、田毅荣获一等奖；齐晨飞、郝丽宏、宜静、

常荣鑫、田杰、张小兵、何静、郭振、宋庆扬、邵培荣、徐源、李丹、张仕杰、

尹达川荣获三等奖；远景学院霍英奇，窦灏乐荣获二等奖；双体软件精英产业学

院王杰组获得省赛一等奖；马明组获二等奖；崔琦、马文慧、王佳钰、章帅广、

何静荣获三等奖。贾志杰、刘金良、邸志国、王文琦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6月，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培训中心主办的“2021 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计算

机技能应用大赛”，远景学院郭松霖荣获 Word 初赛“二等奖”；孙茳同学荣获

Word 初赛“三等奖”；周恩同荣获 Java 初赛“三等奖”。

6月，在由中国创造学会、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组委会、江苏南高智能

装备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江苏仅一联合制造有限公司、江苏优亿诺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中，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杨美

斌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张晓敏、王嘉旭、杨婉茹荣获一等奖；魏晓楠、张晓宇、

郭靖宇、聂群乐荣获二等奖；曹鑫、李梦瑶、李宛玲、巩佳敏、高钦、杨海宏、

宋雨婷、牛嘉仪、于梦瑶、王畅、马浩浩、闫霄钰、张智鹏、郭俐江、原晨曦、

董建明、范紫昂、韩月、宋峰鹏等 19 名学生荣获三等奖。

6 月，在山西省教育厅发文公布的 2021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评选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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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长姬教授主持申报的《“书院制”全员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和智能工

程学院傅建平教授主持申报的《工程认证背景下基于“智能制造”特色机制专业

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获 2021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奖数量取得历史性突

破。

 完满荣誉

【志愿服务】6 月，艺术传媒学院志愿服务部“平遥特教中心”儿童成长帮

扶项目、“太平庄村”乡村振兴项目在第六届“益暖金谷”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

荣获优秀示范项目。“平遥特教中心儿童成长帮扶行动”“太平庄乡村振兴服务

队”在 2020-2021 学年志愿服务工作中，被授予：五星级专项志愿者服务队。

6月，我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获评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合一绿学院“优

秀社团”称号。

6 月，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举办的 2021 年度“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中，我校相关教师

被评为“2021 年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

【竞技体育】6 月 18 日-6 月 21 日，在由山西省体育总会主办的 2021 年山

西省健美健身公开赛中，我校运动员获得 2枚银牌、3枚铜牌和 1个第四名的好

成绩。

6 月 19 日，在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主办的第三届中

国大学生阳光游泳比赛中，我校游泳队获得个人赛 1个第四名、2个第六名以及

其他项目 3个第九名、3个第十名的优异成绩。

6月 19 日-6 月 20 日，在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的山西省大学

生网球锦标赛中，我校网球队荣获女子团体第一名、男子团体第二名。

 思政赛会

6月 5日，淬炼·国际商学院时淼、经济与管理学院王佳琳两名同学在思想

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姚明敏、高培月老师的指导下，荣获“华炬杯”第十届山西

省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公开组团体三等奖，时淼同学获得个人三等奖。

6月，由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承办“心上的中国”全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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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5·25 心理知识大赛上，我校艺术传媒学院李亚柔荣获二等奖。

七 月

 学科竞赛

7 月，我校在 2021 年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数媒

静态设计专业组，杭颖颖、孙琪老师指导李烘光、高震铄、田志宇同学的作品

《Dazzling ice sports》荣获二等奖；李媛、范钱江老师指导刘欢欢、关棋文

同学的作品《冰之暖》、李小云、杨娟老师指导刘璐、王瑞东同学的作品《以“球”

“杆”造物——医疗用品情感化设计》、周杨、王书豪老师指导王玥凯同学的作

品《冬奥会主视觉海报》荣获三等奖荣誉。

7月，在由共青团中央主办，教育部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教育部高等学校机

械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部门协办的“第二十届Robocon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中，我校智能工程学院张孝元、马艳娥、韩海豹等老师指导韩兆龙、王亦敏

