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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风情海南 快乐环岛 创意伴旅队 河北经贸大学 华北 

多彩环岛之旅 海上生明月 首都师范大学 华北 

记青春游.寻味海南自驾 星海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

学院 
华东 

琼楼玉屿，与己同行 妙碧生花工作室 福建师范大学 华东 

青春，海岛任我行 “心海铸梦”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华东 

跟随白浪，奔腾入海 浪花队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海南环岛骑行“旅游+” 其乐吾琼队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给心灵放个假 智联队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闯关周记挑

战“极”的 N次方 
盔甲少女战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环岛公路大学生“养心沉浸

式”路线规划 
椰椰生辉队 盐城工学院 华东 

大学生“综艺海南”环岛之旅 海旅三分队 中国海洋大学 华东 

一眼万年环琼岛之海南研学游 阳光彩虹小白马队 广州大学 华南 

食来运转 我们做的全队 海南大学 华南 

环岛日记 在路上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吾游儋州——海南儋州五天四

夜游，一场跨越千年的研学之

旅（旅拍+露营） 

南星观晓 贺州学院 华南 

穿越时空之“海”，推理未解

“南”题 
南狮跨峡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海南•“盒你相约”清凉椰岛线

路设计方案 

清凉椰牛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以鹿为马爱乐起航” 椰子砸牛顿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走出象牙塔，服务乡村振兴 HOT队 琼台师范学院 华南 

宝岛环游记 组团开椰宝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人生就是一场旅程”——环

岛房车毕业旅行 
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队 中山大学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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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人生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

灿灿，青春永远在路上——海

南 7日环岛公路游 

琼游鸭队 中山大学 华南 

劲爽环岛公路 体验风光文化 We are YounG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海南“森屿海浪”梦想岛 骑乐琼琼队 湖南工商大学 华中 

骑乐无穷 Dreamer队 新疆师范大学 西北 

海南拾珠·琼州逐梦 新·琼游青年团队 新疆师范大学 西北 

海南活力之行畅游海南，骑乐

无穷 
菠萝队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海南环岛公路·花样青春 嗨创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小黎人的研学之旅 海岛霸王花队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 

上新了，崖州 扬帆起航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 

渝见海南，环岛游学 夏日企画队 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 

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旅

拍趣海南最 YOUNG玩法 
滇狂的哆啦 A梦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二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乘风破浪，人文相随 Bingo队 吉林工商学院 东北 

一带一路遥远不远，一岛一环

南海之南 
RunAfter队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东北 

环琼之旅 沐语乘风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东北 

浓情海南浪漫情侣 9天 9夜深

度游 
琼开心队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东北 

热带骑行家 RIM 北京林业大学 华北 

“体味海滨·旅途无限”—大

学生海南环岛体感之旅 
乘风队 北京体育大学 华北 

陆路有为 琼不穷不穷队 
河北经贸大学 

暨南大学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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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欲见海南，遇见自己（骑行自

然人文之间，纪念青涩印记之

旅） 

青春有你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镜头记录文化，足迹踏遍“半

岛“ 
一路向南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私人定制“生活和远方” 爱自游队 中央民族大学 华北 

连景生蔓 寰琼筑网——海南环

岛七彩画廊 
环岛梦之队 安徽师范大学 华东 

寻找青春的七彩音符 椰行莫拉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

学院 
华东 

环岛热恋，爱不迷路 小椰的爱情铺子 福建师范大学 华东 

“琼”则独善其身 仪式小分队 福建师范大学 华东 

嗨海人生 映山红队 福建师范大学 华东 

环岛情书 海南不难 华侨大学 华东 

海天琼州·流光溢彩——环岛

研学七日游 
上岛五子 江西财经大学 华东 

Fun肆琼学 超级战队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少年环游记 上方山下海南队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骆越梦里，美赛之合 住在菠萝堡的海南宝宝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逐浪海南海南体育旅游线路设

计 
“琼”游之路队 曲阜师范大学 华东 

椰风海韵 火浪队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

学院 
华东 

行走的青春 青春追梦 上海杉达学院 华东 

房车自驾多元旅途，带你体验

海南奇遇 
南不岛我们队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

学院 
华东 

点击登陆海南 其乐吾琼队 绍兴文理学院 华东 

传承红色精神，拥抱星辰大海 必应队 中国海洋大学 华东 

“环游”+“智游”海南旅游线

路设计方案 
无以言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海南环岛东线剧本式文化体验

游 
小螺号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似水年华·环迹琼崖 猪猪冲浪小分队 广东海洋大学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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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逐风破浪－“运动+生态”环岛

之旅 
向南队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椰风海韵 赶海人家 海南大学 华南 

环琼之旅 探寻遗韵 温故知新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来天涯海角，与有趣的灵魂相

遇 ——大学生一人游海南，菜

单式定制拼团，环岛游 

灵魂有火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谜雾山海 山海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人生不设限，在途无“琼”尽 海岛浪民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行在岛上，燃在路上海南环岛

公路旅行策划方案 
海南美人鱼之广州分鱼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海口“骑”望天涯，海角

“行”纪芳华——海南岛浪漫

骑行之旅 

海南之光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逐波踏浪，精彩无限 雨林小纵队 惠州学院 华南 

鸿蒙初辟，千帆竞发 海底捞 惠州学院 华南 

《“红蓝交织，寻文揽胜”文化

研学自由行》 
游有友队 惠州学院 华南 

琼南椰风·山海沉黎——海南

东线五天四夜精品游览路线 
铁打椰子汁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海南之旅，年轻就这 young，学

无止境 
珠科麦兜阿华田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海南随心配 海底小纵队 暨南大学 华南 

“拉该嘉细”文化游 今天吃什么队 暨南大学 华南 

魅力海南，_游_你定义 大家一起开派对 琼台师范学院 华南 

自由行海南 梦之游队 三亚学院 华南 

浪之旅 小宇宙队 三亚学院 华南 

《岁往》大学生海南毕业游 229队 韶关学院 华南 

Donut幻想之旅 Donut幻想之旅队 深圳大学 华南 

逐海南之旅，赴青春之约 环岛逐梦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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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环琼之旅·畅意无忧 环琼之旅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亚亭水五乐 环岛小公举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华中 

《我和海南有个约大学生海南

环岛公路 四日游》 
逐梦队 

湖南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华中 

琼游之食在海南 南波万队 黄冈师范学院 华中 

和我一起环海岛 跃海岛队 
湘潭大学 

海南大学 
华中 

《六日畅玩，掌中一览》 浪游琼崖队 陕西理工大学 西北 

毕业迷茫季，海南环岛畅心游 闪电飞龙队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北 

奔赴山海 大漠黄河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忆梦往昔，乘“船”破浪 忆“琼”二白·南波万 
阿坝职业学院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滨海倾心之旅 肆意队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秉足椰游 趣摘椰子队 乐山师范学院 西南 

公路环游，多元风采 云端队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西南 

《恰同学少年，环岛旅拍正当

时》 
玛卡巴卡队 

四川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西南 

踏遍山川湖海 智行湖海川队 
西南民族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西南 

与美食相濡以沫 · 寻味海南

八晚九天海岛小食光 
滇狂的哆啦 A梦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踏浪海南 SKII 重庆财经学院 西南 

青春环岛琼游 途乐队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 

南国风情＋红色旅游 星星之火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 

一路向前 快乐星球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一旅阳光 梦之队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 

缘梦——海南梦幻环游 山城棒棒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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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环旅觅琼风 环旅漫客 白城师范学院 东北 

海南“网红”半自驾行 回味无“琼”队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东北 

骑行美食家 永远吃不胖 南国椰子队 吉林工商学院 东北 

东坡环岛四日游 毛毛虫队 

吉林工商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安徽大学 

东北 

毕业啦！与海南来一次别样旅行 皓月当空队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东北 

邂逅琼州环岛七日游 乘风破浪队 延边大学 东北 

风情海南 逐浪环岛 逐浪队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东北 

研学新海南 筑梦自贸港 筑港队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东北 

行在海岸线 五头大虎鲸 北京工商大学 华北 

重走海南红色路 再赏自贸开放魅 琼游队 

北京工商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 

华北 

“青春西海岸”夏日限定游 巡海环游队 北京联合大学 华北 

精彩自贸港，多彩海南游 冀旅小圈 河北经贸大学 华北 

妹在海南美在海南（东线五日纯玩

路线） 
银河小分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海之南 嗨之旅 红+绿队 河北师范大学 华北 

恋恋海南岛，情侣旅游线路盲盒 想去喝椰子汁队 南开大学 华北 

潮起海之蓝 环岛海之南 呀喏哒小组 南开大学 华北 

一海千城梦，东线梦千城 赶稿子赶到头秃想要出家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别样青春旅行记 开拓者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

院 
华北 

房车低碳穿越海南—探寻限定海岛

记忆之旅 
椰子海队 天津农学院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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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盲盒旅行 青春环游队 运城学院 华北 

海南风情—陪伴你看海听风 挑战极限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华北 

海南之旅，与爱同行 虫冲队 安徽财经大学 华东 

燃夏青春，活力海南 一支队伍队 安徽财经大学 华东 

琼海奇遇 āáǎà队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

院 
华东 

串珠成链·诗画海南 闯海岛小组 华侨大学 华东 

山涌鲸浪 鲸犀队 华侨大学 华东 

骑思妙享 炫薏人生队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天之南，海之角——海南露营地线

路规划 
半朵浪花 九江学院 华东 

游山海野趣，品人生熙熙 ——海

南西线治愈休闲之旅 
逐浪人 南昌大学 华东 

琼西交友旅拍游 行走青春队 南昌师范学院 华东 

西线，我的多维印象 立队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奔赴山海自由自在”·环岛自驾 无乐不作队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琼岛拾“红” 铿锵玫瑰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海花绽放浸青春，椰风拂面醉黎情 乘风破浪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旖旎风

