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山东师范大学委员会宣传部文件
山东师大党宣字〔2022〕5 号

关于表彰 2021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和优秀二级网站、优秀校园新媒体、

优秀校园新媒体作品与校园新媒体
创新之星的决定

2021 年，在学校党委正确领导下，我校宣传思想工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服务学校发展大局，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为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取得了可喜

成绩，涌现出一批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经学校党委同意，决定授予党

委办公室等 47 个单位 2021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高兴成等 111 名同志 2021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党委组织部等 38 个单位网站 2021 年度优秀二级网站称号，

“山东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等 44 个新媒体 2021 年度优秀校

园新媒体称号，《独家|山师最新手绘地图，新生再也不会迷

路了！》等 65 件作品 2021 年度优秀校园新媒体作品称号，

李亦婷等 93 名同学 2021 年度校园新媒体创新之星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努力争取新的更大成绩。广大宣

传思想工作者要以先进为榜样，勇担使命任务，锐意开拓进

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自觉践行“六多六少”工作

理念，以崭新的工作作风、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一流的工作业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附件：2021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优

秀二级网站、优秀校园新媒体、优秀校园新媒体

作品与校园新媒体创新之星名单

党委宣传部

2022 年 3 月 10 日



附件：

2021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优秀二

级网站、优秀校园新媒体、优秀校园新媒体作品与

校园新媒体创新之星名单

一、2021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47 个）

党委办公室

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党委统战部

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

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科学技术处（科学技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

研究生工作部

学生工作部（处、武装部）

招生就业处（创新创业学院）

财务处（招标采购办公室）

后勤管理处（后勤党委）

资产管理处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团委

教育学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学院

法学院

体育学院

文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工作办公室）

外国语学院（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

音乐学院

美术学院

新闻与传媒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精细化学品清洁生产工程研究中心）

生命科学学院

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心理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商学院

对外合作发展办公室（校友工作办公室）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山东师大报社

文科学报编辑部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图书馆（信息资源中心）

档案馆（校史馆）

附属中学

第二附属中学

附属小学

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

历山学院

二、2021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111 人）

高兴成 王言浩 王志强 尚延山 贾丙波 赵丽娟

孙 珂 彭少春 韩雨宏 管西鹏 孙永华 孙 静

褚庆成 田海花 房 超 胡明峰 郑 伟 王增鑫

张怀远 付宝全 王安琪 梁 肖 王文平 周承倜

范峻玮 张 莹

（招生就业处）

田永光 段 超 鹿新来 刘 卓

刘 琼 于德孔 潘维峰 曲慧娴 王振玉 宛安浙

张 萌 刘永慧 孙 建 范培烁 孙 蕾 孙资程

李爱娇 刘亚川琦 彭 钊 徐 金 张海洋 魏雪玲

王其和 侯德霞 朱彦同 孔澍睿 严 炯 张丹丹

姚 理 周 楠 赵薛娇 蒋 艺 刘 畅 孟天骄

吴相江 史 睿 杨 岚 周长富 孙朝阳 董广远

王裔君 刘 莎 欧阳德龙 刘 梦 张成铭 张 乾

孙梦瑶 杜 东 陈 勇 李绪兰 石晓雪 牟国栋

张永凯 张静婷 尹相雯 李 莉 于 霞 苏 军



杨 阳 张 萍 刘新生 孟庆玲 王文涛 魏煜钢

王文彬 周广华 陈仁波 李新波 马德坤 刘志鹏

王 硕 寇美琪 王 阳 张露露 刘 燕 郝倩倩

褚风云 王凯旋 孔 雀 高天乐 宋彩霞 刘雅心

刘镇纬 隋田媛 史家静

三、2021 年度优秀二级网站（38 个）

党委组织部（党校）

山东省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直属单位党委

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

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科学技术处（科学技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

研究生工作部

学生工作部（处、武装部）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孔子学院工作办公室）

招生就业处（创新创业学院）

招标采购办公室

审计处

后勤管理处（后勤党委）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教育学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学院

法学院

体育学院

文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工作办公室）

外国语学院（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

音乐学院

新闻与传媒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精细化学品清洁生产工程研究中心）

生命科学学院

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心理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中德莱布尼茨研究中心）

