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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

获奖名单 

 

一、创意策划大赛奖项（共 10支，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1 支）： 

红点点(泉州师范学院：张曾雅雯、庞有蓉、刘佳影、

邹王斌、温凌威) 

二等奖（3 支）： 

我们真的想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赵洋、李远芳、 

史玖琦、迪丽胡玛尔·艾海提、陈曼） 

红砖文创工作室（福建师范大学：余江滨、张璇、黄亚

榕、潘纪晓、幸迪） 

西北小分队（西北大学：李苗苗、李甜甜、张婧思、伍

暄、陈欣花） 

三等奖（6 支）： 

木棉（南开大学：田佳佳、陈妍、闫立行、蔡雯雯、王

紫逸） 

不忘初心 万里同行（四川旅游学院：郭东升、吕志豪、



孙璐瑶、孔祥敏、陈美宋） 

汀南汀北（香港理工大学：朱梦迪、徐鑫宇、李柏逸、 

田雨石、赵泽宇） 

红生骄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冯彩霞、黄云清、刘丹、 

张雅婷、董东琪） 

莽莽小迷妹队（中山大学：衣成林、钟诗娴、吕嘉馨、 

叶露露） 

红色娘子军(东北师范大学：罗雪、王佩玉、李俊璐、

李妍琳、柴杨) 

二、最佳个人风采奖(共 1人） 

孙璐瑶，四川旅游学院 

三、参赛作品最佳创意奖（共 2支，排名不分先后） 

红点点（泉州师范学院：张曾雅雯、庞有蓉、刘佳影、

邹王斌、温凌威） 

我们真的想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赵洋、李远芳、

史玖琦、迪丽胡玛尔·艾海提、陈曼) 

四、最佳指导老师（共 16 人，排名不分先后） 

梁  刚，四川旅游学院 

冉  杰，四川旅游学院 

李  瑛，西北大学 

罗  芬，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何  莽，中山大学 

武旭峰，中山大学 

林璧属，香港理工大学 



王泽发，泉州师范学院 

李金荣，泉州师范学院 

伍世代，福建师范大学 

储德平，福建师范大学 

王金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邓  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李  中，南开大学 

王  昱，东北师范大学 

周丽君，东北师范大学 

五、优秀组织单位（共 147家，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福

建省龙岩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

学院、中共长汀县委员会、长汀县人民政府、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红旅青年”思政工作室、安徽财经大学、安徽农业

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百色学院、宝鸡文理

学院、北京城市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电子科

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东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

大学萨里国际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福建师范大

学、赣南师范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外国语学院、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桂林理工大学、桂林旅游学院、哈

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学院、海南大学、海南大学热带农林

学院、邯郸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



民族师范学院、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燃工学院、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河南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

学、贺州学院、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河学院、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湖

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侨

大学、黄冈师范学院、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佳木斯大学外

国语学院、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江西财经大学、井冈山大学、乐山

师范学院、辽宁大学、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六盘水师范

学院、洛阳师范学院、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南昌大学、

南开大学、宁波大红鹰学院、青岛大学、青海大学、曲阜师

范大学、泉州师范学院、三明学院、泉州理工学院、三峡大

学、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三亚学院、厦门集美大学、山

东农业大学、山东女子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山西传媒学院、

陕西理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上

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上饶师范学院、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沈阳师范大

学、石河子大学、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四川旅游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苏州旅游