光秀 
象牙塔外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环琼半周，研旅丰收 住在菠萝堡的海南宝宝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房车联盟夹 超跑战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海南生态游产品线路设计方案 读海南书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红色环海之旅 途乐组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海南东线运动达人之旅 创意琼游队 山东大学 华东 

z世代的专属线路 海岛霸王花 山东大学 华东 

“让我看见你”·海南环岛小众自

驾游 
小岛奇遇队 山东大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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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神魂颠“岛”——环岛十二日游 TATI队 
山东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华东 

“椰风海韵，邂逅南国”海南环岛

旅游线路策划方案 
南国椰子鸡队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

院 
华东 

探索海南，环岛之旅 Neo Island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旅行的第 N+1 种方式 Serendi Miraito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环琼州，天涯海角，至死不渝 冲上王者组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工旅海南，释放热爱——十一日海

南环岛志愿旅游项目 
海湾正经导游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艺路环琼 无与伦比的绝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海南环岛东段自驾游 Salute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

院 
华东 

探秘北纬 18° Two four six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

院 
华东 

we are genius 环岛旅游区 genius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 

青春环游记，“友”你肆意行 TOT队 宜春学院 华东 

环岛公路西线游大学生毕业游 超越队 宜春学院 华东 

赏自然风景如画，品人文风情之妙 乘风队 宜春学院 华东 

预研海南高校，传“琼”红色基因 后海队 宜春学院 华东 

“低碳出行，骑遇海南” 深蓝行者队 宜春学院 华东 

行走在琼，够浪，够澎湃 有行天下队 宜春学院 华东 

游海南道路，学海南精神 蓝海文旅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海洋大学 华东 

“海纳百川，行而不远” 寻南游海队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海南七天“随心游” 乘风破浪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相约海南 巡风踏浪 快乐星球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华南 

环岛之旅 海风队 广东海洋大学 华南 

环海南之岛——各假期旅拍游 海浪椰影队 广东海洋大学 华南 

青春琼游记 南溟队 广东海洋大学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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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破晓 破晓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华南 

神游海南之环岛旅游公路 四禧加一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华南 

海南环岛探险五天四夜游 相椰海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华南 

一路向南，无问西东 starfishes队 广西民族大学 华南 

戏精探秘海岛会变成主角吗？ 比奇堡海南分堡队 广西民族大学 华南 

环岛公路琼游 LZ浪子 广州航海学院 华南 

海南奇遇之旅“网红打卡+生态保

育” 
同路人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

学 
华南 

梦起于海 落于南大学生毕业季海

南环岛七日游 
跳跳糖队 桂林旅游学院 华南 

路过山与海 星海队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环游椰岛 飞遥旅游队 海南大学 华南 

环岛研学行 琼游伍仁 海南大学 华南 

苏轼带你当“岛民” 拓梦者 2021 海南大学 华南 

你好！夏天 踏浪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海南沉浸式原生民俗研学旅游 三角梅队 韩山师范学院 华南 

造“浪”时刻·追“极”之旅 “浪”子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椰风海韵——环岛五日游 冲就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椰风海韵 夏日限定 大佬在路上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多选择·奇妙琼游之旅 琼游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益”环海南——基于自驾+志愿

的环岛旅游 
探椰寻海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Go Young心灵旅人 椰子鸡干饭王队 
华南师范大学 

韶关学院 
华南 

房车露营与山海邂逅 F-top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后浪之旅 后浪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玩转行走课堂，体验人生百态” 一起去海南呀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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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青春之旅 重在参与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坐看云起时 自由的佩奇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大学生海南“文旅＋休闲”特色游 我不对谁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嘉应学院 
华南 

食在琼州、游在海南 大家一起开派对 琼台师范学院 华南 

“碳”游海南，骑出“轻”彩 天马行空队 琼台师范学院 华南 

环游海之南 聚星队 三亚学院 华南 

快乐在路上 快乐满天星 三亚学院 华南 

自助海岛旅行家 飞梦捕手队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

业学院 
华南 

遇见多元生活——环岛东线海南文

化主题游 
琼游 elite 深圳大学 华南 

环岛山海游 奔赴山海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相约海南，浪迹天涯 如梦海南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青春行 青春环岛行 湛江科技学院 华南 

扶摇直上九万里 逍遥游 肇庆学院 华南 

有一种毕业旅行叫：“海南房车环

岛旅行” 
逍遥游队 肇庆学院 华南 

品文韵海·南国驰骋 济夏队 中山大学 华南 

时空穿梭，历史回眸——海南环岛

旅游公路研学旅游 
五指山下孙悟空 中山大学 华南 

环游风情海南，旅拍环岛大片 海旅梦之队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与你、从天涯到海角 追风赶月队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赴琼之约 向南行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探寻海南隐秘的角落 乐游队 湖北大学 华中 

琼崖环游 相约 98 DRIVE 湖北经济学院 华中 

离·海 海岛奇兵队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华中 

时空恋人“圈住幸福，爱你，每时

每刻” 
乘风破浪队 湖南工商大学 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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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琼崖文化听新旧，碧海变迁乘古今

大学生环岛公路研学旅行 
碧海琼升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

院 
华中 

奇美西岸 人文黎乡——大学生海

南西部生态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新青年队 湘潭大学 华中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琼州 红鲤驴与绿旅驴队 长沙师范学院 华中 

海风琼韵海岛行 美少女壮士队 长沙师范学院 华中 

毕业环游记 青结队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北 

致青春，“嗨！”陵水 途漾（too young）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穿越时空我在西部寻找藏起的海南 山海队 新疆大学 西北 

踏琼州大地，醉海韵秀丽 三剑客 新疆理工学院 西北 

海南大富翁游之大学生自驾环岛 大漠胡杨队 
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

学 
西北 

琼岛文化五日行 直上云霄队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玳瑁派计划―海南五天四夜线上线

下混合游线设计 
自然选择，前进四队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 

琼楼玉宇 南诏红豆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西南 

领略海岛风情，传承红色精神 岛岛仔队 乐山师范学院 西南 

《行走在路上的打工人》 好好榜样 乐山师范学院 西南 

环岛旅游，乐享旅游 四海为家队 乐山师范学院 西南 

映像海南——海南环岛旅拍 7日游 仲夏队 乐山师范学院 西南 

山海人文古迹，生态休闲海西 至所未致 四川旅游学院 西南 

心动琼岛，你的独家环游日记 青春环岛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 

赴约琼州——望穿渔家灯火，畅享

海洋缤纷。 
途乐队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 

海口——三亚环岛七天六夜青年

“义”游 
琼孩子队 

四川师范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四川大学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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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梦染橙海，破晓未来 绝队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南 

踏海寻梦，悟精致海南——七天六

晚沉浸式体验 
浪迹天涯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西南 

寻味奇旅，踏浪海南 游客永远都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海纳百川，和衷共济”海南环岛

少数民族风情旅游线路 
好运来就队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大学 
西南 

行摄琼西南 云旅队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

院 
西南 

“琼游”竞创作，山海共风流 云学队 云南农业大学 西南 

最海南 日森海落队 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 

“多巴胺”遇上“荷尔蒙”海南东

线 6日 5夜浪漫邂逅之旅 
背上行囊去海南队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 

文旅行影海南环岛之旅 旺仔小分队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 

“寻梦海角、放飞心灵”海南双飞

六日游 
乘风破浪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一路轻车沐海风，双线阔揽藏妙境 三只土拔鼠队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 

花朝月夕踏琼岛，似锦山海留青春 桃李芳华队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 

 

优胜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学无止境”海南研学之旅 渤大的锣 渤海大学 东北 

椰林海岛行 三只鸽子在线填海 哈尔滨学院 东北 

大学情侣游旅游路线设计 骑乐队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 
东北 

海南大学生个人出行旅游线路

设计 
骑乐队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 
东北 

海南岛自由行旅游线路设计 骑乐队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 
东北 

海口的大街，陵水的海 天涯游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东北 

绿野仙踪-逐浪之夏 hitrate队 沈阳农业大学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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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心海南 绝对 沈阳农业大学 东北 

朝追浪花暮赏落日游 大括号队 沈阳师范大学 东北 

第二眼海南“户外健身房” 海之南 沈阳师范大学 东北 

海的那边是无忧无虑 其乐吾琼队 沈阳师范大学 东北 

南海日落涯 琼州文化情 海南游远方 
沈阳师范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东北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 
怎么说都队 延边大学 东北 

层楼终究误少年自由早晚乱余

生 悲叹人生太短 你我山前没

相见无缘山后别相逢 唏嘘相见

恨晚 珍惜一切 就算没有拥有 

燕络华琼 北京城市学院 华北 

快乐自在环岛 京华琼彩队 北京农学院 华北 

青春环游记——跨越三亚山与

海 
辣妹组合 河北经贸大学 华北 

梦幻珍珠项链游 创旅队 河北经贸大学 华北 

私奔到海南，共赴爱之约 快乐小队 河北经贸大学 华北 

青春限定环游记 琼进全力 河北经贸大学 华北 

椰梦海韵环岛行，风土民情自

驾游 
胜羽队 河北经贸大学 华北 

环“五路”，游海港 三彩战士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走好生态路——基于环岛旅游

公路赛道 
南山喃 南开大学 华北 

骑行，感受更美丽的海南 在南方队 南开大学 华北 

书里书外——故事沉浸体验游 快乐女孩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逐浪环岛游 常青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华北 

新时代逍遥游 畅游海南旅游创

新设计方案 
从零开始 

内蒙古财经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内蒙古医科大学 

华北 

三亚骑行健康游 四海潮生队 内蒙古大学 华北 

缤纷之旅—”七色海南“环岛

游学旅游线路 
星辰浩海队 内蒙古大学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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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吃海塞就是玩 主旋律 
内蒙古师范大学青

