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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信息学院 2022 年度荣誉榜

2022 年，学校秉承“差异化竞争策略”，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提高办学

治校能力、充实办学条件、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办学质量，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不断提升内涵建设水平，全力以赴建设成为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现将 2022 年光荣榜面向全校师生公示，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打造特

色育人品牌，助力学校内涵发展。

三 月

在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四川省生态文明促进会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2022 年第六届大学生环保知识竞赛”中，淬炼·国际商学院郭娟

同学、刘文敏同学、张超凡同学获得优秀奖。

在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教育培训分会主办的“2022 年第三届大学生组织管

理能力大赛”中，淬炼·国际商学院张超凡同学获得一等奖。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山西省委联合印发《关于表彰山西省

“十佳青年志愿服务集体”“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十佳青年志愿者”“优

秀青年志愿者”的决定》，我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被评为“山西省优秀青年志愿

服务集体”，团委志愿服务指导教师赵乐被评为“山西省十佳青年志愿者”，青

年志愿者联合会主席杨慧同学被评为“山西省优秀青年志愿者”。

四 月

在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的“POCIB

全国外贸从业能力大赛 2021-2022 赛季（春季赛）”中，经济与管理学院指导老

师张帆、李笑晓带领保容、曾思仪、范云芬、贺子源、侯袁希、焦千龙、李槐珠、

刘盼、牛文文、王娟娟荣获团体三等奖。

在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CSIAM）山西赛区组委会举办的“2021 年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颁奖活动中，化荣、王佳婧、杨鹄源、王航、鲁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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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鑫等 6位同学荣获省级一等奖；王宇慧、刘柳燕、杨紫严、张钰坤、强得宇、

杨成民等 30 位同学荣获省级二等奖。

在由中国商业统计学会主办的“正大杯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

大赛山西赛区本科组选拔赛”中，管蓉霞老师指导的张鹏瑞、张宇凡、陈香羽、

张文婧、郝洋丹同学荣获三等奖。

商务英语学院葛晓晶老师荣获“外研社·国才杯”辩论大赛华西赛区优秀指

导教师。

全国高校书院联盟发布《关于 2022 年高校书院联盟吸纳新成员的公告》，

太行书院与三达书院积极响应、紧密筹备，从发展历史、组织框架、师资配备、

育人特色、建设成果等多方面总结做法，全面梳理书院育人成果。在经过自主报

名、资格初审、遴选答辩、联盟理事会集体表决等多个环节层层选拔，太行书院

与三达书院最终从参与答辩的 24 个报名书院中脱颖而出，于 4月 19 日成功入选

全国高校书院联盟，为“完满十年”与“书院五年”献礼。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青年志愿

者协会秘书处联合公布了 2022 年“强国有我‘核’你一起”千支大学生志愿宣

讲团入选名单，我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公益赋能专项志愿者服务队成功入选。

我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积极参与承办了“志愿汇”平台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共同发起的“随手点赞支持孩子们的免费午餐”大型公益实践活动，荣获“优

秀组织单位”称号，并被授予“全国高校公益实践合作基地”，团委志愿服务指

导教师赵乐被授予“公益实践指导老师”。

我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积极承办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和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世界地球日挑战活动，被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西省青少年环保联盟、北京合一

绿色公益基金会点赞，并荣获“地球日最佳人气奖”。

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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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炼·国际商学院团总支在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山西省委、

山西省青年联合会联合印发《关于“五四”评选表彰的决定》中，我院团总支荣

获“山西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在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 2022 年全国飞盘技巧线上挑战

赛中，我校户外拓展队员谢文琦荣获个人组季军，杨泽峰与杨婧荣获双人组季军。

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个人赛第三名与小组赛第三名的好成绩。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关于 2022 年青春健康高校项目招标中标结果的通