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太原旅游职业学院、太原学院、

泰山学院、井冈山大学、泰州学院、唐山师范学院、天津商

业大学、同济大学、无锡太湖学院、武汉轻工大学、武汉学

院、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民族

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新疆大学、许昌学院、燕山大学、伊



犁师范学院、榆林学院、玉林师范学院、运城学院、长春大

学旅游学院、长江师范学院、长沙师范学院、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

院、郑州旅游职业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中华女

子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重庆工商

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六、创意策划大赛优秀奖 

红星闪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郑倩倩、刘佳丽、王

晓迪 孙孟瑶 孙欣念） 

可乐要加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吴昶霖、贾雪芳、

刘熙澄、陈硕） 

臻新队（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廖霞 、崔雪、蓝馨、曹学

燕、赵鹏风） 

红色创客（福建师范大学：林振强、任玲、韩开源、梁

嘉圣、叶彤） 

红旗护卫队（福建师范大学：李升杰、童浩南、王靖雯、

廖哲仪、刘倩） 

启蒙红色工作室（福建师范大学：王鹤琴、司宇琦、杨

菲、黄景文） 

红星映南（赣南师范大学：冯晨萌、袁悦、陈红、李萌、

廖惠婷） 

红水河的鼓声（广西民族大学：汪瑶、韦珍妮、林建宇、

钟彬韵、苏丹鹏） 



巍巍红山（桂林理工大学：王云松、赵桂年、莫月凤、

王欢、罗京京） 

五仁（河北经贸大学：周金享、张方圆、陈思瑞、贺思

雨、丰小燕） 

脉动-红色之旅（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王琳、高晴、刘

春云、陈楚嵘、付志超） 

小火炬文旅创客（河南科技大学：王敦煌、王景、张帅

兵、王诗雨、安南） 

北疆文旅少年（黑河学院：唐娜、白岳博、杨越骞） 

社会主义接班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贺雨

娜、李远航、郑欢） 

饶风学堂（华南师范大学：邓海欣、余烁婷、胡彦、赖

梓勋、李芷宜） 

昆仑红光（青海大学：黄鸿、刘琼慧、刘敬媛、胡佳敏、

王梓枫） 

复“心”号（三明学院：林育玲、宋蓓蕾、施聪海、李

影秋、令狐思琦） 

党说得队（三明学院：尹政元、赖茜琳、邱碧莹、戴馨） 

红旅玩家（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张一帆、黄海珊、黄飞

婷、刘梓煜、谢和燊） 

红辽四方（沈阳师范大学：郭芷涵、王醒、郑天润、许

磊） 

琳琅天上（四川师范大学：王俊、刘崑、石丹丹、金鑫） 

大美太行队（西安外国语大学：高雅妮、张旭、刘琦、



王昭、李小艺） 

致旅（中华女子学院：段茜文、杨旺霞、文晨曦、匡祎、

杨灵灵） 

茶山游鸡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郭锦文、梁薇、王洋、

李慧茜、钟星） 

冉冉特攻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段婕、李雷云、黄榈、

郭智捷、葛一品） 

无问西东（中山大学：曹轶涵、徐嘉傲、高非凡、李聪

萍、盛思源） 

五颗小红星（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崔峻铭、敬恩辉、柏

雪、吴美佳、杨竹琼） 

寻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罗琼艳 、王燕、张敏、李森） 

红色信鸽（安徽农业大学：周静、万金钗、李雯宣、周

泽鑫、王莉） 

皮旅突围队（安徽师范大学：蒋紫姻、权添齐、方虎、 

张蕾、赵玮） 

我们都是 95 后（百色学院：石金玲、刘方岚、郑玉清、 

方燕） 

红色跃动队（宝鸡文理学院：牟登峰、阮启钊、杨佳颖、

陈楠、张之怡） 

寻颜（北京城市学院：陈舒萌、丁瑞晗、陶硕） 

PieTeam（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邓巧、张迪、潘亚婷、  

张镱洁、邓巧） 

艺旅扬光（北京师范大学：刘文奇、索南卓玛）  



星火小队（成都理工大学：曾玮玺、胡悦、杨玲玉殊、

张哲皓） 

核桃游击队（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禤昊僖、陈昭儒、

田艺柔、邓俊豪、叶欣） 

花样旅游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周滢、刘楚婷 郭

冰霞、黄卓然）  

星火燎原（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许柳清、袁晓颜、

林绿圳、林园园、何其洛） 

红旅行动小队（东北财经大学：王海凤、刀梦然、徐一

鸣） 

红色筑梦（福建师范大学：郭淳、黄翔宇、杨梦梦、余

梦、王漱锦） 

摆渡人（福建师范大学：秦浥柳、王悦、陈雅婷、林蕾、

冯玉婷） 

两情湘悦（广西民族大学：吴春燕、李湘、梁娇娇、曾

介庭） 

Sailor Moon（广西民族大学：梁伊恬、唐雪梅、罗慧、

陈杭、廖线英） 

