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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青联〔2018〕49 号

关于公布全省青少年“孝行江淮
对 Ta 说出你的爱”主题结果的通知

各市团委、网信办、学联、少工委，各直属高校团委、学联学生

会，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团省

委、省网信办、省学联、省少工委于 2018 年 5 月至 7 月开展了

2018 年度“孝行江淮 对 Ta 说出你的爱”主题活动。经过评审，

共评选出林航等 20 人为一等奖，强亮亮等 50 人为二等奖，赵宇

璠等80人为三等奖，共青团合肥市委等40家单位为优秀组织奖。

本次活动涌现出一批优秀网络文明传播者，以家庭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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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弘扬孝道，打牢青少年的道德底色，倡导青少年回归中国传

统文化，在全省网络形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舆论氛

围，在传承传统文化中唤醒社会道德和文化发展的原动力，重塑

国民自信。

附件：全省青少年“孝行江淮，对 Ta 说出你的爱”主题

活动评选结果

共青团安徽省委 安徽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安徽省学生联合会 少先队安徽省工作委员会

2018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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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省青少年“孝行江淮
对 Ta说出你的爱”主题活动评选结果

一等奖

林 航 合肥市庐阳区永红路小学

李俊邑 六安市舒城实验小学西校区

叶美睿思 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小学

王双喜 亳州市谯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骆玉荷 芜湖市第五十中学

宋振澜 六安市舒城县师范附属小学

戚文宇 芜湖市鸠江区新世纪学校

刘 旺 江西农业大学

裴韵涵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刘祎涵 黄山市休宁县海阳第二初级中学

秦怀树 无

谢 磊 安徽建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汪佳宇 合肥工业大学

孔淑彤 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彭敬语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二小

周萱萱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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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心渊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孙景峰 安徽外国语学院

程 凌 合肥学院

宋二如 安徽科技学院

二等奖

强亮亮 芜湖市第四十六中学

韩亭宛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路小学

葛 琪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路小学

胡 青 滁州学院

杜郁洁 六安市舒城县第二中学

尹诚晨 蚌埠学院

吴 凡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许心怡 六安市舒城县实验小学

周嘉一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路小学

黄紫璇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路小学

王宇珩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周玲利 安徽科技学院

吕玮琪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叶 翔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周欣悦 合肥市庐阳区永红路小学

沙 鲜 芜湖市三山区江南实验中学

谢梓鸣 六安路小学中铁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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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向晖 合肥市香格里拉小学

赵慧敏 安徽科技学院

王 艳 宿州市萧县张庄寨镇中心小学

李继冉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路小学

章恒易 合肥市蜀山区杨林小学

汪楚琪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费涤非 合肥市庐阳区六安路小学

张欣逸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路小学

张 燕 六安市舒城县干汊河填中心小学

龙诗佳 安徽科技学院

詹克琪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余浩然 六安市舒城县干汊河镇中心小学

宗世坤 安徽科技学院

束思瑶 六安市舒城县白马宕中学

俞戴雯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胡允柯 亳州市利辛县人社局

王乐岩 六安市舒城县实验小学西校区

施萌萌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江许诺 芜湖市无为县洪巷中心小学北校区

江雯静 芜湖市无为县洪巷中心小学北校区

谢文倩 合肥市瑶海区元一名城小学

吴彦翔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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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敏 阜阳师范学院

葛佳芳 芜湖市三山区江南实验中学

马翊宁 六安市城北小学

陆皎然 芜湖市无为县泉塘中心学校

方 芸 合肥学院

季毛毛 阜阳师范学院

徐诗晴 马鞍山市雨山区九村小学

许佳佳 合肥学院

魏顺顺 池州学院

肖月红 合肥学院

邓紫薇 合肥学院

周 勇 安徽中医药大学

邱欣晔 合肥学院

董宸辰 合肥学院

钱 灿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孙 辉 合肥学院

戴 放 安徽三联学院

杨金炅 合肥学院

李玉连 合肥学院

戴 昕 合肥学院

孙小寒 安徽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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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赵宇璠 六安市舒城县实验小学

晋若宇 芜湖市鸠江区新世纪学校

马彭杰 合肥市瑶海区元一名城小学

方卫平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江 琴 芜湖市无为县洪巷中心小学北校区

郭玉树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二小

夏宝芮 六安市舒城县干汊河中学

王梦凡 六安市舒城县实验小学东校区

刘 政 阜阳师范学院

洪 琼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涂安健 安庆师范大学

孙丽娟 合肥市肥东县尚真花园小学

胡紫涵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二小

高 蓉 阜阳师范学院

张赟豪 阜阳师范学院

严嘉赟 六安市舒城县第二中学

汪紫霖 池州学院

何文琴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武梦婷 巢湖学院

朱咸敏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黄惠敏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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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晶晶 安徽科技学院

