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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爱上盐城·青春实习生”文创作品获奖名单公示
序号 等次 类别 区县 作者 作品

1 特等奖 调研报告 市直

周子墨
沈仪
张嘉驿
杨锦涛
殷明
裴蕾
张宗文
张子洁
白栋木
彭敏
丁依婷

关于盐城籍在外大学生对家乡的归属
感情况的调研报告

2 特等奖 调研报告 东台 周健

人才保障和激励因素视角下地方政府

青年人才引进机制实施情况调查研究

——以东台市为例

3 特等奖 摄影 亭湖 韩煦 大美盐城

4 特等奖 摄影 大丰 陈思雨 麋鹿故乡，花里大丰

5 特等奖 视频 大丰 陈思雨 你好，大丰

6 特等奖 视频 盐南 杨笑颜 情归盐城

7 特等奖 文章 大丰 刘智伟 浅谈我的暑期社会实践的经历

8 特等奖 文章 市直 刘站忠 遇见·盐渎

9 特等奖 其他 盐都 徐世博 大纵湖旅游度假区文创 ip设计

10 特等奖 其他 滨海 徐悦 灵动盐都

11 一等奖 调研报告 大丰
南京师范大学

暑期实践队

“筑梦童心，凝聚希望”

--关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状况调查研

究

12 一等奖 调研报告 盐都

南京中医药大

学凤城青年乡

村振兴调研团

基于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影响农村发展

及苏 北计划实施效果的调研

13 一等奖 调研报告 盐都 徐研皓 盐城黄海湿地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14 一等奖 摄影 东台 贲婷华 新街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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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等奖 摄影 大丰 葛潘阳 稻田里的“一堂课”

16 一等奖 摄影 建湖 肖红立 独生

17 一等奖 视频 大丰 顾子涵 麋鹿故乡，花里大丰

18 一等奖 视频 盐都

盐都区青年志

愿者协会、心

语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盐都区暑托班

19 一等奖 视频 亭湖 杨晶晶 用青春记录盐习

20 一等奖 文章 盐南 杨笑颜 情归盐城

21 一等奖 文章 大丰 王璐瑶 青春留丰，不负韶华

22 一等奖 文章 市直 杨逸逍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3 一等奖 其他 盐都 徐世博 文创产品设计大纵湖湿地笔架

24 一等奖 其他 滨海 肖浩 狂风中的网箱

25 一等奖 其他 盐都 杨爽 淮旧盐都

26 二等奖 调研报告 东台 周健

苏北地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道路探索

的现状与问题调查研究——以东台市

为例

27 二等奖 调研报告 建湖

“守望蓝天，

与‘湖’相伴”

实践团

探寻乡村振兴背景下留守儿童教育发

展现状与帮扶路径——以盐城市建湖

县上冈镇为例

28 二等奖 调研报告 盐都 仲伟 有关当代实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29 二等奖 调研报告 东台 吴妍、姜周未

反哺与归乡：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青年参

与现况调研——基于东台市南沈灶镇

研究

30 二等奖 摄影 盐南 杨笑颜 情归盐城

31 二等奖 摄影 大丰 邹卫琳 云彩

32 二等奖 摄影 市直 杨逸逍 御“风”而行

33 二等奖 摄影 建湖 陈俊羽 定格的瞬间

34 二等奖 视频 建湖

“守望蓝天

与‘湖’相伴”

实践团队

上冈暑托班实习日记

35 二等奖 视频 东台 朱鑫媛 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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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二等奖 视频 盐南
盛博雅、汪思

妗
盐南实习生实践生活

37 二等奖 视频 亭湖 王子尧 实习的一天

38 二等奖 文章 大丰 陈思雨 你好，大丰

39 二等奖 文章 东台 吴妍 心之所向，行者无疆

40 二等奖 文章 亭湖 陈婧嘉 青春建亭湖 热爱献家乡

41 二等奖 文章 盐都 朱明悦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42 二等奖 其他 东台 陶杰 爱我东台

43 二等奖 其他 亭湖 韩煦 爱上盐城系列文创产品

44 二等奖 其他 盐南 吕明月 盐城“万物有灵”精灵系列文创作品

45 二等奖 其他 东台 黄蔚娴 海盐水韵

46 优秀奖 调研报告 东台 谢忱芮
对东台市弶港镇八斗村落实“乡村振兴

政策”的探讨

47 优秀奖 调研报告 盐都 朱晖
卡逊《寂静的春天》生态伦理思想对盐

城的启示

48 优秀奖 调研报告 盐都 郜佳琳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49 优秀奖 调研报告 大丰 葛潘阳
关于植保植检工作对保障粮食生产安

全的调研报告

50 优秀奖 调研报告 滨海
南开大学暑期

实践队

新时代背景下沿海城市县域经济社会

发展现状及人才引进机制对当地发展

的助力——以盐城市滨海县为例

51 优秀奖 摄影 大丰 束坤霖 晚霞

52 优秀奖 摄影 建湖 肖红立 日暮天光

53 优秀奖 摄影 滨海 刘婷婷 芦苇暮修修

54 优秀奖 摄影 市直 汪思妗 数梦苍穹

55 优秀奖 摄影 市直 靳潇倩 森林精灵

56 优秀奖 摄影 滨海 宋晓阳 风光

57 优秀奖 摄影 建湖 陈俊羽 美丽乡村

58 优秀奖 摄影 建湖 肖红立 初升暖阳

59 优秀奖 摄影 建湖 吴文青 河畔静谧之夜

60 优秀奖 摄影 大丰 徐志鹏 月光里的影子

61 优秀奖 视频 盐都 杨宇 草房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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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优秀奖 视频 盐南 何孝慈 平凡的一天

63 优秀奖 视频 盐都 朱晖 挽民族星光，寻特色家乡

64 优秀奖 视频 大丰 杨影 青春实习

65 优秀奖 视频 东台 谢忱芮 薪火接力，返乡筑梦

66 优秀奖 文章 滨海 余源 行不忘思，思而求理，以理促行

67 优秀奖 文章 东台 吴颖 纸上得来终觉浅

68 优秀奖 文章 建湖 董珈吟 以青春之行，助力美好家乡

69 优秀奖 文章 亭湖 韩煦 在家乡沃野上释放青春能量

70 优秀奖 文章 盐都 颜灵溪 笃行致远，不负芳华

71 优秀奖 文章 盐都 严雨涵 高台上亦有烟火气

72 优秀奖 文章 建湖 吴韦 湖垛鹭飞盐迹溯

73 优秀奖 文章 大丰 陈昊泽 青春梦想在社会实践中闪光

74 优秀奖 文章 建湖 姚磊 村风新语 “盐”习家乡

75 优秀奖 文章 盐都 李诗嫒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76 优秀奖 文章 东台 袁鹏 燃青春之火，照理想之程

77 优秀奖 文章 建湖 祁靖翔 以青春为笔 谱盐城乐章

78 优秀奖 文章 市直 费欣垚 爱上盐城·青春实习生

79 优秀奖 文章 盐都 颜承洋 喜迎二十大，知识薪火传

80 优秀奖 文章 大丰 沈嘉驹 暑期实习感悟

81 优秀奖 文章 盐都 葛佳琪 2022“返家乡”实践有感

82 优秀奖 文章 市直 严瑾 筑梦盐城，逐梦青春

83 优秀奖 文章 盐都 刘泽华 绘就“强富美高”新盐城绚丽图卷

84 优秀奖 文章 亭湖 王文清 法院实习有感

85 优秀奖 文章 亭湖 孙乾澍 青春留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