年政治学院 
华北 

“海”天盛宴，“南”忘今宵 海环队 唐山师范学院 华北 

琼州环线 FON-Best队 安徽财经大学 华东 

环岛自助餐 海盗计划小队 
安徽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华东 

户外运动旅游，你我一起出发 和谐队 安徽师范大学 华东 

恋恋三步曲 骄傲打火机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

学院 
华东 

环岛公路自驾游策划书 你说得队 华侨大学 华东 

被拥抱的小岛 四季狂想队 华侨大学 华东 

优岛暖心 有点队 黄山学院 华东 

海南环岛旅游线路设计 逐梦天涯队 
黄山学院 

澳门城市大学 
华东 

三生海南 造浪吧海南 江西财经大学 华东 

“青春进行时”海南环岛公路

五天四晚清新之旅 
旅头羊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华东 

梦行之三亚 秦岭以南 聊城大学 华东 

梦环琼州 逐梦队 聊城大学 华东 

寻岛环游 追风队 聊城大学 华东 

海南环岛房车自驾游 此心安处是吾乡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海南东线休闲骑行游 绝队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一条路贯人文自然，海南环岛

七日游 
海嗨嗨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海南环岛 5日风情之旅 破浪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大岛日记 超级战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跟着文化去旅游——指尖下的

技艺，舌尖上的环游 
乘风破浪的妹妹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路遇 5天‘岛’处是甜—此生

必行的海南之旅 
四足金乌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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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天涯，觅海角 寻天涯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海岛 A计划 5A战队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 

琼崖之旅 韶华战队 曲阜师范大学 华东 

“青春本色，记忆留夏”环岛

毕业游 
欢乐城堡组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

学院 
华东 

大学生间隔年亲子环岛自驾游 Invictus队 山东大学 华东 

探寻自我的骑行之旅 风启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以青春名义，赴海南之约 给力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不忘初心时牢记，走遍琼崖忆

古今 
鲁韵齐风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椰风海韵 追梦海南精品六日游 破风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琼州环岛五日游 Super Lucky队 山东师范大学 华东 

青春记录之海南环岛旅游线路 青春记录 山东协和学院 华东 

面朝大海 鸿革队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海南七日环岛游 杰尼龟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海南环岛定制自驾游 骑士队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骑心协度 跟着我们走就队 上海商学院 华东 

低碳出“新”，畅游之源 “新”的颜色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遍历海景 趣味同游 老爸茶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以你之名，畅我之行 穷但坚强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文化环岛行 我们说的都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青春有你 少女如歌 好想去海南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华东 

碧海连天远，琼崖尽是春 碧海琼崖队 武夷学院 华东 

海风习习，伴我环岛 海天之行队 宜春学院 华东 

风行海南 挥洒青春 破浪队 宜春学院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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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毕业季，其乐在琼也 青春有你队 宜春学院 华东 

不说再见 明星队 枣庄学院 华东 

“嗨”在路上 呀诺达滴队 

浙江工商大学 

湖南大学 

广州大学 

集美大学 

华东 

奇妙海岛游 呀诺达冲锋队 

浙江工业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华东 

品山观海 融情海南 山海队 中国海洋大学 华东 

绿野仙踪 潮土队 
中国海洋大学 

海南大学 
华东 

乐在“骑”中 LOFC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邂逅海风，朝夏天启航 发际线和我作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椰路齐行，听海的故事 航向北纬 20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海南环岛毕业之旅 rainbow队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华南 

游环岛公路 赏海南风光 大亮妹队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华南 

“海”纳百川，“南”天一柱。

“研”思砥志，“学”无止境。 
琼崖仙境队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华南 

环岛心旅游 聚星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

大学 

华南 

美丽生态海南魅影 红豆旅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华南 

青春环岛记 知鱼之乐队 广西师范大学 华南 

情聚东海岸，一路向南行 LDG队 广州大学 华南 

浴海晨星，岸毓茶林——海南

之旅 
海南岛主 广州大学 华南 

潮起海之南，相约自贸港 梦想工程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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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其乐无琼 甲方说的都队 广州航海学院 华南 

游海南文化风情，觅历史记忆

步伐 
漂洋过海队 广州航海学院 华南 

环岛东线放飞心灵自驾游 桂 C之星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华南 

海岛奇遇记 海岛奇缘队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青春正当时，海南缤纷游大学

生海南省五天四日游 
天马行空队 桂林旅游学院 华南 

畅游海岛 qiong队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浪不浪，棒不棒 绝队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海岛风情万种 Flash(闪光）队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行摄海南 YOUNG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渔”你有约（海南东线五天

四晚游） 
趣渔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铭记初心 星星骨子硬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破次元之旅——半环岛七城游 喔！要粗去玩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博路共享 博路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海岛探险记 海岛之夏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陌上琼崖”海南环岛旅游公

路线路产品设计 
陌上琼崖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绿意海南行 畅通无组 韩山师范学院 华南 

戏游琼州岛 你追我赶队 韩山师范学院 华南 

自由之路 向阳队 贺州学院 华南 

古往今来海南东北深度游 发际线与我作对队 惠州学院 华南 

多样风光海南情 盐焗鸡遇上椰子鸡队 惠州学院 华南 

山海“骑”迹 云鹤游天 惠州学院 华南 

海南环岛 5日情侣主题游 The 5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让青春之风环岛吹拂 灯塔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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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海南风情游 海南水果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红色文化研学旅游 海南之谜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博古通今——探索海南文化 海星上岸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历史与未来的文化碰撞 好像不太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琼岛之旅 琼游小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基于义工旅游方式的深度体验

特色万宁之旅 
原始人部落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重走琼崖革命历史之路 重在体检队 暨南大学 华南 

奢华游轮游 笃学队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

学院 
华南 

神旅九天行 浮生队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

学院 
华南 

夏日入侵企画 OASIS队 三亚学院 华南 

大学生“网红”养成之旅 Pioneers队 三亚学院 华南 

远离嘈杂，西游东耍 不如冒险 三亚学院 华南 

凤凰花开旅游线路设计 雏鹰队 三亚学院 华南 

房车环游记 环岛日记组 三亚学院 华南 

漫游天涯 浪漫行 三亚学院 华南 

留影 斯巴达五勇士队 三亚学院 华南 

五人行 五人行队 三亚学院 华南 

海南环岛公路房车旅行路线规

划 
一个提姆 三亚学院 华南 

舟游之路 舟游队 三亚学院 华南 

《我是主角》之自贸港电影游 New Youth Studio队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穿越北纬 18度海南 5天 5夜环

岛公路游 
sunfower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西线海岸 地海五大天王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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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绝对给力 绝队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探索自然，徒步海南 南海青年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深度漫游热带风情之旅 群青旅游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旅游策划书 登岛计划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环游南海之乡，品味海岛风情 华海扬帆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缤纷琼海 唐家湾山民 中山大学 华南 

“FUN”肆海南 Tsia 澳门科技大学 华南 

东线科技创意游 创意规划小分队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红”“绿”相依海“蓝”魅力 海客行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用镜头记录海南 在路上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逐梦之旅 逐梦天涯队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纵海 纵海队 

河南师范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新疆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华中 

海南房车自驾休闲七日游 嗨浪队 湖北大学 华中 

“我一路向南，沿着海风的季

节”从海口至三亚，环岛五日

四夜游 

琼望队 湖北大学 华中 

环岛西线——海滨+ 鲲鹏队 湖北经济学院 华中 

踏浪而来，驾车观海 破晓 

湖北文理学院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华中 

湘楚之才，琼岛放彩 琼鹰队 湖南工商大学 华中 

潮起海之南，筑梦琼之东 琼游队 湖南工商大学 华中 

甜蜜有你、“拍”在一起 顶楼队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华中 

覆潮之下 琼西行 红色高跟鞋小组 宝鸡文理学院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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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海“南”之家 摘星抱辰队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纵情海南，环岛旅游 左东右西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碧海苍琼，旅你同行 冲鸭队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北 

环游海南 西西弗斯队 西北大学 西北 

三天两夜环岛西线半自驾深度

游 
敲门砖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 

基于 GIS的环海南岛滨海自驾

旅游线路设计 
努力学 Gis的 Gisers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旅动中国红 理想后花园队 新疆大学 西北 

unique UNI战队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西南 

品琼州之山珍海味 锦鲤小分队 贵州大学 西南 

天之蓝梦之旅，中华明珠南海

行 
黔进者 六盘水师范学院 西南 

看碧“海南”天，游生态绿色 Summer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

学院 
西南 

骑看海上月，共赏南海情 海岛霸王花队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 

恋爱循“环” 草莓大圣代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南 

“海岛少年”旅游线路设计 青春有你 four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南 

漫驾环岛 开心丸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

职业学院 
西南 

房车自驾环琼游 绝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一路向南 自游自载 乐活派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探寻自我缤纷海南 青春赤子队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追寻红色娘子军足迹-海南 4天

3晚追忆红色海南环岛体验营 
夏日限定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红旗永不倒，琼崖魂永存 寻海人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寻访琼海非遗，传承琼剧艺术 寻海人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寻海风，品椰味 寻海人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琼崖之旅 造浪机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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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海南自由研学之旅 超越组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海南五天六晚自由行策划案 打铁娘子队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邂逅海南东线”六天五晚半

包价旅游 
可可西里队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海南三亚环岛旅行 6天 5晚 米奇 giaogiao屋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环环相扣 永瘦宫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三亚环岛七天游 重案八组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美旅休闲海岛五日游 做有用的人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世界之外有一个等待“云海”

共建大学生游学之路 
发际线保护协会 云南农业大学 西南 

寻梦环游记海南七天六晚深度

游精品路线 
雪梨队 

重庆交通大学 

天津农学院 
西南 

邂逅多彩海南 核桃瓜子队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 

海南交友派对巴士游 相亲相爱一家人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 

浪漫不死 飞梦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圆梦海南 海天一色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嗨游 浪个哩个啷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海南东海岸七日自驾游 青靓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海南东海岸六天浪漫行 如来佛组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海南环岛 5日自驾游 云游琼州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途乐 Top Girls队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 

乘着海风追日落，漫游公路选

海南 
青木森林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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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带雨林公园与乡村组 