革命后代小队（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简劲松、刘海

云、莫志国、刘娜、丁源） 

八路小红花（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方媛、巩娜、任

李艳、祁玲玲） 

八桂创客（广西外国语学院 ：许庆琳、杨丹、郝新意、 

潘涌潮、吴洪鑫、李家明） 



湘·音红（桂林理工大学：韦柳婷、吴安琪、朱颖、黄

微、冯雪玲） 

志存高远队（桂林理工大学：覃淑贞、杨雨妍、宁思杭、

韦光传、潘文颇、陈金玉） 

随影随行（桂林理工大学：李星汉、王海燕、王迎、陈

伟、孙梦瑶） 

追光者（桂林理工大学：许意如、耿玲玲、梅嘉豪） 

泰福来（哈尔滨师范大学：张微、蒙金莹、梁家进、曾

媛） 

文见（哈尔滨学院：吕星曈、卢薇、侯惠波、翁选明） 

久久不见久久见（海南大学：潘晓彤、陈尧、李雯诗、

张佳雯、孙可馨） 

信仰之路（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洪汇渊、骆璟鹏、叶筱

涵） 

同道中人（海南大学旅游学院：黄宁、邢力、王嘉越、

陈亚丽）  

纵横半岛（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康玉美慧、韦俊娜、刘

卓、吴雨婷、湛紫樱） 

红君子（河北经贸大学：徐文佳、石紫明、张建军、王

奕雯、罗彬烨） 

同学少年（河北经贸大学：陆美思、范围荣、孙琳、戢

妍妍） 

五朵金花（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孙美盈、常思思、李文

雅、李彩、冯梦晓） 



七天大圣（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刘欣然、乔思敏、戚大

鹏、李霞、徐玲） 

最美的青春（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申诗意、王佳乐、姚

美慧、李佳英）  

星火依旧（河北师范大学：肖开、姚葆润、许哲、王冀

元） 

四碗烩面（河南大学民生学院：王雨杰、张梦琪、常朴

真、孙涵）  

五个红石榴（河南大学： 韩宜哲、江梦、许若冰、孙飞、

张寅颖） 

致远（河南大学：何凌峰、管芩、李瑾、巩亚磊 ） 

中国少先队（河南大学：李雅南、邢敏琪、季文丹、赵

含润、张文慧） 

路游“豫翼”（河南师范大学：张璐、李雪、欧阳辰星、

杜玉慧） 

“知音”团队（贺州学院：陈晶晶、韦柳丽、陈安萍） 

拾莫文化（黑龙江大学：蓝恩华、程丹妮、修程辉） 

旅之彩 （黑龙江大学：刘润瞳、冯熙、齐雪峰、杜振远、

张乃丹） 

畅行旅游（湖北民族学院：徐永康、吴娱、左江蓉、王

鑫、谭传飞） 

“社会主义新少年”红色旅游线路策划团队（吉林华桥

外国语学院：苏可为、赵岩、熊佳鹏、廖莹、刘祺） 

红旅佳人（佳木斯大学：黄胜英、程文付、春雨、王晓



宇、黄林洪） 

红星公社（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高宁、袁立、张研、

张永芬、杨晶晶） 

映山红（江西财经大学：赵丹楠、缪琪、杨蕾、安春晓、

郑翔） 

红孩儿（江西财经大学：王子腾、田田、高火玲、张雯、

高铭泽） 

图南（江西财经大学：陈舒、王婷、董英格丽、张良泉） 

井小白 （井冈山大学：章新珏、江西、余瑶、米秋萌、 

邱桂兰） 

星火之源（乐山师范学院：姜智浩、陶锐、徐星烁、张

子琴、陶鑫） 

三原彩子队（辽宁大学：何文俊、王颖、谷颖群、牛博

文、胡家良） 

Nku-tourist1.0（南开大学：郑可铭、游高烽、余欣然、

齐学锐） 

那样美丽的云（青岛大学：杨丽、李彩云、牛萌、李娅、

易娜） 

雪露韶华（曲阜师范大学：毕惠华、杨雪嘉、吉露、蒋

韶檀、徐媛媛） 

蒹葭（泉州理工学院：池轶鹏、蔡微微、邱孔涛、赵辉） 

缘起长汀（三明学院：杨仙芳、郭书赐、尉慧茹、侯烁

绚、张艺钊） 

宜昌娘子军（三峡大学：杨梦一、笪淑芬、林雯、陈星



萱、钟宝玲） 

弘毅团队（厦门集美大学：魏宇彬 、张会琴、潘书婷） 

五朵小红花（山东女子学院：杜悦、王雅茹、张芝源、

贾海娣、巩雪） 

怡梦于蒙（山东女子学院：管祥泰、韩玉浩、王宇、张

晓静、杨欣欣） 

巾帼佳人（山东女子学院：高腾丽、余晨兰、张岩、韩

昕媛、李雨飞） 

行知红途（山东师范大学：刘瑞、邢琦、欧阳辰姗、宋

晨露、鲁运华） 

红叶·一二九（山西传媒学院：党睿、陈卓茹、张贺、

丁佳莉、安默） 

陕西师范大学创青春红色旅游研究小组（陕西师范大学：

路鹏飞、温礼堂、王新蓓、王丹丹） 

骖騑（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刘春红、徐文慧、黄世

鸿、陈昊林、申科） 

西柚子小分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韩燕、王月晴、

林滟） 

旅游都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许琦、李泓、林曹

天宇、乐荣炜）  

梅岭五贤（上海商学院：徐静、陈童、郭佳菁、钱菁、 

王翡） 

觉醒日升（上海商学院：闵怡雯、郑钦钦、沈玉婵、施

晗） 



伍（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梁颖惠、杨进贤、陈灵子、

赵恺悦、王诗卉） 

赣北红研帮（上饶师范学院：王露青、彭海芳、周明霞） 

“延安颂”红色研学旅游产品研发团（沈阳师范大学：

焦佳、张天哥、崔译文、李紫薇） 

领秀疆山（石河子大学：刘菲菲、楚海霞、孙康、程胡

辰龙、张珊娜） 

FD 大展“红”图团队（四川轻化工大学：董宝亮、杨惠

雯、陈帅、冯兰、汪敏） 

时代姐妹花（四川师范大学：陈雪儿、何楠、陈榆、王

先林、王露瑶） 

红色印迹（天津商业大学：贾春雪、李山、马琳雪、徐

小宇、张世龙） 

红色继承者（武汉轻工大学：王超、余宇豪、胡心怡、

罗紫文） 

红甘图谱创建团 （西北师范大学：薛守文、谢颖、颉佳、

