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单位 指导老师 奖项

1 “蒲公英”科普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何　超 电气学院 黎新宏 金奖

2 “满天星”失物招领传递爱心 陈　圆 电气学院 赵广香 金奖

3 “紫槿” “众”视网络安全，“指”为一点幸福 管玲娟 生化学院 胡云、章文宜 金奖

4 “黄百合”防火防灾消隐患 安全花开黄百合 刘若涵 生化学院 章文宜 金奖

5 “小石竹花”关爱老教师 姚　奥 管理学院 朱文明 金奖

6 “三色堇”墙绘芜湖三色文化项目 苏　洁 艺术学院 滕　敏 金奖

7 “勿忘我”守护华夏文明传递节日情丝 左凯琴 艺术学院 金奖

8 “紫罗兰”以团带队帮扶活动 宋　梦 计算机学院 马晓琼 金奖

9 “太阳花”废旧物循环利用活动 谢　畅 人文学院 黄江胜 金奖

10 “万年青”关注老人，从身边做起 王子灵 人文学院 金奖

11 “山樱花”语言滋润人心，翻译融化界限 宋晨昕 外国语学院 黄焰结 金奖

12 “芦苇花”改善安徽工程大学校园内涝 陈童童 建工学院 黄贤君 金奖

13 “风信子”警防电信诈骗宣传 付　剑 机械学院 银奖

14 “美丽花”之文明游园与公园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张　健 机械学院 孙　霞 银奖