等十位同学荣获团体三等奖；张孝元、马艳娥老师指导韩兆龙、郑建雅、王亦敏

等同学荣获“第二十届Robocon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马术竞技赛团体二等奖。

8月，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主办，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和东方财富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中，张文燕

老师指导的张悦、范檬予、雷逢雨团队荣获国赛优秀奖；宁强华老师指导淬炼·国

际商学院康杰宏团队荣获国赛优秀奖。

 完满荣誉

【竞技体育】7 月 5 日-8 日，在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 2021 年中国

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中，我校武术队获得 1枚金牌、2个第四名、2个第五名、

7个第六名、3个第七名和 1个第八名的好成绩，跻身该项赛事全国前八强队员

共计 16 人次。

 媒体传播

7月，在由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中青校媒联合举办的高

校新闻扶持计划中，我校“信院青年”工作站原创栏目“闪光的信院”获评年度

优秀校园新闻专题作品（全国 30 个），但钱、李梦瑶、王超智同学获评优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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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任远获评优秀指导教师。

八 月

 学科竞赛

8 月，在由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阜阳师范大学承办的

2021 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赛中，智能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李佳

彤同学获得微课与教学辅助赛项三等奖。

8 月，在由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的 2021 年第九届全国高

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山西赛区中，智能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韩月同学、机器人

专业张磊、解丁杰同学获得造型设计赛项二等奖。

 完满荣誉

【志愿服务】8 月，在由应急安全网主办的“2021 全国高校青年防洪防汛志

愿者活动”中，我校姚佳玥同学被授予“杰出青年”“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九 月

 学科竞赛

9月5日，在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举办的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

我校远景学院刘铭丽老师指导宣睿、张聪聪、吕洁龙、张志伟、张鹏琪、陈思良

等同学荣获 2021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山西赛区优秀奖；许卓宁，马志凯，

张雪琼小组荣获省级三等奖，周恩同、徐一琳、郭宇琦和秦丽波、尹莉、齐娈凤

两个小组荣获省级优秀奖，武姝廷老师荣获优秀指导老师奖。淬炼·国际商学院

财务管理（专升本）2021 级同学吕珍珍、张禹鑫获得山西省本科组三等奖。

9月，2021 年第九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艺术传媒学院师生获得教

师组和学生组三等奖各 1项；省级奖项共 17 项，其中省级一等奖 2项，省级二

等奖 8项，省级三等奖 7项。

9月，在由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大赛组委会主办，《设计》杂志社承办的

第八届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大赛中，智能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续燕楠同学获

得三等奖。

9月，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社会科学技术协会、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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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山西省第十七届“兴晋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中智能工程学院王瑞琦、高鹏飞、石祎阳、倪志豪、安熔、李婧同学荣获三等

奖。

9月，在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举办的“2021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微

信小程序应用开发赛”大赛中，王文龙、王品、齐晨飞同学荣获三等奖。

9月，吕晓红、葛晓晶、李玮、张玉洁、梁欢老师荣获“2021 年全国高等学

校外语微课优秀作品征集与交流活动”山西省优秀作品三等奖。

9 月，远景学院梁继丹同学在 2020 年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英语挑战活动综

合能力赛荣获优秀奖。

 完满荣誉

【竞技体育】9 月 11 日-10 月 11 日，在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首届

中国大学生飞盘技巧线上挑战赛中，我校户外拓展队获得个人赛 1个第 8名、团

体赛 1个第 9名和 1个第 29 名，团队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

【书院育人】9 月，由中国青年报主办，“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2021 全国

“千校千项”团队风采大赛，我校箕城书院获团队风采奖。

 思政赛会

9 月 14 日，在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暑期红色经典诵读”音频征集

活动中，我校杏花书院秦之田同学的参赛作品《红色家书——共产党员的初心》

选段“别时容易见时难”荣获一等奖。

 创意写作

9月，创意写作学院贾若萱老师的小说作品《暴雨梨花针》荣获由《湘江文

艺》杂志社颁发的首届双年（2019-2020）优秀新人作品奖。

十 月

 学科竞赛

10 月，在中国商业经济协会教育培训分会主办的“2021 年第二届全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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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经素养”大赛，财务管理（专升本）2114 班任泽华荣获初赛专业组一等奖。

