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现场作文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名单:

姓名 专业、班级 作品名 手机号

李梦一 汉本 2014 班 《落差》 18764191231

李嫄嫄 汉本 2001 班 《有“得”的选择》 18739606047

阳小强 软工本2002班 《选择——一把钥匙寻

所想的大门》

13580884246

黄茂勇 汉本 2013 班 《命运与选择》 18897886250

余云纲 汉本 2009 班 《山的这头与那头》 19912777508

二等奖名单：

姓名 专业、班级 作品名 手机号 备注

李修萍 汉本 1706 班 《暮色下有一朵云》 18378380861

艾芊芊 汉本 1907 班 《列车难题》 15906019816

黄珊 汉本 2005 班 《山河血》 15277710357

马童童 汉本 2012 班 《再一次选择》 18749203779

廖翊凡 汉本 2006 班 《选以明志，择以铸我》 13957795381

苏光宇 播本 1803 班 《泽报苍生》 15077197987

张一卓 汉本 2006 班 《珍珠》 17835932621

王子晴 学前本2001班 《假如我十八岁》 18159568380

田洋 汉本 2005 班 《择与守》 15307760797

吴程悦 汉本 2006 班 《无名的选择》 13186118735

清歌安把浮名叹
Square



三等奖名单：

姓名 专业、班级 作品名 手机号 备注

吴思桦 汉本 2003 班 《亦魔亦仙》 13100411389

王信慧 软工本 2001 班 《一念之间》 18775387083

黄国爽 汉本 2008 班 《选择》 15077381860

孙烨 汉本 2009 班 《透明的镜子》 18763408131

杨怡琴 汉本 2012 班 《人间有味是清欢》 18677347542

梁捷 金融本 1804 班 《孔雀东南飞》 15077018001

黄铭军 汉本 2006 班 《最好的选择》 15578077063

韦联菊 汉本 2009 班 《假如生活没有苟且》 17776199845

陈文欣 汉本 2001 班 《鸿雁在云鱼在水》 18352317639

韩嘉怡 汉本 2005 班 《选择的意义所在》 18407751953

杨璐青 汉本 2001 班 《母亲与老牛》 17377090535

金晓林 汉本 1901 班 《心之向往，即是归途》 18977050756

高阳 汉本 2001 班 《菩萨慈眉或金刚怒目》 15778063892

李谣 新闻本 1802 班 《梦断不成归》 无

陈佳佳 新闻本 1902 班 《谢谢你的每一次选择》 17577259235

清歌安把浮名叹
Square



优秀奖名单：

姓名 专业、班级 作品名 手机号 备注

韦钟丽 学前本 1904班 《来人间一场，走条好路》 18707825497

霍婷婷 新闻本 1902班 《选则定之》 18376485041

张晓雯 汉本 2012 班 《选于外，择由心》 15777082580

苏菁露 新闻本 2002班 《眼花作颂》 18735736335

沈漫夏 学前本 1902班 《凡心所向，素履所往》 188778491495

肖颖 汉本 2005 班 《被动与主动的选择》 15277921519

王贞好 汉本 2010 班 《选一朵开于心间》 13314495712

罗用琪 汉本 2005 班 《你有权选择沉默》 18885932654

李紫华 汉本 2001 班 《选择》 13457897623

周舟 汉本 1802 班 《跳进合适的“盒子”》 13788093618

梁燕珍 学前本 1903班 《选择》 17687333201

林晓玲 审计本 1802班 《你好，选择》 18078580337

伍艳琴 汉本 2008 班 《青春的笔记》 无

李洁梅 汉本 2007 班 《精彩人生由我们选择》 19807742038

蒋佳鑫 汉本 2012 班 《道路的选择》 18977419680

英雯 艺设本 1902班 《你的理性与感性》 17754509731

吕文龙 汉本 2007 班 《选择？选择！》 13233140702

黄意如 学前本 2004班 《选之正确，择其精髓，

使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17261902790

覃贝 汉本 2001 班 《人生的选择》 13907875170

杨宇 汉本 2014 班 《有选择就要有担当》 1807756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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