特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琼林玉树，乡得益彰 UP队 辽宁大学 东北 

琼境拾遗 津门逐浪队 南开大学 华北 

黎木南门 渔光瞳尘 福建师范大学 华东 

“小红花”红色研学六日游 辣椒盐拌石榴队 江西财经大学 华东 

青春海南 漂洋过海来看你队 广州大学 华南 

乐在骑中，遇见最美海南——

海南国际骑行旅游岛 
平行的花色琴键 广州大学 华南 

“秘境雨林·梦里琼乡”体验

探索之旅 
南征北战队 三峡大学 华中 

上岛啦同学，绽放吧青春 名扬四海队 西北大学 西北 

“走进海南 追溯本源”海南三

日研学旅行 
九色鹿队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 

“智汇之乐，森屿之寻”海南

自贸港旅游线路创新 
琼出没队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 

 

一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情起椰风琼崖，乡爱花开黎寨

——海南牵手之旅策划案 
桃花小分队 沈阳城市学院 东北 

山海有盛意，奇绝冠平生 琼崖情队 南开大学 华北 

重走“红色娘子军”革命路线 

挖掘“新时代女性”独立力量 
IU赤子 内蒙古大学 华北 

醉美海南全家桶 兜风队 燕山大学 华北 

“乡约自贸海南，玩转热带雨

邻” 
快乐椰仔队 运城学院 华北 

琼楼玉 yu 妙碧生花工作室 福建师范大学 华东 

新红色娘子军海南女性文化探

索之旅 
海南偏蓝 

华东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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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传承鼎新，Fun享活力 4+1队 华侨大学 华东 

椰风黎韵·知行海琼 知知陶陶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琼林乐途——年轻人的海南

“归园旅” 
琼林队 

上海商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华东 

神殿寻踪 雨林奇遇记 干饭大王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山海互动，人文益行 Speed up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华不再扬，且共琼游 杰瑞挺良心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做“益”周水满黎乡人 无垠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热带雨林创意设计之旅——产

品设计专业大学生必备之旅 
嘿椰嘿椰队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华南 

《琼乡绿海——遇交心知己》 海南金钥匙队 广东海洋大学 华南 

绿野寻踪 绿野仙踪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以青春之名，行非遗之路，担

传承之责——大学生海南省

“非遗”研学七日游 

Fly 桂林旅游学院 华南 

奋斗新青年 追梦新征程 脱发小分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海南雨林民族风情线路设计 原气森林队 惠州学院 华南 

以琼之“氧”，“造”海之

young 
海南走地猪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咻！”雨林探索官计划 嗨！太南了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海南热带雨林及乡村自由行盲

盒 
骆越·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我与绿色乌托邦共呼吸 我说的都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品海南乡味，赏海岛风光 红鲤鱼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青春无畏，勇探雨林 与林为伴队 湘潭大学 华中 

摄想琼州——大学生主题摄影

游 
疯狂原始人 新疆师范大学 西北 

行至深处，唯红映绿海南热带

雨林和乡村 4天 3夜游 
成浪队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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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天涯海角，也是天上人间—青

春深度体验之旅 
花儿与少年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寻秘 39℃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 

仲夏夜之梦 梦之旅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寻梦热带雨林，领略黎苗风韵 乐游天下队 长江师范学院 西南 

雨林黎中探，绿色低碳行 搏路队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 

 

二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雨林 VR探险，民俗非遗体验 开拓者 沈阳城市学院 东北 

琼游雨林村落，食得乡村烟火 32LW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东北 

归追溯 雅诺达队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东北 

自然有你 露哆汨队 北京林业大学 华北 

“海岛秘境，葱郁之下——深

度体验式环保公益户外体育旅

游” 

Super·oss 北京体育大学 华北 

“魅力海南行，重走东坡路”

——海南体育旅游线路设计 
红海行动队 北京体育大学 华北 

踏云寻梦百花岭，椰风丛林别

洞天 
雨林椰子汁 北京体育大学 华北 

从海至寺，从山至村 创旅队 河北经贸大学 华北 

『这枚物真是有味』 我们想去海南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PEE（peaceexcitementenjoy）

线路作品 
欢乐冲浪指南团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72小时有料椰子鸡 椰子鸡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乡约海南·野趣畅玩 逃之夭夭队 中央民族大学 华北 

青春印迹 海岛寻梦之旅 归南队 安徽师范大学 华东 

陵水保亭传承保护之旅 顽童 220 复旦大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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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黎”自然再近亿点点 琼游队 井冈山大学 华东 

海林“琼”生 
“浴海沐风，向阳归琼”

队 
聊城大学 华东 

琼游好时光—上山下海四日小

众深度游 
琼开心队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探秘西游之雨林历险记 海岛突击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南山如画，民韵风情 韶华青年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海南日记 壹更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碳中和之约，快乐琼游 假日出逃小队 曲阜师范大学 华东 

《“探寻雨林印记”游黎苗海

南，听红色稻香》 
山市晴岚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红色海风吹椰林寻宝游 晟海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为青春加“游”，琼岛雨林寻异

国之谊 
大王叫我来巡岛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一路向北·探秘琼州绿色心脏 发际线和我作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探椰林沙岛，游文化南国” 一路向海南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访海南雨林乡村 ·寻琼崖红色

精神 
寓教于乐队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宁波大学科技学院 
华东 

一村一林，影影相遇 乘风破浪的妹妹们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华南 

“雨林奇境，村寨风情”——

海南生态文化特色体验之旅 
海帆队 广东海洋大学 华南 

海南乡村雨林五天研学游 亿启队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致青春·海岛漫游 池中水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印象海南之“心”中线漫游记

（五+一六日游） 
逐梦队 桂林旅游学院 华南 

第二眼绿色海南 TOB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冯塘绿园研学产品设计 梦冯塘 海南大学 华南 

热带雨林红色之旅 琼游队 
海南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 

海南乡村度假自由行 琼林星辰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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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梦幻雨林，醉美黎乡”5天 4

晚游 
西游记二分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狂野海南——探知神秘雨林，

感受黎苗风情 
耶斯莫拉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海南森林与乡村旅游研学线路

规划 
西部大开发队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华南 

踏雨林，探黎苗，享青春 想吃海鲜队 惠州学院 华南 

雨林秘境，演绎神奇 雨林小纵队 惠州学院 华南 

雨林乡村奇幻休闲浪漫琼游 光速海南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惊雨林乡村之幽梦 道古味今事

乐哉 
麒麟摆尾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XIN”海南 梧琼工作室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绿野仙踪，探寻乐趣 伍佰万制作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海南雨林生态文化游 星辰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热带雨林黎苗村落文化探险之

旅 
重在体检队 暨南大学 华南 

走进海南自贸港，邂逅热带雨

林，追逐红色年华 
我们队 

琼台师范学院 

山东协和学院 
华南 

琼游海岛乡村六日游 踏浪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乡”约秀丽海南，展望美好

“森”活 
扬帆起航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山海行纪 The 5队 中山大学 华南 

秘境焕新 好椰队 中山大学 华南 

探雨林山水 品黎苗风情 林雨一直走队 中山大学 华南 

琼黎赴远途，问天寻神鹿 明天队 中山大学 华南 

山海之间︱20岁的 vlog 人间打气筒 中山大学 华南 

琼屿研学：半梦半醒问诸黎，

琼林深处探古今 
移山填海队 中山大学 华南 

此生不去游海南，摄遍天下也

枉然 
达盖尔的追随者 湖北经济学院 华中 

林海学源 五好学森队 黄冈师范学院 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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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给你一张雨林的 CD 琼游队 三峡大学 华中 

雨林，赴一场惊喜之旅 18°N 长沙师范学院 华中 

《海南·屿南，印象·雨林》 五棵椰子队 中南民族大学 华中 

触摸琼疆——少数民族大学生

民俗体验游 
海平线队 新疆师范大学 西北 

“农夫与渔夫”大学生热带农

业体验游 
蓝鲸团队 新疆师范大学 西北 

携手漫步琼中林，洽谈休憩田

园中 
都队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琼林秘游寻找秘境中的黎族古

寨 
Top Girls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

学院 
西南 

“琼韵乡情·奇妙体验 极乐为琼队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

学院 
西南 

“醉”在海南 发际线和我作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桃源村落“森”呼吸 致远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海南度假减肥乡村游 途乐 长江师范学院 西南 

王者南行 四海和平 做什么都对 重庆交通大学 西南 

海岛美学，色水三亚 雅南山舍 重庆市文理学院 西南 

黎家图腾源万物，丹青学子四

方来 
遇海而生队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 

生态环保游雨林，民俗风情共

携进 
紫雲队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 

 

三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五指山 X计划·主题定制游 福寿绵长队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 
东北 

乐盈海南 海南小纵队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 
东北 

琼崖拾珠 临江仙队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 
东北 

黎族风情古韵研学旅行 梦之翼队 吉林工商学院 东北 



29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雨林风木 野生小分队 沈阳城市学院 东北 

琼旅万情 恋海之南队 沈阳师范大学 东北 

西得浮生半日闲 终日风火山林

间 
燕络华琼 北京城市学院 华北 

大学生研学探险路线方案 椰城五霸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华北 

赏别样海南，促文化交流 雨林秘境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中瑞酒店管理学

院 

华北 

近•未来 近未来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中瑞酒店管理学

院 

华北 

寻古村探多彩民族缩影 森呼吸

与神秘自然共舞 
快乐星球队 北京工商大学 华北 

绿意红情会琼州 金山队 北京联合大学 华北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植物互

动主题步道 
WASFT队 北京林业大学 华北 

“学海”森林乡村步道设计 学海队 北京林业大学 华北 

穿越神秘古寨雨林，追寻黎族

古韵风情 
琼遇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雨”众不同 卖西北风队 内蒙古大学 华北 

绿野仙踪 享趣三亚 我们要去海南 内蒙古大学 华北 

海南六日游 追驴少年 505 唐山师范学院 华北 

和你爱的 Ta邂逅北纬 18° 破壳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致敬青春】热带雨林＋乡村