10 月,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外语测评中心举办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山西赛区复赛中，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李琪同学荣获得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校级初赛三等奖、严文珺、吕中华（指导教师为白玲玲）三等奖，其中牛志萍老

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三等奖；葛晓晶老师荣获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

语阅读大赛省级决赛二等奖、张玉洁、白玲玲老师荣获三等奖；远景学院牛志萍

老师荣获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山西赛区指导教师二等奖，

她指导的学生刘雯琦获得省级决赛二等奖。

10 月，在第二届国际潮流文化设计大赛中，艺术传媒学院庞瑞获得铜奖。

10 月，在第二届铸剑杯纪念人民军工创建十九周年文化创意大赛中，艺术

传媒学院庞瑞，获学生组全国三等奖。

10 月，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自然资源北海局、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举办的，全国大中学

生第十届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中，我校史银东、梁旭清、杨小雅同学的作品“海

洋的希望”获得佳作奖。

10 月，由山西省教育厅举办的“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中，智能工程学院马艳娥、成慧翔、张孝元等老师指导陈宇光、王亦敏、武

博涵、陈玉龙等 16 位同学荣获省级一等奖 1项，省级二等奖 3项的优异成绩。

10 月，在由国家主办的“‘中空信达杯’2021 年华北五省（市、自治区）

及港澳台大学生计算机应用大赛”中，大数据学院孟书帆荣获二等奖。

10 月，白玲玲、陈利红老师在第四届“上电杯”全国科技翻译大赛荣获优

秀指导教师奖。

 完满荣誉

【志愿服务】10 月，苏宇龙、韩紫钰等 12 名我校优秀毕业生荣获“全国优

秀西部计划志愿者”称号。11 月，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向我校发来

感谢信，衷心感谢我校多年以来对新疆西部计划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真情帮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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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了我校西部计划志愿者。

10 月 18 日，在由共青团山西团委、山西省学生联合会联合举办的 2021 年

山西省大中专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校“环临燕

乡”乡村振兴实践团荣获优秀摄影团队奖。

10 月，团山西省委、省教育厅、省社科院、省科协和省学联联合发布了《山

西省第十七届“兴晋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作品名单》，智

能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踏红色之旅，寻公益之声”项目荣获红色专项活动

三等奖。

【竞技体育】10 月 3 日-5 日，在由山西省体育局、山西省教育厅主办，山

西省健美操协会、山西省体操武术运动中心承办的 2021 年山西省“奔跑吧·少

年”学生健美操、啦啦操锦标赛中，我校运动舞蹈队 23 名学生荣获“Breaking、

四级有氧舞蹈、Hiphop、街舞、爵士”五项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艺术实践】10 月，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山西演艺集团举办的山西省第十

届“雏菊奖”大学生艺术展演，艺术教育中心于海涛老师获得声乐类教师组二等

奖。

 媒体传播

10 月，在由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举办的“传承的力量——中秋节”全

媒体传播系列活动中，三达书院荣获“优秀组织奖”，刘心如荣获“优秀工作者”

称号，崔建兵、原晨曦、李存真、孙佳伟、苏灵芝、卫嘉欣、郭文慧、谭浩、杨

文晔、王彤等 10 位同学荣获“优秀作品奖”。

 思政赛会

10 月 12 日，远景学院王夏彤同学荣获山西省教育厅举办的第六届全国学生

“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山西赛区高校组演讲比赛三等奖，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

究部石慧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三等奖。

 创意写作

10 月，我校创意写作学院老师白海飞荣获由《青春》杂志社主办的第七届

“青春文学奖”诗歌奖暨年度十大校园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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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月

 学科竞赛

11 月，由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主办，江苏理工学院承办的 2021 年全国应用型

本科会计技能竞赛中，淬炼·国际商学院荣获（北区）团体奖三等奖。

11 月，在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承办的第九届中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