对外合作发展办公室（校友工作办公室）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孔子文化学院）

四、2021 年度优秀校园新媒体（44 个）

1.微信类（39 个）

山东师范大学本科招生（招生就业处）



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山东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部）

山东师范大学团委（团委）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属中学）

山师新传学院团委（新闻与传媒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生工作部）

山东师大附小（附属小学）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院）

山师化语（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山师大外院（外国语学院）

山师信息 E 家（信息与工程学院）

山东师大经院学子之声（经济学院）

山师马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师大文苑青年（文学院）

山师物电学院团委（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山师商学院（商学院）

山东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山师体育学院团委（体育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团委（教育学部）

山师美院学工（美术学院）

山东师大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招生就业处）

山东师大就业指导与服务（招生就业处）

山东师大心苑（心理学院）



山师生科院团委（生命科学学院）

山东师大纪检监察（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山师法学院团委（法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山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

公管之声（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师大报社（山东师大报社）

山师地环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

平安山师（公安处）

山师大校园管理中心（后勤管理处<后勤党委>）

山师教务（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山东师范大学机关党委（机关党委）

山东师范大学财务处（财务处<招标采购办公室>）

山东师范大学校友会（对外合作发展办公室<校友工作办公室>）

2.微博类（2 个）

山东师范大学团委（团委）

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3.短视频类（3 个）

山东师范大学本科招生（招生就业处）

山东师范大学 b 站（党委宣传部）

山东师大二附中 SINCE1981_JN（第二附属中学）

五、2021 年度优秀校园新媒体作品（65 个）

（一）图文类（41 个）

1、一等奖（3 个）



《独家|山师最新手绘地图，新生再也不会迷路了！》，新闻

与传媒学院；

《新生攻略》，党委宣传部；

《党史百年·杉诗绘|回望峥嵘岁月，我们“恰同学少年”》，

团委

2、二等奖（16 个）

《北大数学大神老师、山师附中 2010 届校友韦东奕“韦神”

手拎馒头矿泉水受访上热搜！哈佛曾为他“放弃原则”》，附

属中学；

《高考，志在必得！》，团委；

《YYDS！山师附小学子 24 小时内五次亮相央视！》，附属小

学；

《考研倒计时 20 天|考研取经路，降妖除魔取真经！》，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途有光 | 破晓而生，踏浪而行！》，文学院；

《国庆特辑 | 回看七十二载峥嵘，点亮祖国盛世华仪》，文

学院；

《同学录 | “一七”相约如光的未来》，国际教育学院；

《微博考研加油站》，党委宣传部；

《韶华之约|山东师范大学 2021 年本科录取通知书正式发

布》，招生就业处；

《山师大教育实习生：将党史教育有机融入思政课堂》，生

命科学学院；

《尚·活动 | “双循环 、新发展、新机遇”——第四届中



国留韩经济管理年会在山东师范大学召开》，商学院；

《齐鲁红船·颂歌献给党》系列推送，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

院；

《毕业 100 天，让我们从头开始》，学生工作部；

《“新”变化解锁的年味儿，你 get 到了吗？》，山东师大报

社；

《央视点赞山师附小课后延时服务工作》，附属小学；

《数读：山东师范大学 2021 年本科生新生大数据正式发布》，

招生就业处

3、三等奖（22 个）

《防疫志愿者速写|孙宇、卢瑞华：在战“疫”前线绽放青

春色彩》，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霸君]：邱梦琪，保研北师，元气满满！与优秀相伴，

绘人生蓝图》，地理与环境学院；

《齐鲁文化研究院热烈庆祝教师节》，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

院；

《牛牲犇!化院 3 个宿舍 21 人考研全部上岸!》，化学化工与

材料科学学院；

《决战拼搏，一定成研！》，经济学院；

《FM1950 | 春日序曲，少年成诗》，文学院；

《“我与山师的故事”优秀征文展播》，对外合作发展办公室；

《<学党史话百年，扬青春“心”出发>全国活力团支部风采

展》，心理学院；

《雪中动听的喀秋莎，夜中歌唱的精灵|外院 19 级俄语学子



雪中高唱<喀秋莎>播放量破百万！》，外国语学院；

《“歌·颂党史”系列微信推送》，音乐学院；

《山师印象|遇见初雪（一）（二）》，美术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第一届“讲好节能故事”大赛获奖作品展》，

