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文件 

 

陕教工生〔2019〕1 号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关于陕西高校 

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优秀剧目的通报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进一步加强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经验交流，展示心理育人

成果，根据《关于开展陕西高校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

的通知》（陕高教生办〔2018〕13 号），省委教育工委委托陕西

省高校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会开展了陕西高校第三届校园心理情

景剧展演活动。本次活动共有 61 所高校推荐了 101 项作品参评。

经专家评审和广泛公示，现对 71 项优秀剧目予以通报表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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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名单见附件）。 

希望获奖高校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努力创作出更多

感染力强、学生参与率高、教育效果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精品

项目。希望全省高校继续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认真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宣传季实践活动，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分层分类开展教

育，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需求，不断提升我

省高校心理育人工作水平。 

 

附件：陕西高校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优秀剧目名单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2019 年 1 月 8 日         

 

（全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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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高校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优秀剧目名单 

序号 心理剧名称 获奖学校 指导教师 

一等奖（16 项） 

1 钥匙 西安交通大学 闫琼 张瑞璇 张楠 

2 丝雨沐晴 西北工业大学 陈莹 孟庆勋 

3 真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窦龙 金花 符丹 

4 归宿 陕西师范大学 林恒进 吴乐 

5 致亲爱的我们 长安大学 贠丽萍 李雪飞 张石磊 王赟 

6 徘徊 西北大学 高字民 李彬 张向强 王理鹏 张文芳 

7 乐动你我 西安理工大学 孟雅莉 马福 贾芮 

8 面具人生 西安工程大学 刘蓉 张慧 田珍珍 

9 朦胧心灵 西北政法大学 赵智勇 

10 长大 西安财经大学 端木慧子 卢云 

11 起跑线 西安音乐学院 武彬彬 王尚清 孙琳琳 

12 心的距离 西安美术学院 刘荣 成哲 韩晓剑 

13 元宝追梦记 安康学院 鲁澧 黄娟 柯小敏 

14 军鸿依梦 西安航空学院 李亚胜 李波 王晓燕 胡雯 

15 远途 西安培华学院 江洁 吕改莲 吴博 

16 预艾与爱，我们同在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张子墨 苏晓奇 周飞燕 陈萍 巨鲜婷 

二等奖（25 项） 

1 秘密 西安交通大学 李文武 张楠 

2 心的抉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赵宇 

3 我的手机依赖症 陕西师范大学 陈超 

4 坠爱 西北大学 高字民 李彬 张向强 王理鹏 张文芳 

5 谁的青春不迷茫 西安理工大学 吴玥 刘娟娟 冯娟 

6 追梦 西安科技大学 柏松杉 王军妮 

7 你好，嘉络 西安石油大学 孟晓蕾 李洋甜 

8 涅槃 延安大学 惠筱 乔剑 

9 雏鹰 西安工业大学 李颖 刘杰 

10 我们都一样 西安工程大学 周晓惠 张慧 田珍珍 

11 镜面 西北政法大学 赵智勇 

https://url.cn/5wtYJqH
https://url.cn/5zdprov
https://url.cn/5Iv5cI2
https://url.cn/5AOyc7m
https://url.cn/53f7Yp2
https://url.cn/5pegfpJ
https://url.cn/5OU9HbW
https://url.cn/5yJ17zb
https://url.cn/55dgr0a
https://url.cn/5zJKfvj
https://url.cn/58bA2KT
https://url.cn/52J7Dup
https://url.cn/5Mw3qJe
https://url.cn/5gFuItY
https://url.cn/5k8ppcu
https://url.cn/5EUNrOU
https://url.cn/5XqNhof
https://url.cn/5xS0SEL
https://url.cn/5NeSR7N
https://url.cn/5I5CoGO
https://url.cn/5c6uGbD
https://url.cn/5wePaQC
https://url.cn/5XqPCBe
https://url.cn/5U929xx
https://url.cn/58Y5lfe
https://url.cn/5jsW1iw
https://url.cn/5fad4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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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心理剧名称 获奖学校 指导教师 