及创意竞赛全国总决赛中，淬炼·国际商学院李东飞同学荣获二等奖。

11 月，由华北五省大学生计算机应用大赛组委会主办的，“2021 年华北五

省（市、自治区）大学生计算机应用大赛”山西省赛决赛中，梁帅、常荣鑫、张

仕杰、杨成民组获得大赛二等奖；赵海珠、邰国珍、郝丽宏组获得省赛三等奖；

贾志杰、刘金良、王文琦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11 月，由中国审计学会审计教育分会主办，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为

承办单位，广州市福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千城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为技术

支持单位的 2021 年“福斯特杯”全国大学生审计精英挑战赛中，徐苗、宁强华

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李金源、郭家琦、史珈嘉同学荣获国家级本科组

二等奖。

11 月，在第三届台湾国际大学生年度艺术奖中，艺术传媒学院庞瑞获得大

陆赛区铜奖。

11 月，在最新公布的“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获奖名单”中，

艺术传媒学院杨帅老师指导的温江江同学作品《天然果香大俊平》获得省级二等

奖；其余作品获优秀奖 2项。

11 月，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梦从这里出发”山

西省第六届高校毕业季优秀美术作品展发布获奖名单，我校师生作品在本届毕业

季美术作品展中荣获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 9 项、优秀奖 12 项。其

中，学生创作的设计作品《校园图书馆设计》（作者：陈瑾瑞、李伟）、《琼楼

金阙》（作者：甄凯捷、常雅琳）、《云梦屋》（作者：冯梓萱、刘萌萌）荣获

作品展一等奖，指导教师也分别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今年新设的“三晋艺彩 晋

艺传承”工艺美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板块《艺剪》（作者：车文娟、张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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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武艳真）、《十二生肖葫芦雕刻》（作者：陈秋良）获三等奖。

11 月，在由山西省平面设计协会主办的 2021 年第 2021 第十八届山西设计

奖学科竞赛中，智能工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李赛赛同学获得三等奖 1项；韩月、

路苗获得优秀奖 2项；赵玉婕、祁钰旋、韩月、路苗获得入围奖 5项。

11 月，在由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国家制造业信息化培训

中心主办，太原理工大学承办的 2021 年第十四届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中，智能工程学院张懋、常智渊、伍永琪同学获得省赛特等奖 1项，国赛三等奖

1项，李赛赛、宋照置、赵玉婕、张艺萌、韩月、祁钰旋、解丁杰、姚佩楠、强

德宇、张钰坤同学获得省赛二等奖 4项。

11 月，在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山西省教育厅、河北省教育厅、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联合主办，北京市高教学会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和北京联合大学

联合承办的“中空信达杯”2021 年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大学生计

算机应用大赛中，梁帅、徐源、杨奕帆、王璐捷、李姝慧等荣获国家二等奖。

11 月，远景学院英语专业、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组成的跨年

级、跨学科 5人团队，在田海花老师的指导下，代表我校参与由山西省教育厅主

办的“2021 年山西省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复赛中，李斌同学喜获“我话人文”

项目单项奖。

 完满荣誉

【社团活动】11 月，在“三晋·光影杯”山西省大学生影评大赛中，李斌

同学的作品《我和我的祖国：当小人物和大事件撞了个满怀》荣获特等奖，王慧

敏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

【志愿服务】11 月，在由中国青年报举办的“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2021

全国大学生“千校千项”网络展示活动中，我校“环临燕乡”乡村振兴实践团荣

获团队风采奖。

11 月，由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山西省委共同举办的 2021

年山西省十佳（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及个人评选活动表彰名单揭晓，我校青

年志愿者联合会被评为山西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相关教师及学生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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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西省十佳、优秀青年志愿者。

11 月，在由团中央权益部指导、中华红丝带基金、北京红丝带之家、中国

医药卫生文化协会高校医院分会主办的 2021 年“聚力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校园情景剧志愿活动中，我校作品《挚·艾》荣获“红丝带感动校园”称号。

11 月，我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2021 年“有爱

就行”公益活动，在 1000 余名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累计捐出 18700 份免费午

餐。我校被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点赞，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据了解，全