潘文静、郑瑞君） 

霍霍升徽（西南民族大学：侯欣怡 、冯则达、梁卓、魏

逸群、谭尹静） 

禹众不同（许昌学院：韩雪、徐莹、刘若若、唐帅菲、 

王琤琤） 

一陆一柒（燕山大学：张鹏飞、郑俊杰、毛娅琪、郭艳

辉、杨书惠） 

逐梦红色之旅队（榆林学院：袁祖萍、唐梦、黄晓彤、 



呼延昊、王哲） 

赤色燎原（榆林学院：彭帅、王喆、徐珍珍、淡雨辰、

董佳豪） 

虹中红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郭子云 、江凯丽、高雅） 

游侠三剑客（浙江工商大学：周浪、卢湘、杨大红） 

泥溪交响曲（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王梦茹、罗珍欣、柴

明倩、黄双喜、冯永清） 

向日葵小队（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徐明月、周昊

泽、安淑真、高歌） 

CWU Ms （中华女子学院：贾冕、张晓敏、董敏、张劲秋、

路豆豆） 

韶光素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曾佩涵、黄钊海、唐莹

璐、刘叶、蔺蓉欣） 

以梦为马（重庆工商大学：熊梦诗、陈建佳、刘馨怡、

张屹、王群源） 

东风志 （重庆交通大学：黄璇、曹紫嫣、彭丽娟、肖伦

玉、李星蓉） 

星火燎原（重庆交通大学：黎文龙、郭慧颖、黄媛、王

刚、吴艳林） 

山城星火（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张松林、周小康、刘洪

玲、甘雪萍、刘瑶） 

犀利树皮（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李聪聪、蒲小娇、龙洋、

刘爱林） 

五叶草（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王舟、蒲亭宇、熊燕、徐



琴、余以滟） 

黔与黔寻（安徽财经大学：付雪、李晓嫚、曹甜甜） 

溯·忆红源（安徽农业大学：欧彦麟、付道苗、黄鹏、  

王嘉慧、周仟仟） 

欢然一辛，振赤菲阳（安徽农业大学：张阳、孙欢、唐

浩然、郑亚菲、辛孟璇） 

熔金小队（安阳师范学院：李兴超、刘杰、刘杉杉、刘

颖、闫晓莹） 

卧一个鸡蛋（百色学院：刘茜、韦俏苑、蓝秋杏、卢月

明） 

草帽小分队（百色学院：丘文豪、王英兴、钟子元） 

振魂（宝鸡文理学院：黄彦萌、辛羽、孔卓卓、杨义、 

王岩） 

心航翼燃（北京城市学院：于晗晗、王思文、梁穆函、

沈晨） 

缘梦红色阜平（北京城市学院：贾卓敏、谷玥、姬海轩、

刘陈、李乐玮） 

游机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周敏、陈昕蕾、张小亚、

邓报林、何珊） 

五扶临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丽娇、王诗琪、程

楠、吴艳娜、沈雪菲） 

三七二十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娜、周昕燕、张

议文） 

瑞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韩欣凌、蔡婧、陈嘉菲、



周屿晴、祝旭） 

星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林畅、孔元琪、陈曦、张

红丽、陈依捷） 

四颗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金梦迪、简沁、刘云萱、

余多丽） 

超级特别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志伟、孙祖一、

薛楚凡、吴雪晴、郝广源） 

纸短情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张舒颖、周博雯、吴

嘉璇、王宇佳、贾彬利） 

嘎子游击队（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黄昊、徐琳琳、

方小雨、魏新昱） 

梦之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国际学院：刘洁、马星星、 

高爽、穆柳秀） 

铿锵玫瑰（成都理工大学：王楠、余跃、张芮雪、齐文

旌、何雨韩） 

红色因子（成都理工大学：杨德寻、阳丽华、姜博为、

陈豪、张振东） 

红小萌（成都理工大学：段启慧、胡渝聆、吴郑芝、谢

小芳、李传明） 

开山五丁（成都理工大学：陈颍琦、陈政华、赵小聪 潘

芸琪、简晓萱） 

传奇永不灭(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杨永豪、许蓓、汪洋、

谢芬、张程镜) 

百叶红梦之旅(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王灿、李妍利、



郑晓露、谢凡凡、魏年钏) 

游鸡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黄文婷、霍俏铧、谭

乐韵、吴泽慧、穆嘉伟) 

噗通噗通队(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陈仪、周桂珠、

梁涛、颜经新、何增源) 

决战紫禁之巅(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胡曦婷、赵玉

琳、李玉莹、岑颖笙) 

吃饭排长队(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范杰淳、廖智聪、

方晓宣、余润、梁德倩) 

少年侦探队(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许曦丹、梁玉梅、

邓雪连、董梓锋、黄锐鸿) 