知》，我校以青春健康同伴社（青春健康专项志愿者服务队）为依托申报的“伙

伴计划Ⅳ——青春健康双线赋能行动”项目成功入选，获得 10000 元项目经费，

这是我校连续八年中标该项目。

在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全国大学生双谈科普知识竞赛组委会举办的“2022 年

全国大学生双谈战略科普知识竞赛”中，淬炼·国际商学院学院张超凡同学获得

初赛三等奖，刘珍瑜同学获得初赛优秀奖。

在由中国日报社主办，二十一世纪英语教育传媒承办的第 27 届 21 世纪杯全

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远景学院郝崇伶老师指导的周婧维、王婉彤同学获得

省级三等奖，远景学院外语教研室获得了本次演讲赛事的优秀组织奖。

青藤书院组织的我校两支学生队伍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

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中国贸易报社主办的 2022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全国总决赛

暨（新加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中国地区选拔赛中，王康、黄光耀、孙泽蓉、吕

菲、马瑞龙同学（共 5人）的参赛作品《原力派品牌策划书》获一等奖，麻娟、

付越获最佳指导教师；常鑫宇、吕晋淑、闫波同学（共 3人）的参赛作品《葫芦

园 乾坤大品牌策划书》荣获一等奖、入围全国总决赛精英赛，并获得 2022 年（新

加坡）全球品牌策划大赛入围奖，田涛、路丽莎获最佳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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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由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组委会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

战赛山西选拔赛暨 2022 年山西省大学生计算机能力挑战赛中，大数据学院、信

息工程学院杨静蕾同学荣获 Word 科目本科组一等奖、PowerPoint 科目本科组一

等奖。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指导，中国商业联合会主办，新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第十八届“新道数智人才杯”全国大学生数智

化企业经营沙盘大赛山西省总决赛中，李玲、李锐老师指导翟恒超、李常乐、卢

佳钰、郝婧文共计 4人，荣获山西省总决赛三等奖。

在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教育培训分会主办的“2022 年第三届大学生组织管

理能力大赛”中，淬炼·国际商学院刘文敏同学、陈晓敏同学获得三等奖。

由中国创造学会主办、东南大学和安徽工业大学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创

新体验竞赛总决赛圆满落幕。自启动以来，我校书院部积极主办、三达书院全力

承办，通过头脑风暴、创意凝练、动手实践等环节，推进我校学生创新能力培育。

我校学生在本届赛事中表现突出，任悦辰、王海葳、刘浩鹏荣获“主题一：日新

月异”国家级二等奖；柴雨莹、吴琼、宋峰鹏荣获“主题一：日新月异”国家级

三等奖；崔警予、李垚蓁、梁飞霞、孔云静、李宛玲、王清荣获“主题二：创新

价值”国家级二等奖；傅超、刘娇龙、季展正、马碧波、张延佳、冯孟硕荣获“主

题二：创新价值”国家级三等奖，三达书院荣获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

优秀组织奖。

葛晓晶、王立康、段晓璐荣获第二届“外教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

词汇能力大赛省赛优秀指导教师。

在由山西省工业技术图学学会、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

新大赛山西赛区组委会主办的“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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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创新大赛”中，我校智能工程学院沈启敏、李海康等老师指导的余富年、陈宇

光、武博涵等 13 位同学荣获省级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7 项。其中

陈宇光、王旭恒、余富年获省级全能一等奖（机械类）；李乐、罗合晋、杨万江、

武博涵获省级全能二等奖（机械类）；柴佳乾、韩昊天、兰仁杰、李昊轩、邵媛

获省级全能三等奖（机械类）；罗合晋获机械类基础知识答题赛项省级三等奖。

赵晨倩老师主持的《基于“中国文化系列课程”的大学生国际传播能力提升

路径研究》；邓娟、王丽红、葛晓晶、白玲玲、张颖老师主持的《产教融合下英

语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索与实践》；孙艳波、梁欢、张玉洁、刘帅、郭娟老

师主持的《“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研究》；李国金、翟平丽、王立康、张莉、旅丽君老师主持的《对分课堂教学模