旅游五日游 
HOT队 运城学院 华北 

海岛际遇 投木报琼队 运城学院 华北 

半城 半城队 巢湖学院 华东 

红蓝绿三色海南，新青年研学

旅行 
博学思行队 复旦大学 华东 

万泉河水清又清 红色娘子军队 华侨大学 华东 

《林海椰村寻风情》 阡陌琼林 华侨大学 华东 



30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探寻之旅 探寻队 黄山学院 华东 

琼岛风韵人文研学游 略有常识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天津大学 
华东 

青春海南行 橘子汽水队 江西农业大学 华东 

海南琼游日记 假日阳光队 聊城大学 华东 

“00”生态旅游路线 绿野仙踪队 聊城大学 华东 

“乡聚”自贸海南，“穿越”热

带雨林 
奇野队 南昌师范学院 华东 

最雨林的毕业礼 YYY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五天四夜大学生海南毕业旅行 行海南路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趣雨林，赏民俗 四重奏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风情海南 互动畅玩——“雨林

+乡村”旅游线路设计 
椰·青回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共赏大海雨林，领略古寨古情 驭风组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热带雨林奇妙之旅 黑珍珠号 山东大学 华东 

Be with 海南 山魂海韵队 山东大学 华东 

寻找失落的记忆 海季沐风 

山东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 

华东 

《回归本真•探险海岛》 创韵队 上海商学院 华东 

琼州际遇 琼州探险小分队 上海商学院 华东 

雨后村笋 德威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北纬 18°历险记 东方师徒六人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失落的宝藏 海创聚星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探秘 琼府·雨林·黎居 一比四队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 
华东 

探生态之旅，享研学之乐 雨林的游学队 武夷学院 华东 

保护乡村与文化，热带雨林伴

我行 
单词总背不队 宜春学院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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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天南海北 海南“知”队 宜春学院 华东 

一花一叶总关“琼”，一方一土

一世界“琼”尽风情 
南来北往队 宜春学院 华东 

雨林深处有人家 琼琚 宜春学院 华东 

数墨寻行海南情，问学致趣雨

林游 
深海帝王蟹队 浙江海洋大学 华东 

寻秘雨林深处，畅游海南中部 迎南而上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华南 

雨林探险醉自然，黎村流连品

风情——雨林风情文化之旅 
五湖四海相约天涯海角队 

广东海洋大学 

广州大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中山大学 

信阳师范学院 

华南 

寻味海南，归乡觅林 吃货品鉴队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建党百年·激荡琼崖·时代新

人·传承使命 
琼崖仙境队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华南 

苗黎古寨，相椰雨林 途乐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登山下海跨雨林，特色乡村

品风情”——海南印象五天四

夜游览线路 

简单点旅行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华南 

欢乐海南热带 6日 5晚研学体

验之旅 
快乐星球队 广州华商学院 华南 

途乐海南 途乐队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青春畅游记之大学生海南省六

日游 
奇思妙想组 桂林旅游学院 华南 

绿野仙踪自驾游 miracle 海南大学 华南 

寻觅海南背后的故事 乡林海韵 天涯明珠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北纬 19°的“红+绿” 拓梦者 2021 海南大学 华南 

HEALING—挣脱压力束缚的沉浸

式自然之旅 
五指山秘野仙踪 海南大学 华南 

享雨林奇观品海岛乡村，海南

东线精品旅游 
寻琼觅海小队 海南大学 华南 

热带雨林中的缤纷“桃花源” 4 top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吃货大联盟 JK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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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呀！雨林 寻霖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梦回雨林天堂浪漫之旅 耶斯莫拉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探寻乡村美琼海三天两晚绿色

崛起之旅 
绿行队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琼西的奇妙冒险设计规划书 狼人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绿野探秘 牧野路上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琼森 琼森战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寻雨林秘境，赴文化之约 爱之行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云上黎乡·那些记忆 汪汪大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享世外桃源，探雨林奥秘——

海南 2天 1晚探险研学游 
向阳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乡村寻趣 小火箭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雨林碳中和之行，一周畅游海

南 
到海南吃椰子鸡队 韩山师范学院 华南 

三角雨林之旅 稳赢的一队 韩山师范学院 华南 

海南线路设计 奇思妙想组合 贺州学院 华南 

“森”呼吸——开启毕业游的

新体验 
创世纪队 惠州学院 华南 

游黎记 Just Youth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探葳蕤翁郁之林游琼中世外桃

源 
菠萝吹风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归林聆音 归林聆音组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绿林仙踪，椰乡入梦——海南

三亚四天三夜精品游览路线 
海南恰椰子组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瑰丽黎苗，密林热泉 横渡琼州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海南中旅，游林探村 金木从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基于热带雨林与农村的打工＋

旅游项目 
琼林探险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热带雨林游戏人生 随缘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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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的故事》 汪汪特工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琼林玉树 信号满格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琼游山水，雨黎同行 准点出发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乐活黎乡，Young动雨林 破浪者队 琼台师范学院 华南 

途鹿心驿 Group Gifted 三亚学院 华南 

宝岛行 宝岛行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海南中线旅游设计 云上行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相椰海南 海南不南队 韶关学院 华南 

寻乡觅琼——海南乡村文化主

题游 
琼游 elite 深圳大学 华南 

探秘海南，以文会友海南岛五

天四夜游 
青春环游队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乡”约海南热带雨林 “乡”约海南雨林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共赴海南旅游之约，体验热带

生态之美 
行走青春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享雨林自然之美品海南文化之

韵 
华海扬帆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游海角之明珠，赏雨林之壮美 椰海雨林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绿野乡踪”之旅 赶海人 中山大学 华南 

琼游记 深林寻趣队 中山大学 华南 

领略海南好风情，开辟社交元

宇宙 
雨林冰火人 中山大学 华南 

热带雨林探秘：逃离秘境·神

话雨林·邂逅民俗 
北纬十八度队 湖北经济学院 华中 

梦寻雨林，情归琼岛 成群结队 湖北经济学院 华中 

红色？蓝色？不，我们是绿

色！ 
翱海组 湖南工商大学 华中 

热带之灵 玉衡队 湖南工商大学 华中 

织梦异域，锦绣黎疆 乘风破浪 湖南师范大学 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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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热带雨林研学旅行线路

设计方案 
起早贪黑队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 

豫见海南，挑战自我 破茧队 开封大学 华中 

游“琼”海天涯 黄河队 郑州财经学院 华中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 发际线总是和我作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华中 

和青春一起向海南 say"嗨" 乘风破浪的姐姐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雨生百谷 椰汁儿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暴走热带雨林，邂逅黎苗风情 左东右西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海南中线雨林及黎苗风情七日

体验游 
行云队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灵野仙踪 海南嘻嘻嘻 贵州大学 西南 

瞻琼问旅·海南美的再发 相宝山下的人 
贵州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西南 

探生态绿肺，扬青春之帆 雨林突击队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

学院 
西南 

探秘雨林奇异魅力，醉美黎寨

乡土风情 
海南五彦祖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 

成长（growing up） 梦遇森林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 

探雨林奥秘·遇黎苗风情·颂

红色记忆 
Moana队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南 

触雨林，忆乡愁，品硕果 布吉岛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绿野仙踪 108 西南石油大学 西南 

最炫民族风 所以爱会消失对不队 云南大学 西南 

红动青春 献礼百年·海南琼海

周末游 
滇狂的哆啦 A梦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骆越之旅海南四晚五天黎族文

化雨林秘境体验之旅 
夏日限定队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海南有茶——海南寻“茶”之

旅 
“乡遇”海南 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 

黎乡秘林，海之南旅 海之南队 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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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森友会，闲展琼波翠 海底总动员队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西南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西南 

遇见“森”与“灵” 巴渝队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 

日落椰林 狗勾先锋队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 

探海岛 琼游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琼林乡村之旅 沙海战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热带雨林海韵黎乡多彩风情海

南 
时代乘风人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 

鱼与飞鸟 咸鱼翻身队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 

 

优胜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Qing文化的碰撞 开心就队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 

毕业之旅&雨林星光 北疆文旅少年队 黑河学院 东北 

我与滨海的“夏日蜜约” 时光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 
东北 

穿越北纬 18度 吉商队 吉林工商学院 东北 

海南乡村旅游及热带雨林 绿岛小队 沈阳城市学院 东北 

心灵之旅 木槿半岛 延边大学 东北 

海有 More 海游嗨哟队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东北 

三亚五日精品游 快乐天使队 
长春师范大学 

长春财经学院 
东北 

村坞游志，生态之行 少年游队 北京林业大学 华北 

揭秘雨林之魂，焕发青春色彩 探险小分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雨林与田园的诗与歌 ，海南热

带雨林和乡村游 
南的二次方 南开大学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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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绮梦，落于琼屿 NICE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大学“森”呼吸，雨林村落行 百川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青“浸”海南之旅 畅游一夏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山河入梦来，畅游乡村里 大象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海南雨林，游随心动 哇塞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只管奔赴 游你选择 驭梦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探索雨林奥秘 体验民族风情 启航队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华北 

探寻“消失的”海南·秘境之

旅 
和平精英 唐山师范学院 华北 

“红·绿·蓝”三色之旅——

研学游 
四海潮生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

学院 
华北 

寻秘海南之旅 五湖四海队 

天津农学院 

太原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 

湘潭大学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华北 

冒险大学生亚龙湾五天四夜高

性价比旅游路线规划 
Global Fever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探索雨林，乐享悠然乡村 快乐五环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慢漫琼林 至美乡村 琼游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百花什寒——探秘乡村雨林之

美 
椰耶也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海

南行 
一九二一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雨林之行 自强自立小分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海南热带雨林公园和乡村旅游

线路设计方案 
后浪队 巢湖学院 华东 

海南乡村欢乐 3+2 美少女战士队 巢湖学院 华东 

热雨乡情 精灵队 黄山学院 华东 

琼游之旅，学在途中 EIC队 井冈山大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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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魂之旅 hyaline队 井冈山大学 华东 

热带雨林及乡村旅游规划 雷霆狂花 丽水学院 华东 

与黎一起，雨林探险 凑热闹队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山海间 · 三亚雨林 4日 3夜

拓展游 
好椰队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雨林乡村 嗨转三亚 四叶草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奔赴一场岁月 YTeam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海南四天三夜雨林乡村房车自

驾精品游 
我太“南”了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海角踏浪 黎村探秘 探秘前行者 齐鲁师范学院 华东 