勇敢者（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李嘉雯、温筱平、谢

敏君、李嘉雯、温筱平） 

人文 5+1（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刘泽燊、柯佳琪、

周俏俏、吴剑锋、黄婉盈） 

福汀红旅小队（东北财经大学：后琰昕、李凌婷、韦梓

峄、向蕾、奚雨航） 

寻源（东北财经大学：陈兴敏、马寒宁、何晴、王子琦、

谢晓林） 

星旅大海（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高庆雯、谢昊

翔、陈佳梁、郭姝涵） 

红橙黄绿青蓝紫 （东北师范大学：于垚、单赛茜、郭蕊、

周雅莉） 

红色细胞（福建师范大学：张志慧、范宝明、吴新宇、



刘芸葶、毕伊方） 

白虹创队（赣南师范大学：李静、涂永红、王琪、邱柳） 

红色文化研学与旅游项目小组（赣南师范大学：吴天亮、

杲宏昊、叶腾） 

unbelievable（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熊萍丽、魏慧

彤、刘意瑜、冯泳淇） 

Top girl（广西民族大学：谭慧、黄彩天、何冬英、覃

麟涵、莫玉红） 

薪火少女（广西民族大学：陈润旭、刘燕萍、韦梦香、

邓熙熙） 

“逐迹”团队（广西师范大学：郭子逍、杨云慧、王长

鑫、陆斌、薛媛媛） 

追旅少年（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李晓婷、方彤彤、

林台浩、陈志文、宁丽娟） 

探寻足迹（桂林理工大学：覃美齐、黄卓婧、黎明杰、

李桂芳、温紫玲） 

忆苦思甜（桂林理工大学：李心雨、肖婷、陈莉冰） 

红领巾（桂林理工大学：黄倩妮、庞欣瑶、何彬玲、莫

安琪、周懿梅） 

智商在线小分队 （桂林理工大学：廖秋燃、首晓红、闫

南霏、许爱祝、李响） 

红焱足迹（桂林理工大学：梁善秀、 黄晓湘、岑雅婵、

曾艺芃、梁月英） 

红色三支队（桂林理工大学：黎思芳、卢培炎、刘秋芬） 



追光者（桂林理工大学：杨然、张雅楠、梁婷、付嘉立、

温璐焓） 

“灌”汤包（桂林理工大学：李燕霞、肖鑫、彭小芳、

杨勤勤、冯敏娟） 

桂旅先锋（桂林旅游学院：陈覃美、韦秋怡、廖迎节、

陈昌盛、蒋丽萍） 

烈火青春（哈尔滨学院：秦昊、丁棋、韩双） 

丹凤朝阳（哈尔滨学院：简欣荣、王玥、蒋梓寒、郭昊、

郝继文） 

千山万水队（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汪雨诗、周心怡、袁

柔、杨家元） 

云游四方（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杨万里、戴泽鑫、郭梦

晴） 

葫芦娃闯天下（海南大学旅游学院：陈彦江、罗天骄 王

静静、冷育霈、苏雨萱） 

绘梦琼州（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 ：胡攀、郑奕然、李

乐海、谭沛通） 

北纬十九度 五色海南（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林毅

鹏、赵紫薇、邱钊晞、宋贵琪） 

i 岛游（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董俊娜、孟倩、颜学

成、卢凯） 

“冀”来“冀”往（邯郸职业技术学院：马晶晶、孙孟

颖、殷杰） 

赤血太行（河北大学：张航、王孜渊、刘晓丽、高亚芳、



史浩森） 

新青年 （河北经贸大学：李木旭、王帅、王晨、李丽、

唐小康） 

薪新青年（河北经贸大学：张诗涵、何平、李佳颐、李

雪、杨喜园） 

CYT （河北农业大学：郝雅婧、王迎杰、冉馨、王艳丽、

赵天烁） 

北疆文化旅游创意团队（黑河学院：杜泓雨、孙海波） 

归途团队（黑龙江大学：姜微、杜佰慧、张逸、王心男） 

冬青小分队（黑龙江大学 ：任程阳、吴乐雨、胡佳琪、

方楚瑜、郭一鸣） 

传承队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杨宇影、黄丽欣、

陈红超） 

燃烧的火炬（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王艳娟、彭贞珍、

薛艳妮） 

寻梅（华南农业大学：李文杰、赵家虹、胡心怡、邱勇

海） 

火星队（华侨大学：朱燕芳、颜培宽、赵紫萱、普佳） 

梦之红（黄冈师范学院：栗姝雅、侯昭君、李思怡、廖

璞玉） 

Fire Star （佳木斯大学：杨皓月、王梓僮、毛子涵） 

薪火相传（佳木斯大学：焦石磊、杜佳蕾、刘津序、赵

思宇、王英赞） 

梦开始的地方（佳木斯大学：赵文馨、程婷、李琳、刘



华楠、罗雷） 

行者无疆（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孙晓东、王怀玥、

李珊杰、周星雨、徐广彩） 

三原色队（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熊丹丹、孙广辉、

杨逢春、陈嘉玮、王梦瑶） 

毅敏（江西财经大学：谢炽辉、刘德财、周若昱） 

江财旅城红研小队（江西财经大学：王永盛、肖岩松、

陈子蒙、叶隆波） 

BDG（江西财经大学：张雅琳、管乐怡、王小莹） 

20 and Life（江西财经大学：郑圣毅、张城铭、俞佳

妮、刘羽珈） 

启明星队（江西财经大学：谭茜、周茂菡、葛永言、刘

家俊、翟凤广） 

红色记忆（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唐晓莹、常诚、贾

宇靖、王帅、吴琼） 

红研足迹（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赵爽、张迪、李思

雨） 

金玉凉都队（六盘水师范学院：张添琅、王利、张琴、

盘健新、梁松毅） 

向阳队（洛阳师范学院：苗静静、原丽、王倩） 

S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金蓉、刘艳、王洁) 

造梦(南昌大学：薛贵芳、黎英 王欣怡) 

我们不一样(南昌大学：杨晨、周佳蜜、郑章云) 

火锅少女 101 (南昌大学：别思琦、罗丹利、邱雪洁) 



南红梦旅队(南开大学：崔亚飞 、王婧悦、武丹萌、唐

寅) 

南开五少(南开大学：肖诗庭、陈筱敏、杨钿钿、刘海

珊、沈凡淑) 

党的儿女(南开大学：刘涛、黎依弘、王聿颖) 

原野上看星火(南开大学：时靖博、张津沂、常彩萍、

罗同希、门光欣) 