15 “晚香玉”空巢老教师志愿服务行动 刘杨洋 电气学院 黎新宏 银奖

16 “木槿花”101考研志愿服务活动 刘　赟 电气学院 苏　醒 银奖

17 “向日葵”绿色回收活动 潘　宵 纺服学院 银奖

18 “玫瑰花”去除牛皮癣，美化芜湖城 陈明瑶 纺服学院 银奖

19 “紫荆花”关爱环卫工人 童苗苗 纺服学院 毕亚琴 银奖

20 “蒲公英”让艺术为校园添一份色彩 李孟瑜 纺服学院 银奖

21 “向日葵”启明星大课堂 李　爽 生化学院 胡　云 银奖

22 “桔梗花”帮助中老年人掌握智能手机 赵玲艳 生化学院 章文宜 银奖

23 “冬青树”红黄绿安全行 储青青 管理学院 银奖

24 “金银花”盲道占道清理及宣传志愿活动 谢伟鹏 艺术学院 倪　艳 银奖

25 “五彩苏”芜湖雕塑公园雕塑艺术志愿解说 胡靖文 艺术学院 银奖

26 “蒲公英”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武雅婷 计算机学院 银奖

27 “矢车菊”手机知识宣传 徐荣荣 计算机学院 马晓琼 银奖

28 “时钟花”一元取快递 黄紫瑛 数理学院 银奖

29 “向日葵”爱心小站 章昕晨 数理学院 银奖

30 “苜蓿花”追忆历史，关怀老兵 王书纯 数理学院 银奖

31 “风信子”普及防诈骗知识，构建和美芜湖 王　月 人文学院 李　婕 银奖

32 “向日葵”关爱学校空巢老教师 刘思琪 体育学院 王彦青 银奖

33 “风信子”志愿送信 王　昊 建工学院 刘海涛 银奖

34 “玫瑰花”芜湖市规划馆知识讲解 任家欣 建工学院 刘海涛 银奖

35 “依米花”芜湖科技馆“科普志愿行” 王　昊 建工学院 刘海涛 银奖

36 “蔷薇花”爱在行走之行走公益活动 胡　赟 建工学院 刘海涛 银奖

37 “紫竹”燃青马之灯 李志浩 学生组织 肖学东 银奖

38 “风铃草”雨伞漂流计划 轩润禾 校学生会 银奖

39 “鸢尾花”保护安工程河水水质志愿活动 潘　虹 学生组织 李四军 银奖

40 “荷花传情”筑梦荷塘新希望 夏明先 学生组织 银奖

41 “时钟花”应急救援知识普及 胡子诺 机械学院 齐尚晓 铜奖

42 “无花果”废自行车处理计划 潘　峰 机械学院 铜奖

43 “球兰花”社区健身服务行动 李雪婷 机械学院 杜贤赞 铜奖

44 “星辰花”弘扬传统文化 朱金群 机械学院 齐尚晓 铜奖

45 “木樨花”让爱传递希望之爱心募集 陈　圆 电气学院 赵广香 铜奖

46 “桔梗”市图书馆志愿服务队 沈　诚 电气学院 吉　萌 铜奖

47 “风信子”考研之路志愿服务 万鹏翔 电气学院 翁文香 铜奖

48 “长春花——弘扬芜湖非遗文化，打造城市名片” 王启亿 电气学院 黎新宏 铜奖

49 “绿萝”旧书回收捐赠贫困儿童志愿服务活动 李　卉 电气学院 孙　颖 铜奖

50 “向日葵”便利寝室生活 余亚伟 纺服学院 李校林 铜奖



51 “小雏菊”骑在路上 贾　婷 纺服学院 铜奖

52 “满天星”维护盲人脚下的点点星光 宋雪旸 纺服学院 铜奖

53 “紫丁花”防诈骗志愿服务项目 郝杏芳 纺服学院 铜奖

54 “紫薇花”环保之星 赵子威 生化学院 胡　云 铜奖

55 “满天星”盲道占用清理及宣传 王　冲 生化学院 张雅静 铜奖

56 “三色堇”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韩　铖 生化学院 铜奖

57 “一叶兰”关爱中老年膳食之旅 丁敏丽 生化学院 章文宜 铜奖

58 “三色堇”环保低碳绿色行 马慧慧 管理学院 周　君 铜奖

59 “牵牛花”美在清晨 肖　佳 管理学院 铜奖

60 “山水仙”暖春计划扶贫 梁　匆 管理学院 王凤莲 铜奖

61 “雪莲花”预防火灾 左昱燕 管理学院 盛　洁 铜奖

62 “风信子”拾荒老人的守望 苏　倩 管理学院 周　君 铜奖

63 安全之花守望生命急救知识宣传 赵新香 艺术学院 滕　敏 铜奖

64 “绣球花”旧物交换活动 陈娟娟 艺术学院 滕　敏 铜奖

65 “鸢尾花”协力同心 绳　妤 艺术学院 滕　敏 铜奖

66 “紫藤花”为爱松绑 刘丽梅 艺术学院 滕　敏 铜奖

67 “曼陀罗花”防家庭语言暴力宣传 冯凌云 艺术学院 铜奖

68 “二月兰”大学生兼职防骗宣传 段旭阳 艺术学院 铜奖

69 “麦杆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仇金武 计算机学院 马晓琼 铜奖

70 “百合花”守护我们的“芯” 付　红 计算机学院 马晓琼 铜奖

71 “蒲公英”井盖美化 武雅婷 计算机学院 铜奖

72 “梧桐花”落叶的创意相伴 洪玲阳 计算机学院 铜奖

73 “君子兰”义务帮助老人识别真假币 朱　玉 数理学院 铜奖

74 “蒲公英”让网络走近老年人活动 王晨阳 数理学院 铜奖

75 “紫罗兰”帮你守住你的梦 尹景梅 数理学院 铜奖

76 “百合花”给流浪动物一个家 张国微 数理学院 铜奖

77 “太阳花”“爱心支教，圆梦1+1”志愿行动 杨瑞华 人文学院 李　婕 铜奖

78 “白兰花”防治雾霾 周　全 人文学院 黄江胜 铜奖

79 “风信子”守望邻里与为老服务 周　全 人文学院 黄江胜 铜奖

80 “木棉花”不忘历史，放眼未来 周　全 人文学院 黄江胜 铜奖

81 “青苗花”大学生义务植树活动 刘雅晴 人文学院 梅　琼 铜奖

82 “勿忘我”失物招领志愿服务 方　玉 人文学院 谢红翠 铜奖

83 “彼岸花”保护芜湖“三有动物-鸠鸟 ” 胡　源 人文学院 谢红翠 铜奖

84 “紫阳花”关爱环卫工人 唐叶璐 外国语学院 余本祺 铜奖

85 “紫罗兰”防骗宣讲 郭星星 外国语学院 余本祺 铜奖

86 “铁海棠”铁画的记忆 查凤云 外国语学院 余本祺 铜奖

87 “八仙花”宣传汉服文化 濮正锐 外国语学院 铜奖

88 “满天星”应急救援知识宣传 王　盼 外国语学院 余本祺 铜奖

89 “麦秆菊”维护交通建设与科普宣传 胡如梦 外国语学院 余本祺 铜奖

90 “朝阳花”助力高考 蒋文玉 外国语学院 余本祺 铜奖

91 “百合花”对校园霸凌说NO 胡平平 建工学院 刘海涛 铜奖

92 “吉梗花”废电池回收活动 梁　彭 建工学院 刘海涛 铜奖

93 “牡丹花”让中国梦铭心 胡广义 学生组织 铜奖

94 “栀子花”播爱福利院志愿活动 石晓桐 学生组织 铜奖

95 “向日葵”孤独老人志愿项目 林雅婷 学生组织 铜奖

96 “月季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 朱晓朵 学生组织 铜奖

97 “合欢花”芜湖市中小学性教育公益讲课 王　帆 学生组织 黄　炜 铜奖

98 “狗尾巴花”垃圾投进“趣” 张　越 学生组织 黄　炜 铜奖

99 “紫荆花”校园文明建设 姚　俊 学生组织 李四军 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