琼林遇海 探秘前行者 齐鲁师范学院 华东 

感黎苗情，集千帧影 萤火虫队 青岛大学 华东 

衣冠化雨林 北纬十八度 
山东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华东 

游琼崖，品人杰之美，赏地灵

之光 
鲁韵齐风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一起去海南吧 破浪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黄金之风 以梦为马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西藏民族大学 

华东 

回归自然，拥抱本真——大学

生的畅游之旅 
旅小康队 山东师范大学 华东 

热带雨林公园与乡村 海南专项旅游定制组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大学生乡村支教海南特色游 莘莘向琼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投以木桃，报以琼瑶 铁三角 上海杉达学院 华东 

琼游锦囊 海岛智囊团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雨林探秘文化随行 将个烂就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追寻红色 探秘丛林 老爸茶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海南，一封写满山海人情的请

柬 
你说什么都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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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趣雨林，任君探索 隐形富豪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赴天涯之约，探雨林之境 争先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英豪史留单椒，秀泽犹望海南 虞人众团队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

分院 
华东 

探索雨林风光 尽享海岛风情 小红花队 宜春学院 华东 

“一半林深海阔，一半家长里

短” 
一个诸葛亮 宜春学院 华东 

海洋与雨林 海雅队 枣庄学院 华东 

海南奇绝之旅 奇绝小队 枣庄学院 华东 

三亚清净地，自在海之南 蓝海文旅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海洋大学 华东 

研旅 Time 海南小天使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三色”琼州·“十分”海南—

—雨林乡村探秘游 
海纳百川队 中国海洋大学 华东 

南国风情 逐韵队 百色学院 华南 

南探琼州雨林，领略生态乡情 寻梦海南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学“海”无涯——访黎乡探雨

林 
跨海南下队 广东海洋大学 华南 

青山碧水，享绿之行 鲲鹏队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华南 

璀璨海南，研之游来 精英头脑特工队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森林公园一

行，黑冠长臂猿来一线之牵海

南自贸港研学旅行 

励志比赛第一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椰风海韵，旖旎热带 强强联合队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同心同行队海南大学生研学旅

游线路设计 
同心同行队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海南之谜 从绿出发”——海

南生态研学旅行课程设计方案 
星迹队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雨林佳景高校畅行，生态横渡

乡村风情 
姜文旅小队 桂林旅游学院 华南 

海南五指山深度游 旅院之星 桂林旅游学院 华南 

探秘雨林乡旅 圆梦队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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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多元雨林乡村探险之旅 逐梦弄潮队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三日两晚海南风情文化深度游 追梦天团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梦游数字仙境：雨林寻仙之旅 爱丽丝梦游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南国热带天堂五日游 畅游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宝岛之心 飞遥旅游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快乐星球冒险计划 海行队 海南大学 华南 

乌托邦 海南天气总在与我作队 海南大学 华南 

雨林中的光与影 我们做的全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商务人士保亭县热带雨林乡村

游旅游路线规划 
小雨滴漂流队 海南大学 华南 

悠游别院线路设计策划书——

以民宿为载体的热带雨林与乡

村旅游 

悠游四纪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尖峰岭“心灵奇遇” 风启队 
海南大学 

湖北大学 
华南 

雨林路书 冬青队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 
华南 

琼林玉“村”之旅 说得都队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南方秘境 YOUNG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放飞之旅 勇闯天涯队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琼州风情之旅 Fly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海岛村落奇遇记 海岛之夏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见雨林精灵，享温泉世界 我就不信跟我重名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雨林生态研学之旅 熹微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绿野仙踪探险计划 Brave Team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雨林探秘,重走英雄路 龙藤战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雨林亲水、田园农趣 拿了奖金开派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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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岛之心 搜途小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踏青山岁月·品黎苗文化 五湖四海队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休闲养生乡村雨林游 四大天王和她的塔 韩山师范学院 华南 

海南雨林乡村风情三日游 123战队 贺州学院 华南 

海南七日游 锦鲤小分队 贺州学院 华南 

沉浸快慢节奏反差，雨林乡村

特色碰撞——魅力海南之旅 
七小对 惠州学院 华南 

踏破铁鞋无觅处 乡村雨林来共

舞 
V5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雨林+吸氧”海南旅游路线设

计 
非常 6-1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休闲与刺激的碰撞 好像不太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海南热带雨林穿越之旅 梦之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豪华踏青说走就走 去海南冲浪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向阳而生 向日葵小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植”下友谊，畅游海南 争鸣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海南脉动·森呼吸 灼灼其华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山海研学之旅 山海未来队 南宁师范大学 华南 

雨林人生惬意游 小小萤火虫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

学院 
华南 

绿野仙踪奇缘之旅海南热带雨

林五日生态游 
锦鲤战队 三亚学院 华南 

中廖村乡村旅游 绝队 三亚学院 华南 

热带风光民风民宿体验游 旅游嘉年华队 三亚学院 华南 

超越第一，实现梦想 梦幻队 三亚学院 华南 

浪漫天涯 一叶之舟 三亚学院 华南 

大学生休闲农业研学旅行 丛林探险队 
三亚学院 

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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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瓦嗳噜雨林风情游 板砖队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雨露均沾 墨雨琼崖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 

探雨林秘境，享海南风光 年少有为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怡游海南学乐同行” ——双

飞七日深度体验之旅 
无名之璞 

肇庆学院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丛林秘境遇上乡村风情 赶海小队 澳门城市大学 华南 

体验热带民俗，畅玩十一假期 We are YounG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琼南澜旅 途乐队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带我回“黎”家 苍琼之下队 湖北大学 华中 

沉香的三味一生 向南队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华中 

越山观海，探秘民俗 破晓队 

湖北文理学院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华中 

琼林玉树 霞光万道 绿巨人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华中 

体验“氧吧”，品味“烟火” 后浪队 湖南工商大学 华中 

俄贤岭乡村露营休闲游 青芒蘸酱队 湖南工商大学 华中 

forestour Forester 武汉工商学院 华中 

绿野仙踪 海南之家队 湘潭大学 华中 

探寻雨林瀑布，体验热带农业

——绝无仅有的海南环岛游路

线 

相拥翠海队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

院 
西北 

有志青年，志游海南 赢潇队 青海大学 西北 

惊险雨林与惬意乡村的奇异碰

撞 
摘星抱辰队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雨林王国的冒险之旅 图途乐队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 

呀诺达寻宝路线 诗和远方队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世界那么大，应该去看看·毕

业之旅 
晨曦队 成都体育学院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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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海南省“雨林体育拓展+黎族风

情文化”双核体验研学线路设

计方案 

寻梦队 成都体育学院 西南 

海南“红绿蓝”四日游学 阅微队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

学院 
西南 

林野奇遇 海南嘻嘻嘻 贵州大学 西南 

醉梦山中云与雾、波涛碧浪漫

步行 
黔进者 六盘水师范学院 西南 

南翡宝岛，琼星璀璨 多核果绿橙小分队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

学院 
西南 

温暖颐养海南之旅 益言益行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

学院 
西南 

琼游七日之游“黎”其“中” 扬帆队 
四川文理学院 

澳门城市大学 
西南 

蜀海康养旅居 蜀海康养旅居队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西南 

雨林深处黎苗人家 乘风破浪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椰岛雨林 多彩黎寨 大三亚圈我们来了 云南大学 西南 

少年正当时 风启队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

学院 
西南 

心随梦“静” 云旅队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

学院 
西南 

2+2+3自选游项目 浪里老咸鱼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

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 

西南 

探索海南 自由驰骋 Top girl 组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善行 健行 智行 乐活派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天涯单行海角相伴 青春赤子队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享”雨林原乡，“受”黎风苗

韵 
乘风破浪队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以乡村研学，定义新国潮 春秋五霸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美丽三亚浪漫天涯 海之南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给我三天 吃遍海南！ 海浪队 长江师范学院 西南 

基于新形势下对自贸港休闲渔

业和红色旅游路线的创新探索 
海阔天空 

重庆交通大学 

集美大学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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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原味海南，由你探索 相亲相爱一家人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 

雨林求生 锅盔就老窖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夏日炎炎雨林蒸田 极舒雨林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汉南 乐游行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来自椰岛雨林湿地的邀请——

探险之旅 
暮苍梧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琼知 琼知旅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海口骑行三日游 先行者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南屿海城 天涯海角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 

琼崖探山凌波启，黎苗踏舞长

歌行 
斜月三星队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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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滨海旅游区（大三亚圈）组 

特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青春作伴海南游，诗画三亚醉

美好 
琼州奇缘队 沈阳师范大学 东北 

崖州漫屿寻旧梦，黎村雨林弄

新潮 
漫屿之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华北 

崖州追忆——来自神秘人的委

托 
椰峫野耶队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

学院 
华东 

海岛之南，青春之彩 乘风破浪组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觅境海岛，寻缘兰桡 ——海南

极限之旅 
极限挑战选我们才队 海南大学 华南 

造浪青春 创梦蓝海 创蓝海团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我在槟榔谷当侦探 粒粒椰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华中 

天涯 high叫，一起 say耶 天生一队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北 

美_黎_三亚,心韵悠行 花火队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 

“踏着红色足迹，品味英雄海

南的故事。” ——海南“五天

四晚”红色追忆之旅 

RGYPW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 

 

一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义游海南_ “海岛浪漫”史

上最温暖的大学生招募计划 》 
海岛奇兵 渤海大学 东北 

“带你在海里飞”滨海旅游区

（大三亚圈）线路策划方案 
微笑青年 Team 沈阳城市学院 东北 

琼中奇宝 燕络华琼 北京城市学院 华北 

寻东方玻璃海，探南滨翡翠林

——大三亚之行 
海岛探险家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华北 

梦回黎苗 有点厉害吧！ 北京工商大学 华北 

山海互动“红•蓝•绿”房车剧

本杀旅游 
N的平方 南开大学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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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瀚海有终，求索无限” 嗨浪队 江西财经大学 华东 

琼旅经济一体化，劈风斩浪游

学路 
琼梦学子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天涯海角，情定黎苗 椰子鸡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追风迎浪滨海游，三位一体新