徐莎莎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代壮壮 蚌埠学院

丁 雅 阜阳师范学院

崔雪薇 安徽科技学院

贡 萌 阜阳师范学院

陈号令 黄山学院

王世玉 安徽科技学院

汪飞扬 芜湖市鸠江区新世纪学校

高俊熙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二小

熊海成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张 敏 芜湖市无为县泉塘中心校

杨会虎 巢湖学院

汝梦霞 阜阳师范学院

谢心语 黄山市休宁县海阳二中

金雨暄 合肥市瑶海区元一名城小学

薛 琪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安 鸿 芜湖市无为县泉塘中心校

余梓浩 六安市舒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张 曼 池州学院

范伟雪 安徽科技学院

汪芮俊 芜湖市三山区江南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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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雨彤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纪佳伟 安徽科技学院

舒奥杰 六安市舒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许芳菲 芜湖市无为县湖陇小学

蒋传凯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杜晓曼 阜阳师范学院

汪一轩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李 年 巢湖学院

刘 娅 六安市舒城县三小西校区

吴俊豪 合肥市庐阳区六安路小学中铁国际城校区

罗英旻 合肥市第六十二中学

戚 玉 滁州学院

丁伯凡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二小

万立武 阜阳师范学院

邢 宇 合肥市长丰县北城中学

万贵杰 安徽财经大学

疏 艳 蚌埠学院

韩欣雨 六安市舒城县三小西校区

黄梦雅 六安市舒城县实验小学西校区

张荣荣 蚌埠学院

郑 慧 安徽科技学院

张汉林 安徽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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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洋 滁州市凤阳县朝阳中学

俞 星 六安市舒城县第二小学

李俊俊 上海铁路局合肥货运中心

余俊宇 六安市舒城县第二小学

张晶晶 蚌埠学院

赵科迪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路小学

江王懿 芜湖市无为县洪巷中心小学北校区

董 礼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孙晨惜 合肥市瑶海区元一名城小学

汪欣怡 芜湖市第十一中学

袁志玮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小二

周方红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程 颖 黄山市徽州区文峰学校

沈 畅 六安市舒城县三小西校区

费玉洁 阜阳师范学院

许雨轩 合肥市瑶海区元一名城小学

肖雅筠 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小学

方翌晨 六安市舒城县城关二小

蔡睿童 六安市舒城县实验小学西校区

余昕炀 黄山市休宁县五城中心小学

罗 杨 合肥市瑶海区元一名城小学

冯思琪 合肥市庐阳区六安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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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青 皖西学院

陈自如 宿州市立医院

张 红 宿州市萧县龙城镇中心小学

朱钰然 六安市舒城县实验东校区

杨振欣 六安市舒城县干汊河中学

赵红阳 六安市舒城县实验小学东校区

项 亿 淮北师范大学

沈姜南 芜湖市鸠江区新世纪学校

刘言叙 合肥市瑶海区胜利路小学

童玉喆 合肥市庐阳区荣诚幼儿园（中二班）

杨 丽 宿州学院

蔡春赐 六安市舒城县白马宕中学

叶倩云 六安市舒城县桃溪中学

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合肥市委

合肥市网信办

共青团六安市委

六安市网信办

共青团马鞍山市委

共青团黄山市委

共青团芜湖市委

共青团蚌埠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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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舒城县委

共青团庐阳区委

庐阳区教育体育局

共青团合肥市瑶海区委

合肥市瑶海区教育体育局

共青团巢湖市委

共青团休宁县委

共青团无为县委

共青团凤阳县委

共青团合肥市蜀山区委

合肥市蜀山区教育体育局

共青团长丰县委

合肥工业大学团委

安徽大学团委

安徽科技学院团委

淮北师范大学团委

滁州学院团委

安徽中医药大学团委

巢湖学院团委

合肥学院团委

安徽科技学院化工与材料工程学院分团委

舒城县桃溪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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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干汊河中学

合肥市北城中学

舒城县第二中学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

合肥市元一名城小学

合肥市六安路小学荣成花园分校

舒城县城关第二小学

休宁县五城中心小学

无为县洪巷中心小学

舒城县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