后勤管理处（后勤党委）；

《毕业季|历史文化学院成功举办 2021 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

予仪式》，历史文化学院；

《“平安校园”系列推文》，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回望 2021，数苑学子用脚步丈量初心，用行动践行使命！》，

数学与统计学院；

《与你相关|财务处（招标采购办公室）承诺为师生办好 10

件实事》，财务处（招标采购办公室）；

《夏令营|盛暑七月天，筑梦文学院》，文学院；

《法学说|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法学院；

《18 金！山师学子在“建行杯”第七届山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再创佳绩》，招生就业处；

《春分|雨霁风光，春分天气》，文学院；

《暂伴桃李师风至，广纳贤才正当时》，招生就业处；

《要闻|山东师范大学举办 2021 年度“廉政大讲堂”》，纪委

（监察专员办公室）

（二）视频类（20 个）

1、一等奖（7 个）

《星辰大海》，新闻与传媒学院；

《山东师大——静候最好的你》，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峥嵘一百年》，第二附属中学；

《延时山师》，团委；

《欢迎报考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毕业季，这份职场维权锦囊请查收》，公安处；

《百年芳华向未来︱山师附小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附属小学

2、二等奖（7 个）

《2018 级高三最后一次跑操：逐梦扬帆，乘风破浪》，附属

中学；

《研途·毕业季|研途的最后一面，我在千佛山大礼堂等你！》，

研究生工作部；

《<颂百年锦绣，书时代芳华>公共管理学院庆祝建党 100 周

年暨 2021 年迎新 MV》，公共管理学院；

《高燃！直击军训汇演现场》，招生就业处；

《山东师大马院 2021 届全体本科毕业生党员唱响<少年>》，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向着光亮那方》，招生就业处；

《山师初雪》，党委宣传部

3、三等奖（6 个）

《山东师大附中 2018 级毕业典礼：过龙门》，附属中学；

《筑梦之路—高教自考在山师》，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

《党史故事我来讲》，体育学院；

《庆祝建党百年 MV——<国家>》，教育学部；

《鲁疆同心 筑梦未来—喀什地区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纪



实》，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部；

《经英领航，千帆竞扬》，经济学院

（三）H5 类（4 个）

1、一等奖（1 个）

《山师大专属头像框》，党委宣传部

2、二等奖（3 个）

《新传 2021 届毕业礼物、毕业定制头像发布！》，新闻与传

媒学院；

《沐百年春风，颂时代新篇》，文学院；

《“挑战杯”竞赛优秀团队风采展》，经济学院

六、2021 年度校园新媒体创新之星（93 人）

李亦婷 广天娇 刘 瑞 王冬妮 尹 诗 毛玉荣

李 晶 刘雪洁 于佳伟 杨寓井 周满满 栾 康

马金蕊 谭世婕 徐志惠 李斐然 郭董俊 李祉瑶

徐舒欣 乔 羽 石玉琦 万文元 王 晨 王潇涵

张 洁 林 森 刘心怡 范晓颖 葛秀霞 张 牒

谢柔柔 陈晓洁 王 楠 王文硕 孟钰尧 陈思琪

李文婷 杨 帆 杨 帅 叶宇昕 金颖祺 丛雪凝

曹译丹 李韵辉 赵佳宁 王 莹 李潇桐 陈涟漪

蔺长睿 孙 艳 刘雁冰 温琪钰 袁 月 朱 雯

栾 春 闫梓文 邵永圆 曹峰峰 孟雅芝 成 茗

金 珊 李岱珈 张若桐 朱 琳 邵金秋 李彩虹



尹齐玥 崔术鹏 张丽菲 董 倩 李霖红 李天奇

崔玮琳 钟文斐 展萧寒 葛瑞婷 钱明辉 杨亚平

连悦彤 张 津 赵 静 王艺轩 徐斐然 高雅惠

向雅璇 朱佳欣 胡硕楠 孙笑寒 郭鑫宇 崔文琪

殷俊悦 孙铭峰 隋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