三人行 (宁波大红鹰学院、象山影视学院：李洁、厉君、

田野) 

红荷梦之队(曲阜师范大学：宋泽华、周友缘、付汶霭、

张晓、赵青华) 

七乘（泉州理工学院：林诗茜、林孟晗、刘露珠） 

梦想高飞（泉州理工学院：傅晓泓、齐寅生、庄玲玲、

郑琳） 

红色革命（泉州理工学院：梁萍、黄嘉鑫、曾林彬、杨

敏婕、彭少吉） 

冠英(三峡大学：刘佳祥、李岳宏、王梦源、袁魏、袁

雪纯) 

红色小棒槌队(三峡大学：董天娇、李亦峰、鲁若楠) 

星星之火（三峡大学：李文、王琪璐、王晓莹、程津、

许国庆） 

三大索源队(三峡大学：韩清仓、杨倩、王梦君、郎晨

晨、张璐瑶) 

三旅红色旅游创意组合（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闵聪、



税桂林、王莉、撖赟、段小谍） 

Original Four（三亚学院：宋婕、袁紫帆、张煜杰、

王捷） 

rising star（山东农业大学：宗凯、盛祥翔、陈香凝、

张永梅、刘雪） 

红专青年队(山东女子学院：刘晓文、姜佳惠、张洁、

魏建青、徐顺) 

铁道游击队(山东女子学院：高珊珊、张玄、侯钰、陈

柯枫、韩文丽) 

汉水之滨背包客 （陕西理工大学：王维、薛文欣、弓宇

珂、王朝、张苗苗） 

南湖吆精(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魏伟、舒奕、叶梦

莎、蒋梦杉、徐振阳) 

红色火炬手(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翁天瑜、杨懿俊、

袁东曙、钟文芊、祝妍琦) 

浮潜队(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张依怡、颜霖弘、金

宇涵、龚向新、叶伦) 

超越 Surmount(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徐晨月、谢如

意、翟翠、孙颖杰) 

水竹先锋(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张兰、孙劲飞、刘

林浩) 

星辰大海（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魏玉婷、汪柳辰、

刘思立) 

烽火(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陈苗淼、陈曼瑶、孙家



娴) 

小星火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诸晨洁、惠洁、李丹、 

汪幸宇) 

城隅奇缘(上海商学院：郭佳琪、程琦雯、范圆圆、张

宇) 

勇闯天涯(沈阳师范大学：倪英桓、潘毅、刘鑫玲、薛

钰、逄薇薇) 

戈壁明珠(石河子大学：陈长煜、李晓玉、赵林、申莉

可) 

红色青年队(四川农业大学：陈婷蕾、刘琪、李雪、费

佳霜、周霞) 

星星之火（四川师范大学：邓萌、古梦维、高洋） 

Wow（四川师范大学：刘佳琪、徐清琳、张伊婷、李文

仙） 

星火燎原(四川师范大学：吕萌、王雨露、罗旭、罗惠

婷) 

焱烘烘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惠佳晨、

时雨萱、龙雅琦、凌韵) 

行知少年派（太原旅游职业学院：黄飞天、梁晋绿、许

淦、张豪杰、马娟、许萍） 

赤焰之翼（太原旅游职业学院：刘姿君、梁爱蕾、王晶

镜、王晋莉、王春霞） 

追梦赤子（太原学院：王玉洁、侯静艺、李若琪、元梦

莉、郭翔翔） 



星火燎原（泰山学院、井冈山大学商学院：张冬娟、廖

雨婷、胡培、杨雅鑫） 

琅琊山五壮士缺一 (泰州学院：孙小艳、蔡萍、张益萍、

叶晓清) 

承梦队 (唐山师范学院：付晨、靳康悦、马晓萌、刘续

颖、王笠力) 

津燚(天津商业大学：刘怡君、康晓怡、任雨倩、李丛、

王超男) 

young blood (天津商业大学：刘旻霞、魏宇佳、齐泖宁、

张雨欣) 

济忆赤水队(同济大学：邵文静、冯雅蓉、肖月彬、付

杨) 

一星火花小队(无锡太湖学院：徐阳阳、周舒婷、赵雪) 

筑梦者 (无锡太湖学院：李小妹、朱盈盈、杨婷婷、密

炫芳) 

“出发吧”团队 （武汉学院：丁娜、王俊杰、刘欢、赵

爱华、汤欣怡） 

凤凰涅槃队（武汉学院： 黄星怡、罗潮、张奥、代妮莎） 

红领巾小分队（武汉学院：何天天、王鑫、王开、邓炜、

谭静） 

五叶草小分队(西安外国语大学：李帆、李雅妮、何敏

洁、梅维娜、窦晓宇) 

红岭山下人（西安外国语大学：符娅卓、张笑、赖书凯、

李修远、李艳菲） 



益—School（西北师范大学：陈海龙、宋颖、张丽霞、

刘婷) 