发展 
椰子小分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山川大海皆是浪漫 一拍即合队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挥洒青春 筑梦海南·滨海旅游

区九日八晚义工趣游 
想去海边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蓝色的盒子会唱歌 相亲相爱一家人 广西民族大学 华南 

多彩青春行——大三亚圈滨海

旅游线路策划 
四朵浪花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多彩琼海欢聚地，缤纷悦游恰

青春——海南滨海区大学生自

助游旅游线路策划 

五朵浪花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滩途享乐 滩途享乐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前行，潜行，浅行” 海蓝蓝舰队 
海南师范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 
华南 

感受生长的力量，把握时代的

方向 
海南岛的热带雨林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森海深呼吸，元气打卡记 海南椰子煲鸡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海南青春跳岛游 脱发小分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NEWWAVE_踏浪琼州，奔赴山海 琼州鲜榨椰汁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红星照耀之海口，红色游中的

“人文之旅” 
文创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拍影青春之精致，体验滨海之

精细 
说走就走小分队 湛江科技学院 华南 

大三亚圈五日四晚自由行线路

设计 
海南寻宝队 中山大学 华南 

来到海南当岛民 烤鹅片队 长沙师范学院 华中 

大三亚环游记 格兰芬多小豆豆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穿林入海·嗨学之旅 新·琼游青年团队 新疆师范大学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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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琼山鹿水大冒险，蓬莱仙境网

红线 
鹿蓉队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

学院 
西南 

山海交汇，蓝绿相融 岛民归来队 
云南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西南 

随风而走，随浪而游 巴渝三带一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 

相聚滨海城，启航寻宝路 梦游计队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 

留公益足迹，创快乐心情——

海南东线五天四夜公益之旅 
玉壶冰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 

滨海环游记 渝青队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南 

 

二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椰风海韵”大学生摄影之旅 云上行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钢铁游击队 辽宁科技大学 东北 

summer girl之旅 summer girl 沈阳农业大学 东北 

“林蓝满目”琼南滨海行 营养均衡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东北 

风吹椰林·靓丽海南行 海底总动员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华北 

多彩海南追忆革命精神 畅享水

上乐趣 
鹿群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华北 

行走中华，知大三亚 天天向上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海南滨海新区研学旅行线路 战狼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碧海连天远，琼崖尽本色 海上明月 南开大学 华北 

“走进北纬 19°，驻足落日潮

汐。” 
文展联盟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大三亚“剧”好玩世界上的另

一个我 
琼游乐无穷队 内蒙古大学 华北 

山海琼崖路——大三亚“沉浸

式”体验之旅 
鲤跃琼门 华侨大学 华东 

摄记小美好·光影大三亚——

大学生摄影爱好者旅游线路设

计 

我们队 江西财经大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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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蓝色拾味 深深大河 江西财经大学 华东 

琼星探秘 三原之狮 南京师范大学 华东 

琼三彩 带着盲盒去旅行 YYDS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蔚蓝生活 蔚蓝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行有琼，乐无穷 北纬十八度 
山东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华东 

绯色海南 海低小众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公主的成人礼”三亚 5 天 4 

晚梦幻旅拍团 
蜜桃气泡椰子冻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 
华东 

“青春多 young·角色解锁

券” 
THE4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破釜沉舟——玩转琼州》 天涯海角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与海风的约定 夢之旅队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

大学 
华东 

“南”望夏天——万宁极限运

动创意产品说明书 
乘风破浪队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学 YOU”七章之旅 乐途 广西师范大学 华南 

魅力大三亚，青春新旅程 海鸥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共荣之大三亚圈 南旅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海角天涯福旅地 琼崖小分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探渔家文化，品海岸风情——

魅力陵水三日游 

Pineapple under the Sea

队 
海南大学 华南 

综艺之旅 不惧！浪队 海南大学 华南 

一“鹿”向南 飞遥旅游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归墟梦演 见山是山 海南大学 华南 

三亚水上旅游策划书 蓝色空间队 海南大学 华南 

蓝色大海的故事 旅伴 海南大学 华南 

鹿城寻蜜，爱情永驻 琼州艺术家 海南大学 华南 

盲盒取景，畅游琼州 琼州艺术家 海南大学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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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含溪杯古，触石吐云——海南

环海六日游 
天蓬队 海南大学 华南 

我有我的 YOUNG 星梦 海南大学 华南 

海岛奇遇十日游之‘大三亚’

滨海集结 
超能海战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遇见琼州，浪迹三亚 我就不信跟我重名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穿梭滨海三亚，畅游民族风情 创造 403 贺州学院 华南 

极游海陆空—海南极限旅游一

体化线路设计 
极游者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缤纷海南：与有趣的灵魂结伴

而行 
搜途智囊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心“水”保亭 ——“乐”游三

亚 
走向巅峰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益”起奔赴山海 GT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椰林舞风芭，蜜情寄三亚——

大三亚圈闺蜜游五天四夜浪漫

旅游线路 

老年沙滩排球队 中山大学 华南 

遇见滨海大三亚圈，畅享文体

育红色游 
young 河南师范大学 华中 

南琼游学海 雩川五士 湖北大学 华中 

呼朋唤友 无乐不作 比完回来开派队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华中 

侣行海南队 你管我什么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北 

hi,summer 同舟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北 

“红上新潮，蓝入海底，绿伴

途中” 
冲浪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 

逐梦天南 逐梦队 新疆大学 西北 

海岛畅游记 破浪 乐山师范学院 西南 

Dream 女神，披荆斩棘 Dream team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西南 

让爱延续，屿你同行 汇智创意队 四川旅游学院 西南 

四日奇趣之旅 山川和海南为旅 四川旅游学院 西南 

“呆”在海南 不倒翁大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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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夜•耶 火锅椰汁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山海呼应·海陆联动”——

大三亚圈体育旅游+休闲观光双

重体验六天五晚精品游览线路 

水手小分队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打卡青春，绘亚“蓝途”》 我们说的都对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 

“我与祖国共成长”思政研学

旅游路线设计 
克莱因小组 云南农业大学 西南 

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椰果 云南农业大学 西南 

梦醉海湖之南，心泊锦绣之旅 琼南畅游 长江师范学院 西南 

滨海旅游，畅游海洋世界！ 呀嘿呼队 
长江师范学院 

江苏理工学院 
西南 

四日三夜研学之旅 Top Damien 重庆工商大学 西南 

 

三等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潮起海之南，青春正当时 自贸扬帆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 

“海”好有你 逆流而上 
黑龙江省旅游职业

技术学院 
东北 

随心而行 小岛 TNT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化工学院 

东北 

毛毛虫游大三亚 毛毛虫队 

吉林工商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安徽大学 

东北 

海滨特色旅游线路设计 
海南省海滨特色旅游线路

设计组 
辽宁理工学院 东北 

像鱼在水里自游 乘风破浪队 沈阳师范大学 东北 

九滴吼南 才如江海队 延边大学 东北 

绿野寻踪——三亚深度体验旅

游路线设计 
一把铁锹挖地球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东北 

三亚的那点事儿 HDQ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中瑞酒店管理学

院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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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四季”予你 万有引力队 北京联合大学 华北 

心潮自游行陵山靠水畅意海南 天之涯 海之南 

北京体育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 

海南大学 

武汉大学 

华北 

海南滨海新区美丽邂逅之旅 Top Girl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邂逅三亚 光炫星空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将美景一网打尽——滨海旅游

区（大三亚旅游圈） 
胜羽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大学生海南打工旅行路线设计 南上加南 
南开大学 

澳门旅游学院 
华北 

文化与激情的碰撞，寻觅海边

对诗和远方 
愤怒的 bird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趣玩三亚沉浸红绿蓝 青栞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旅”动三亚 碧波逐浪队 内蒙古大学 华北 

海南风浪 乘风破浪队 唐山师范学院 华北 

我愿穿花寻路 邂逅琼台 我们 CP是一队 唐山师范学院 华北 

佛系大学生大三亚圈五天四夜

高性价比自驾旅游路线规划 
Global Fever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孤独被倾听，我们在一起 五更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滨海文化之旅 爱福三队 燕山大学 华北 

滨海梦幻毕业行 乘风破浪队 安徽财经大学 华东 

海浪之花 游艇少女 303 安徽师范大学 华东 

海南“大三亚”圈五天五夜租

车自驾游路线 
绝队 巢湖学院 华东 

北纬 18° 琼心所欲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

学院 

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软件学院 

深圳大学 

华东 

海洋之心，邂逅青春 彩虹之上 复旦大学 华东 

椰风海岛，圆梦少年 天南海北一起闯队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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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天蓝海碧热带风情，山清水秀

魅力海南 
浪波湾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华东 

畅游海岛 环海队 井冈山大学 华东 

度假天堂•三亚海陆空全景游 椰风海韵队 聊城大学 华东 

行走三亚时光旅拍 coconuts冲冲冲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海风将至 海风将至组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夏日无限，酣畅青春 五天早八队 南京传媒学院 华东 

敢，我愿乘风破浪——海南

“大三亚圈”畅游 
阳光冲浪队 宁波财经学院 华东 

《怡情山海美如画，鹿城风光

四季同》，第二条线路 
山市晴岚队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华东 

追梦逐海 追梦逐海 上海杉达学院 华东 

“我在七年后等你”毕业旅行 乘风破浪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心海初拥”文旅融合滨海旅

游线路设计 
独立自由快乐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游海仙境，享南风情 快乐星球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寻海岛之风，入东坡之境 乐逍遥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我知我喜乐，优价游鹿城 同路人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

学院 

宜宾学院 

华东 

行走天涯，情暖三亚捕捉我们

的美好瞬间 
向左看祺队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 

纵享海岸风情 航海小分队 宜春学院 华东 

琼南之圈， “浪” 名之源 必去不可队 宜春学院 华东 

绿动人生 无法止步队 宜春学院 华东 

邂逅琼南 屿你相遇 ——大三

亚 6天 5夜旅行交友路线 
筚路南旅队 广东海洋大学 华南 

椰风海韵—海南五天四夜精品

游览路线 
三三得久队 广东海洋大学 华南 

琼游南际 粤来悦行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纵情山海，环卫三亚 5G冲浪组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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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三天两夜滨海游 乘风破浪队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 
华南 