式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赵红卫、孙祝试、李国金、刘秀娟、孙

晶老师主持的《山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孙祝斌、赵红

卫、刘秀娟、白玲玲、孙晶老师主持的《课程思政理念下翻译课教学模式探索与

实践》；李玮、吕晓红、梁欢、贾晓娇、邓娟老师主持的《“互联网+”背景下

应用型高校英语信息化教学模式研究》；张莉、许晓晴、李静、冯洋洋、王国萍

老师主持的《混合式教学视域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模式的探素与实》立项为 2022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电影评论中心贾云霞主持的《电影类通识课课程思政的共情教学行动研究》

立项为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我校作为全省唯一一所民办高校获评“2021 年全国西部计划绩效考核优秀

等次高校项目办”称号，这也是我校连续第七年荣获“全国西部计划优秀高校项

目办”荣誉称号。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公布了 2022

年“七彩假期”志愿服务示范团队入选名单，我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和市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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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志愿者服务队两支团队成功入选。

由水利部和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的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节水

护水志愿服务与水利公益宣传教育专项赛评审结果发布，我校“水+”行动赋能

计划志愿服务项目荣获节水护水志愿服务专项赛二等奖。

七 月

在团中央青年发展网、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 2022 年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社会实践“镜头中的三下乡”活动中，大数据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信工

学子百村行”荣获优秀视频团队奖。

中国大学生在线主办的“大我青春”2022 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征集展示活动

中，我校智能工程学院“感悟红色精神，用青春践行初心使命”作品荣获“实践

风采类优秀作品”奖。

在由晋中市教育局主办，平遥教科局，平遥中学协办的“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中，艺术传媒学院高思瑶同学荣获高中女子跳高三等奖。

由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西省委员会、中国少年

先锋队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主办，《山西教育》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山西省

首届“韶华杯·祖国有我”青少年才艺优秀作品征集活动中，李梦楠的才艺作品

《This is me》荣获一等奖，《HUMBIE》荣获二等奖。王雅文的才艺作品《伴侣》

荣获二等奖。闫晓静、张谨韬、赵瑞丰、宋玮柯、闫昌青、王松岳、刘一博、曹

雅茹、于叶璠、范溢恒、于海涛老师等荣获一等奖。任婧、黄思景、刘一博、王

雅文、李师旻、黄思景、高梦缘、王松岳、李佳耿、于海涛老师等人荣获二等奖。

刘一博、高梦缘、黄思景、高梦缘、原梓乐、张思嘉、高梦缘、吴荟、苏梦、赵

锦涵、任心楚荣获三等奖。田睿、李夏乐荣获优秀奖。

由南开大学教务处主办、南开大学穆旦书院承办的高校现代书院学生论坛在

线上成功召开。本次论坛以“共享智慧，共创未来——面向学生成长的高校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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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主题，太行书院围绕“全员制书院”育人模式主题，多维度深层次分析

书院在学生成长方面发挥的作用，书院学生代表柴雨莹申报的“在‘四位一体’

的书院导师制中汲取成长养分”成为此次全国论坛中唯一来自民办高校的研讨主

题，在全国舞台上展示我校书院制育人实效。

我校团委“信院青年”工作团队在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

中青校媒共同举办的“2021-2022 高校可视化新闻激励计划·寻找高校可视化融

媒团队”活动中获评“2021-2022 年度全国优秀高校可视化融媒团队”，《2021

“无边”第八届校园摇滚音乐节》专题作品获 2021-2022 年度影响力校园新闻专

题作品。

在由共青团山西省委、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协会、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

山西大学承办的第十三届“挑战杯”山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远景学院张

朝钦、哈达苏荣、冯慧琳、淬炼·国际商学院赵国榕、经济与管理学院杨薇薇五

位同学获得省级铜奖，双体软件精英产业学院陈江会老师和远景学院逯楠楠老师

获得“优秀指导老师”称号。智能工程学院张虎、马艳娥、吕慧等老师指导赵婧

雯、刘浩、王进文、倪康、燕佳惠、张煜东等六位同学荣获省级团体铜奖。

在由中国自动化学会主办，中国自动化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国自动化学

会智慧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自动化学会职业教育工作委员会（筹）承办，北京

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 2022 年全国智能制造虚拟仿真大赛中，

我校智能工程学院沈启敏老师指导罗合晋、韩昊天同学获得全国总决赛本科组三

等奖，沈启敏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在由山西省教育厅、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中共山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西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共青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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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委员会、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山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由太原理工大