以梦为马（西北师范大学：陈芳婷、刘润佳、王潇晗、

张平保、闫海） 

红色梦之旅（新疆大学：常鹏鹏、罗雪薇、苏比努尔·努

尔买买提、赵冉、马燕） 

太行山上的五星旗（燕山大学：赵雨、吕鑫源、姚佳佳、

冯文慧、李振聚） 

军垦伴旅（伊犁师范学院：格尔丽 图雅、布仁） 

志在红旅（榆林学院：王渊、李沁云卿、郝涛） 

延安情，寻梦队 （榆林学院：陈芝梅、曹卓卓、禹贤萍、

肖露华、郑红茹） 

不忘初心 3.0 （玉林师范学院：陈宇、廖文靖、韩志祥） 

域见（运城学院：樊浩宇、李新宇、吉玮佳） 

红色 3+1（长春大学：张雪静、汪春宏、王子旭、种旭

辉） 

红旗下的蛋（长春大学：毕雪纯、李同、李明倩、代影） 

赤游（长江师范学院：马文洁、吴小玲、方洁熊、松林） 

闪闪红星（长沙师范学院：万昭君、陈梦君、樊婷芬、

何晴） 

创意工程（长沙师范学院：杨小玲、凌晶晶、周瑶琴、

何瑜欣、宋喜翠） 

我有方寸心（长沙师范学院：唐慧秋、方珊珊、甘芷纯、

伍秋妍、蔡定江） 



星火燎原（浙江工商大学：张萍、赵婕、王惠、覃恋婷） 

红三只 （浙江工商大学：廖志源、徐梦丹、郑艳艳） 

五只小海豚（浙江海洋大学：楼苗苗、汪浩雷、朱慧琳、

董大钦、鲍红琳） 

乐动红心队（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陆钰娇、缪岚、周丽

娟） 

革命小将（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王竹林、刘可可、赵佳

伟、谢丹、魏鑫鑫） 

阁中弟子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王彦、宁庆港 宋

向荣、张雅雅、许瑞瑞) 

研习攻略队(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杜栩嶙、董思钰、王

濛宇、王梦雪、徐勇豪) 

CAU 红细胞小队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刘晨光、  

谢逸秋、刘雅如、范心雨) 

北大风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韩璞聪、曹晓慧 、

于君英、綦慧心) 

风行者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定翠、刘雅、曹晓青、

李钦宇) 

红砖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方仲楷、郭江宇、彭佳旭、

张君蕊、尚琬) 

一十(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周婧怡、陈敏琪、曾瑶瑶、

赵荣萱、张悦) 

传承鼎新 (中山大学国际：罗艺芸、陈卓敏、张一苇、

洪寅榕、涂朝珂) 



6012+1 (重庆工商大学：杨希瞳、范林艺、钟诗吉、黄

秘、黄泽旭) 

战·巴蜀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三峡学院：熊学娟、田

小仙、陈云、吴敏) 

狼牙山五壮士(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贺茹嫣、袁仁婷、

龚玉钊、牟艺、赵海洋) 

启航(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王晓敏、陈燕 陈娅、梅青容、

赵林艳) 

洋芋团子（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杜馨紫、谭昊、王耀金、

陈雪梅、杨江勇） 

北极光 （重庆三峡学院：江杰、李程、陶泽民） 

西红柿队（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黄欣玮、翁

梦华、李蓓蓓、方磊） 

七、优秀指导教师（共 345人，排名不分先后） 

王昱、周丽君（东北师范大学） 

王振、孙美晖、朱晓蕾、赵欣、张丽梅、张毅、曹梦瑶   

（黑龙江大学） 

孙文福、于荀（沈阳师范大学）                     

王姗姗、李永菊、李茂慧、张阳（黑河学院）     

杨宏、孙娜、王朝晖（哈尔滨学院）              

王海弘、曹宁（辽宁大学）                     

谢维光、陈学军、马云驰（佳木斯大学）           

余志远、卜毅然、王恩旭、黄敏峰（东北财经大学）   

张欣（哈尔滨师范大学）                             



蔡维英、张百菊、王兴华（长春大学）           

冉祥云（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李玥瑾、陈志刚（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唐丽娟、刘艳、李辉、王萌（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王金伟、邓宁、唐承财、银淑华、李宏、彭晖、高辉娜、

钟栎娜、王欣、吕宁、李永乐、邹统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李中、陈晔、李春晓、于海波、妥艳媜、焦彦（南开大

学）   

张野、王强、纪亚东（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肖练练、向宝惠（中华女子学院）                   

郑迎红、武征、庞笑笑、宋文丽（河北经贸大学）     

王蕊（河北师范大学）                             

郑洁、刘咏梅、邓凯元（北京城市学院）             

林富强、李晶晶、李晓聪、时海燕（中国农业大学）   

宋娜（燕山大学）                             

吴静、胡宇橙、冉群超、王飞贺（天津商业大学）     

王进云、任晓艳（山西传媒学院）                   

赵伟华、崔益红（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许萍、王瑞花、罗海英、管萍（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刘晓丽、赵慧（太原学院）                     