12 天亮了 西安音乐学院 高媛 孙琳琳 

13 繁华殆尽,爱如初见 陕西理工大学 黄存良 汪韵迪 

14 都是虚荣惹的祸 宝鸡文理学院 张景瑞 郝鑫 

15 转身拥抱阳光 咸阳师范学院 陈萌 穆俊廷 赵敏晶 杨琰华 

16 陪伴就是爱 渭南师范学院 梁崇科 刘原 

17 十年的约定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郭禹含 刘涛 李菁 

18 不能承受之贷价 西安外事学院 郑洁 张程花 田毅王莉 

19 花火 西安欧亚学院 田妮 

20 双向轨迹 西京学院 余锋刚 贾婷婷 

21 珍贵的生命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耿丽 王超联 柳林安妍 

22 爱之初体验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王晶 曹俊侠 

23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利鑫 吕泊怡 赵智军 

24 告别妈妈的爱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张海莉 郝颜 

25 手机之殇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迟富新 慕祎 崔丹 

三等奖（30 项） 

1 我抓住了青春尾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安翔 

2 爱的生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王凯 

3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陕西科技大学 董雪 康雅婷 

4 一张奖状 西安文理学院 陈高朋 

5 为你朗读 宝鸡文理学院 梁小云 

6 雨过天晴后的风景 咸阳师范学院 杨勇 窦菲菲 

7 阳光明媚  渭南师范学院 梁崇科 

8 微笑的牢笼 商洛学院 梁丰 

9 新光阴的故事 西安航空学院 李江超 张瑞民 

10 校园的裙摆 西藏民族大学 张爱玲 

11 肆意青春，理性思考 西安翻译学院 唐翠宁 谢晓欣 尹帅平 

12 雨后之虹 西安思源学院 孙长月 张争伟 

13 觉醒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张亚男 

14 富二代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闫莉 

15 心距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陈赛娜 邰思航 

16 抉择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蒋桂黎 

17 壳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赵静 杨欢欢 刘歆语 

18 我的大学生活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志刚 黄晨 牟云环 

19 路遥不知马粒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吴新颖 曹东辉 

https://url.cn/5EUev8I
https://url.cn/5XoBSO8
https://url.cn/5kR6pgK
https://url.cn/5egNx9S
https://url.cn/5ZnCzzA
https://url.cn/5RyzhVn
https://url.cn/5Xpgx6t
https://url.cn/5AwW5i9
https://url.cn/5aK3Hy3
https://url.cn/5vmxG6v
https://url.cn/5WgrhmK
https://url.cn/5pKP01m
https://url.cn/5IRA9Er
https://url.cn/5DBK0op
https://url.cn/5sppIxn
https://url.cn/5TUbxut
https://url.cn/57wsIgC
https://url.cn/5UZwvfF
https://url.cn/55ytUsv
https://url.cn/5Thr6ci
https://url.cn/5DuPPvU
https://url.cn/5C6Om49
https://url.cn/5PMecLp
https://url.cn/5V9M0Hl
https://url.cn/56UvhMm
https://url.cn/5NFRyml
https://url.cn/5W0uvkl
https://url.cn/5XyVv0k
https://url.cn/5Ek6tdN
https://url.cn/5SjnVQU
https://url.cn/5sYHaem
https://url.cn/5d7br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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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心理剧名称 获奖学校 指导教师 

20 回首拥抱阳光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红春 任林林 赵智军 

21 青春梦想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熊奇 张国邦 李屹欧 惠敬文 

22 幸福在身边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李磊 曲桦 

23 我相信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李磊 曲桦 

24 一封情书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媛媛 苏晓奇 周飞燕 周娜 

25 和你在一起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刘珂菁 

26 网瘾少年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单园 

27 小青虫的梦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周杰 王建安 丁宝剑 刘钊 

28 美羊羊大学生活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段琳 张德馨 

29 茧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冯亚丽 陈媛媛 

30 心的距离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马莹莹 李亚莉 

 

 

https://url.cn/5qEH4RD
https://url.cn/5WpxQv0
https://url.cn/5AR9ybd
https://url.cn/5VBlszT
https://url.cn/50mtFq2
https://url.cn/575Kxy0
https://url.cn/5LPNkqr
https://v.qq.com/x/page/t0802h7sti1.html?
https://v.qq.com/x/page/e0802lmz66r.html?
https://v.qq.com/x/page/s0802ev3l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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