海角天涯 洋甘菊队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海南滨海旅行，我们玩大了 琼崖仙境队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华南 

旅游明珠 小行星队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

大学 
华南 

与海相约.海南三亚 匿名 
广州市番禺职业技

术学院 
华南 

领略海南红色之风，追忆往昔

红色精神 
亚兰之光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阳光海南，随心即拍 追光队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六天五晚潜水证畅玩海南潜点 追梦天团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红色海南，魅力海南 行走青春队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寻我之旅，海宿山行” 一实不二队 海南大学 华南 

陆海人文，灿若星辰 执茗团队 海南大学 华南 

假日海湾 YOUNG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大学生滨海之旅 趣海对不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嗨，同学！ 踏浪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山海情—最海南主题游” 悦海南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大美三亚，碧海踏青之旅 云帆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探访古老城印象三日游 勇闯天涯队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三亚滨海度假旅游 无名之队 贺州学院 华南 

朋克养生潮玩一夏 大赛官方指不定椰子宝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五官’遨游 探秘大三亚圈 海的女儿们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群鸥戏海，“佛系”旅游 群鸿戏海 惠州学院 华南 

山海三亚寻灵记 勇往直前 惠州学院 华南 

云梦琼州，一枕山海 啵啵总动员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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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趣才好玩”，新青年引领新

活力 
乘风破浪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解”救夏天，非你莫“暑” 兜梦旅吧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椰林海风浪漫休闲和惊险刺激

海上运动之旅 
好像不太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不同，所以遇见 派大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雨霁风停 无言以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逃离浮躁喧嚣，寻找海南之美 长歌行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琼”游海南 海南椰子鸡烤全羊肉串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华南 

山海之旅 山海未来队 南宁师范大学 华南 

一站游大三亚 六零五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

学院 
华南 

“红”+“蓝”+“绿” 滨海突击队 三亚学院 华南 

三亚滨海文化与美食之旅 高矮胖瘦队 三亚学院 华南 

上天入海惊险挑战 6日游 进击的白露 三亚学院 华南 

北纬 18度的来信 漂洋队 三亚学院 华南 

大三亚之青春乐活之旅 忘忧小队 三亚学院 华南 

美丽滨海浪漫三亚 Franklin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华南 

海南岛滨海三日游 乘风破浪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琼崖之旅 追光队 玉林师范学院 华南 

最南神秘边境打卡：跟着课本

游海南   ——中国，一点都不

能少 

逍遥游队 肇庆学院 华南 

“天涯海角觅知音”——海南

滨海四日陪伴游 
快乐养老队 中山大学 华南 

康旅之途 琼州浪花队 

中山大学 

澳门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

江学院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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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亚圈黎族文化之旅 喜洋阳队 
湖北大学 

湖南大学 
华中 

悦动青春 寻海之旅 海遇队 湖北经济学院 华中 

嘉学游行 嘉行 1954 开封大学 华中 

向着海南前进遇见不一样的

你！ 
巾帼队 开封大学 华中 

我要去滨海 拓梦组 开封大学 华中 

与君共乘海浪之上 7天 6晚海

南逐浪探索博物之旅 
骑着海豚上学队 

湘潭大学 

海南大学 
华中 

海岛趣嗨游 清澄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侨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 

三峡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 

“龙宫一探”义工换宿旅行 H²队 青海大学 西北 

滨海乐趣游 创新先锋队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心海” 少年队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清波映落霞，浪漫寄天涯 向日葵队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海滨旅游，打卡三亚 左东右西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爱在海南 “甘”为“海”来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大学生“琼·游”之旅 浪花朵朵队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碧海蓝天 南国风情——滨海旅

游区(三亚圈)四日游 
青春主旋律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慢享琼游，摄你心魂 乌市小分队 新疆师范大学 西北 

乘风破浪，谱写青春之韵 忆“琼”二白·南波万 
阿坝职业学院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南 

优选旅拍 Dream team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西南 

激情三亚 超越队 四川旅游学院 西南 

青春三亚行，游学研于心 干饭不用排队 四川旅游学院 西南 

律动三亚 歌乐山旅行社队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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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入海心跳之旅 川流不息队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

学院 
西南 

滨海骑迹 乐活派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清凉一夏（琼南滨海三天两夜

动感之旅） 
夏日限定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咔嚓咔嚓·滨海人间 造浪机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三亚海滨之旅 18到 26岁的潮男组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青春在路上 CCTV组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海南海滨五天四晚自驾游 清华得不到的学生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相约海滨 畅游三亚 说啥都对队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三亚海滨体验之旅 同路人 云南民族大学 西南 

“拼”玩玩 鲨鱼队 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 

飞鸟与鱼 Champion Team 长江师范学院 西南 

夏日笔记寻找海南珍宝 SKII 重庆财经学院 西南 

春往海南边，秋闻半夜蝉 做得都队 重庆交通大学 西南 

三亚以东，欢迎光“陵” 防蚊贴队 重庆科技学院 西南 

滨海旅游路线 天才美少女 重庆理工大学 西南 

这个夏天、“南”色治愈 Pretty Sunshine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黎苗之旅 冲鸭战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天涯海角、“海”誓“三”盟双

飞五日游 
海滨恋爱特工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我和毕业有场约会“嗨”南双

飞五日游 
海鸥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浓情海景，魅力三亚 阳光地带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西南 

海的味道，“拼”就知道 海风向南吹队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 

大爱大美三亚亲，残障人士七

日行 
航海舰队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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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奖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醉梦仙霖 群英会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 
东北 

我和滨海有个约会 舞动青春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

术学院 
东北 

同名相连把酒言欢 霞客行 北京城市学院 华北 

浪花朵朵 朝阳爱浪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中瑞酒店管理学

院 

华北 

天涯海角，南国风情——海南

旅游路线设计 
我们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华北 

梦回三亚 绝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行走的课堂 林夕雪队 内蒙古财经大学 华北 

海南大三亚圈五日游 挖掘机队 唐山师范学院 华北 

免税店购物 RNG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多彩星火 超越队 天津商业大学 华北 

椰风吹白浪，悠游三亚行 山鹿队 运城学院 华北 

悠闲之旅 海绵宝宝好“南”队 安徽财经大学 华东 

乘风破浪 破浪队 巢湖学院 华东 

玩转四城，舞动青春 琼走战队 巢湖学院 华东 

说走就走的旅行 unique 
江西财经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华东 

旅程 online 旅程 online 聊城大学 华东 

滨海旅游设计线路 琼尽全力 聊城大学 华东 

大风起，心远方 南晓四人队 南京晓庄学院 华东 

来海南我们认识还难吗？ 我们说的都队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 

给力海南 给力组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 

椰想逐浪，在海之南 蚂蚁特工队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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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滨海旅游区 同行队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 

椰风海韵 人海拾荒队 宜春学院 华东 

梦的旅程，有你同行 星光小组 宜春学院 华东 

就是玩 彦祖队 宜春学院 华东 

食琼南百味 游滨海风情 扬帆起航队 
宜春学院 

新乡学院 
华东 

养生环保局，现代民族行 五家姓队 中国海洋大学 华东 

椰林碧海自由行，青春少年结

伴游 
海南之旅队 广东财经大学 华南 

畅神秘大三亚，赏世间之万象 

持心中之热爱，赴下一场山海 
Double-Qi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华南 

琼海云游 启航队 桂林理工大学 华南 

乐在海南，偶遇“爱豆” 行走青春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天被地床 绝队 海口经济学院 华南 

青春环游记 四维空间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趁青春，去三亚玩湾 云帆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海南高校大学生周末沙龙旅游

线路 
卓越奋进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华南 

踏青春_大三亚圈海南软件职业

技术学院耀青春队旅之南 
耀青春队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 
华南 

寻“海”体验游 岛主小队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 

琼岛志愿研学之旅 琼琼星云队 韩山师范学院 华南 

四天三晚滨海风情之旅 315队 贺州学院 华南 

驭梦海南 驭梦海南 贺州学院 华南 

玩转百变三亚，感受清凉一夏

——让青春“森”呼吸 
美女与野兽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 

超人气大三亚圈文化与时尚游 守护宝岛队 惠州学院 华南 

多 young海南 剥了鸡蛋的壳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58 

 

作品名称 队名 学校 赛区 

我们的心灵驿站—滨海休闲之

旅 
海南免睡店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Golf初体验 海南之嘉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说走就走的大三亚之行 拉风小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热情海南活力奔放 斯里兰卡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寓学于趣，享高品质海南游 阳光椰子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逐梦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华南 

魅力海南 绝对给力队 琼台师范学院 华南 

乐享琼州 琼州蓝 BUFF队 三亚学院 华南 

大三亚五天四夜滨海旅游之探

索古今文化 
团结一心队 三亚学院 华南 

基于滨海美食的专项旅游线路

设计—以海南省滨海美食为例 
我们都对队 三亚学院 华南 

阳光正好，山海不宅 只有一个人队 湖北大学 华中 

SWEET DAYS 银河旅行团 黄冈师范学院 华中 

差不多的哇塞之旅 差不多都队 湘潭大学 华中 

山海互动，“蓝”“绿”同行 畅游小队 西安欧亚学院 西北 

三亚经济圈海滨情侣浪漫之旅 无糖可乐队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北 

海南大三亚旅游圈一路拍不

停·摄影旅拍四日游线路 
沧浪队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 

滨海大三亚圈路线 神奇五侠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星火琼崖海映红 天“崖”海角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 

阳光三亚，畅玩三亚 傲寒队 新疆大学 西北 

关于我想要挑战各种体育项目

的路线 
牛马队 成都体育学院 西南 

畅游南海天之蓝，走遍琼州醉

南端 
黔进者 六盘水师范学院 西南 

三亚游学之旅—滨海六日游 新途队 四川旅游学院 西南 

研学三亚，湖海逍遥游 至臻团队 四川旅游学院 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