张茵（北京林业大学）                             

邢慧斌、孙伊凡（河北大学）                   

陈鑫、老青（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史云（河北农业大学）                             

王丽芳（运城学院）                           

李国庆、鲁超（唐山师范学院）                     

王泽发、李金荣（泉州师范学院）                   

伍世代、储德平、涂红伟（福建师范大学）           

黄平芳、孙胤（赣南师范大学）                     

苏雅婷、余美珠、李想、孔泽（三明学院）       

贾鸿雁、顾秋实（东南大学）                   

胡宁、李甜甜、杨艳、赵贵阳、刘妍（山东女子学院）  

杨效忠、吴辉（安徽师范大学）                     

董雪旺、张海霞、吴俊（浙江工商大学）             

蒋薇薇、茆辰（江苏科技大学）                     

万田户、刘雪飞（上饶师范学院）                   

许智富、贺辉扬（厦门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贾衍菊、孙凤芝（山东师范大学）                   

郭家秀（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郝龙云（青岛大学）                           

徐薛艳、席宇斌（上海商学院）                   

章长城、刘锦云（井冈山大学）                   

姜锐（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黄远水（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俞飞、杨金丹、陈浩、丁雨莲（安徽农业大学）      

李万莲、林传红（安徽财经大学）                   

宋欢、王慧（泰州学院）                       



姜东晖、崔丙群（山东农业大学）                   

胡卫伟（浙江海洋大学）                           

许庆勇、王雯、郭泉恩（南昌大学）             

陈瑶、苏琼（宁波大红鹰学院）                       

郑王晶、叶城锋、傅莉莉（泉州理工学院）           

石峰、张岩君、吴军（曲阜师范大学）               

于丹、吴侃侃、黄宝辉、杜晨（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袁岳、李宛荫、商军、陆卫群（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袁理锋、王蔚、李玉美、郑辛酉、吴本南、龙睿、远征、

赵金凌（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周知伟、林文凯、陈小亮、田逢军、朱超、曹国新、唐

文跃（江西财经大学）                               

周玉洁、刘娜、潘云、张亚倩（无锡太湖学院）       

戴帅、李涛（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徐红（同济大学）                             

张运、甘慧超（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范妮娜、宋玉芹（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旅游与财

经分院）   

何莽、武旭峰、刘逸、杨云（中山大学）         

林璧属（厦门大学）                           

刘艳红、袁俊（深圳大学）                     

徐尤龙、李广宏、安启、王荣、梁艳敏、陈曦、唐玉福、

张婷、黄小华、杨艺、韩冬、樊亚明、张睿（桂林理工大学）    

李琼英（华南师范大学）                           



李伟山、梁涛（广西民族大学）                     

韦达、刘莹莹、张艳梅、王林、陆军（广西师范大学）      

谢天慧、耿松涛、李治、石雄伟、方琪、陈方欣、黄海

民、潘志新、孟凯、范士陈、袁国宏（海南大学）     

杨红（四川理工学院）                             

黄燕群（贺州学院）                           

黄涌芮、莫利民（广西外国语学院）                   

章国威、杨柳（百色学院）                     

王熙兰、雷云祥（桂林旅游学院）                   

唐松（华南农业大学）                             

莫耀柒（玉林师范学院）                           

陈秀（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张卓业、洪宇（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林丹彤、甄治国、罗越富、刘家玮（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   

余燕伶（三亚学院）                          

罗芬、魏昕、胥俊、熊丽娟、杨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徐真真（河南科技大学）                           

张野、张楠、凌文锋、王忠丽（河南大学）       

刘晓静、刘霞（许昌学院）                     

罗伟（武汉轻工大学）                             

朱伟（河南师范大学）                             

马晓红（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芦冰、高梦梦、贾玉芳、李霞（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赵丽萍、宋歌（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艾维维（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张楠、姜尧（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王洋、周婵、韦玮（武汉学院）                 

阚如良、周宜君、周军、黄华（三峡大学）       

张曼（长沙师范学院）                             

赵云（黄冈师范学院）                             

王丽丽（洛阳师范学院）                          

董涛、袁野（安阳师范学院）                       

李瑛（西北大学）                            

陈金林、白锦秀（青海大学）                   

刘晓霞、王鹏涛、高野、杨军辉、杨晓俊（西安外国语

大学）   

赵建昌、张金凤、侯晓东（宝鸡文理学院）           

王耀斌、王瑞、把多勋、梁旺斌（西北师范大学）         

李振亭、陈志钢（陕西师范大学）                   

季国良、段树国（石河子大学）                   

张霞、韩一敏（榆林学院）                    

邵华、付恒阳（陕西理工大学）                     

白洋、刘静（新疆大学）                       

李慧、王冉（伊犁师范学院）                      

梁刚、冉杰（四川旅游学院）                       

赵静、陈菲菲（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李嘉、陈乾康、刘旺、吴其付、阙敏、曹丹（四川师范



大学）   

范春、孙峰（重庆工商大学）                       

杨仙、王一鸣（乐山师范学院）                     

何玉婷、陈雪钧、吕飞（重庆交通大学）             

李晓琴、李娴、朱创业、梅燕（成都理工大学）       

何山、石川（西南民族大学）                       

胡志毅（重庆师范大学）                           

张尚民（重庆三峡学院）                           

薛佳（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项福库、李志民（长江师范学院）                   

秦趣、杨洪（六盘水师范学院）                        

耿宝江（四川农业大学）                           

刘婷婷、冯景云（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八、创意策划大赛优秀工作者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王琬、田华、赵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智慧、崔莉、魏天达、王韶婧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旅游事业局：罗志萍、李坚 

蜗牛（北京）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茹薏 

北京众合艺美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闫立杰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 年 12 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