国共有 28 所高校获此殊荣。

【竞技体育】11 月 12 日-16 日，在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的

2021 年山西省校园足球赛（大学组）暨第 22 届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山西省选拔

赛中，我校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女子足球队以全胜战绩夺冠，达成三连

冠；男子足球队获得第六名，连续第三年进入八强。

11 月 15 日，我校被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卡巴迪运动推广委员会授予“卡巴迪

运动特色学校”称号，“卡巴迪运动教学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11 月，在山西省教育厅主办的 2021 年山西省校园足球赛（大学组）中，魏

遥遥、崔路岳荣获第一名，彭亚坤荣获第六名。

【艺术实践】11 月 2 日，由山西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西省委员会、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举办的山西省第八届校园

艺术大赛，李夏乐荣获一等奖、田睿荣获二等奖、郭倩文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

 创意写作

11 月，我校创意写作学院副院长张东旭老师的小说作品《几声驴叫》荣获

《广西文学》2021 年度优秀作品奖。

十二 月

 学科竞赛

12 月，在由中国电子商会主办的“2021 年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大

赛中，史航同学荣获校级赛二等奖；淬炼·国际商学院梁培琦同学荣获校级赛二

等奖；王姝丹同学荣获校级赛三等奖；陈慧娟获得校级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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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在由山西省青年志愿者举办的第四届山西省青少年“节水护水”工

艺美术创意大赛中，我校甄钰欣同学荣获铜奖、刘子伟同学荣获网络人气奖、张

慧婷荣获美术成人组优秀奖。

12 月，由山西省教育厅举办的“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山西赛

区）”中，智能工程学院成慧翔、马艳娥、樊建强等老师指导余富年、陈宇光、

武博涵、陈玉龙、化荣等 30 位同学荣获省级二等奖 1项，省级三等奖 6项，成

功参赛奖 3项。

12 月，由三校双体软件精英产业学院主办的首届“渝晋鲁·双体杯”三校

大学生计算机应用大赛决赛中，马雅男、范晓凯组获得大赛二等奖；曹嘉辉、霍

英奇、史晓阳组获得省赛三等奖。贾志杰、刘金良、王文琦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12 月，由山西省教育厅作为指导单位，山西省高等学校新商科建设联盟主

办，山西财经大学承办，广州市福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 2021 年第三届“福

斯特杯”山西省大学生会计税务技能大赛中，温继锦、徐苗、宁强华老师被评为

“优秀指导教师”；杨文莉、杨博、赵鑫、赵鸿斌、孟金慧、原新花共计 6人，

荣获山西省一等奖；队张雨霏、任泽华、郭欣雅、郭璐、张雅洁、曹丽媛共计 6

人，荣获山西省二等奖。

12 月，在山西省教育厅的指导下，由山西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联盟主办、

中北大学承办的 2021 年山西省高校课程思政设计大赛中，远景学院教师刘婷婷

和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赵征荣获省级二等奖，艺术传媒学院教师杜航荣获省级三

等奖。

 完满荣誉

【志愿服务】12 月，在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举办的“2021 年大学生在行动”

活动中，我校“环临燕乡”乡村振兴实践团荣获优秀小分队。

12 月，2021 年全国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各类评选结果陆续公布，我校共荣获优秀实践团队、优秀个人等荣誉 13 项。

 创新创业

12 月，在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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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中国商业经济学会联合举办的“2021 年全国高校商业

精英挑战赛创新创业竞赛”中由石宁老师、路丽莎老师指导，王宇晖、杨霞、吉

转、刘艺红、李春龙的团队作品《滴滴校园商业计划书》荣获三等奖。

 媒体传播

12 月，我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号作品在“山西省第二届教育宣

传优秀作品评选活动”中荣获“最佳作品奖”2 个、“最佳主编奖”2 个、“优

秀编辑奖”2个。

 品牌影响力

12 月 15 日，由央广网主办的 2021“声彻中国”央广网教育年度峰会在北京

隆重举行，我校凭借新颖的教学特色、多元化的育人模式以及良好的社会声誉荣

获“2021 年度综合实力领军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