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唤醒沉睡的你 优良学风伴我行”主题团日心得体会作品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年级专业班级 所属院系 奖 项

1 青春当远行 徐  颖 18级英语6班 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2 粗粝能甘，纷华不染 李  婕 19级学前教育1班 教育学院 一等奖

3 《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学习心得 夏保卫 20级材化1班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

4 别再把“碌碌无为”说成“平凡可贵” 殷世平 18级思想政治教育1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等奖

5 你本应该站在山顶 徐  越 19级食品质量与安全2班 生物工程学院 一等奖

6 梦想之路很长，你可曾踏上 王佳乐 18级物理学1班 电子工程学院 一等奖

7 加油！新时代青年人 武  悦 18级思想政治教育1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等奖

8 读《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有感 张  路 20级英语升本4班 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9 你不奋斗，何来人生 李慧杰 20级思想政治教育2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等奖

10 学习心得体会 刘婕煜 19级音乐表演2班 音乐学院 一等奖

11 离开前请唤醒我 骆成雨 20级社会工作2班 法学院 二等奖

12 付出行动，认识自己，坚持下去 刘  梦 18级思想政治教育1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奖

13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 朱路畅 20级思想政治教育2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奖

14 燃烧大学青春，拒绝盲目“佛系” 胡云芳 19级学前教育1班 教育学院 二等奖

15 与其混日子，不如过生活 宋  为 19级英语5班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16 不做“沉睡”的读书人 程  柳  20级汉语言文学专升本1班 文学与传播学院 二等奖

17 读《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有感 李  亚 18级生科1班 生物工程学院 二等奖

18 别让自由成为你的牢笼 宋杨慧 20级大数据2班 计算机学院 二等奖

19 争做真金白银 不愁毕业没去处 卢  璐 18级商务英语2班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20 拒绝成为废柴 许玲玲 17级英语3班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21 星辰在此处陨落，却在彼岸升起 王其顺 18级高分子1班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二等奖

22 唤醒沉睡的你，优良学风伴我行 陈志伟 20级机器人2班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二等奖

23 以书醒梦 潘玮玮 18级学前教育1班 教育学院 二等奖

24 你只管拼，剩下的交给时间 毕志伟 18级数学与应用数学2班 金融与数学学院 二等奖

25 冬眠的季节，努力的时候 丁  聪 19级文化产业管理2班 法学院 二等奖

26 尝试之下，终有觉醒 陈卫琼 19级电子信息工程1班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



27 沉睡的你醒了吗 孙文瑞 19级物联1班  计算机学院 三等奖

28 你要醒来，你要对得起这繁花似锦 徐雁琳 20级小学教育1班 教育学院 三等奖

29 走出舒适圈，与梦想撞个满怀 周玟琦 19级思想政治教育2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30 知命不惧，日日自新 吕楠楠  20级思想政治教育1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31 大学生失去目标了吗 代  江 20级数学与应用数学1班 金融与数学学院 三等奖

32 加油读书人！ 陈传龙 19级计科1班 计算机学院 三等奖

33 请不要再沉睡 房至洁  20级英语3班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34 《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读后感 张  宇 20级化学2班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三等奖

35 始终如一，奋往直前 徐章妍 19级思想政治教育1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36  听闻少年一词应与平庸相斥 陈  方  20级思想政治教育1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

37 学习感悟 王梦雅 18级商务英语1班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38 《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学习心得体会 胡肖肖 19级会计学1班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39 不要再沉睡 杜梦雅 20级大数据1班 计算机学院 三等奖

40 心得体会 任宜池  20级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2班 体育学院 三等奖

41 一步错步步错 包俊莉  20级英语1班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42 学习文章有感 汪  畅 20级体育教育3班 体育学院 三等奖

43 心得体会 冯心一 20级休闲体育1班 体育学院 三等奖

44 《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心得 李世豪 20级软件工程2班 计算机学院 三等奖

45 《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的心得体会 孙婷伟 17级英语2班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46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简永楠 20级国际经济与贸易2班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47 学习心得 陈宝地 20级市场营销2班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