学承办，山西传媒学院、山西智创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八届山西省“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我校荣获省级银奖 1个，铜奖 6个。其中“基

于人工智能所研究的人体外骨骼机器人”项目荣获省级银奖，项目成员为李思玥、

杨成民、郝丽宏、章帅广、李渊，指导教师为殷少华、付越、王龙；另外“蔬菜

大棚智能调节系统”项目、“‘倍舒芯’智能安康助眠枕”项目、“智能温室种

植基地”项目、“茶七”项目、“‘兴农重器’——边缘智能 AI 惠农平台”项

目、“5G 智慧畜牧、助力乡村振兴”项目 6个项目获得省级铜奖。

商务英语学院的《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互联网+双

语宣传”助力乡村振兴》、《基于翻译微信公众号的协同育人对策》、《压力树

洞的开展及成效研究》4 项选题在 2022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批省

级立项。

八 月

在中国民协青年委员会，中国民协非遗融媒体传播中心，华清活动青年成长

平台办公室主办的 2022 全国高校青年“保护大熊猫”志愿者宣传活动中赵雨露

同学荣获奖项。

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科协和山西省学联联合举办了第十

三届“挑战杯”山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我校获得省级银奖 1 个，铜奖 6

个。其中“基于人工智能所研究的人体外骨骼机器人”项目荣获省级银奖，另外

“云梯速递”、“‘倍舒芯’智能安康助眠枕”、“慧光临期商品交易平台”、

“稻草人——长山药 3M 智慧管理系统”、“‘兴农重器’——边缘智能惠农项

目”、“5G 智慧畜牧，助力乡村振兴”6个项目荣获省级铜奖。

我校艺术传媒学院代表队在 2022 年（第 15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总决赛专业组比赛中，荣获 2项二等奖和 1项三等奖。其中由高晓燕、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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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设计，孔霞、宋田博老师指导的平面设计作品《汉字美系列》、杨雯丽、邢

栩灿同学创作，杜航、刘晓婷老师指导的平面设计作品《寄隅三多》荣获本赛事

数媒静态设计专业组全国总决赛二等奖。岳承烨、李凯同学创作，李小云、范琨

老师指导的产品设计作品《中国吉祥纹文灯具及印章设计》荣获本赛事数媒静态

设计专业组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电影评论中心赵静老师的独著《电影影像观》获得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百部（篇）工程”三等奖。

在第 16 届中国好创意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中，我校艺术传媒学院获学生

组国赛奖项 2 项、省赛奖项 11 项，获国赛教师组奖项 1项，其中晋中信息学院

获得第 16 届中国好创意大赛优秀组织奖。此赛事是入选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发布的《2021 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赛项，也是我国数字艺术设计

创意及数字技术创新领域各专业综合类规模大、参与院校多、影响广泛的权威赛

事。

在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组委会和

指导老师聂彦玮、闫晓英的带领下，学生组郭嘉辉以《“晋魂万里”山西博物院

系列文创设计作品》（作品类别：E类工业产品设计）荣获国家级二等奖、省级

一等奖。在指导老师梁娜的带领下，学生组郭嘉辉以《“双奥之城”一起向未来

动态海报设计》（作品类别：视觉传达设计）荣获省级三等奖。在指导老师刘静

的带领下，学生组郭嘉辉、王嘉瑞以《“鼠联萌”自拟品牌包装设计》（作品类

别：视觉传达设计）两人荣获省级三等奖。在指导老师聂彦玮的带领下，学生组

牛菁诚、郭嘉辉、王嘉瑞以《余辉》（作品类别：数字摄影）三人荣获省级三等

奖，学生组王嘉瑞以《归途》（作品类别：数字摄影）荣获省级三等奖。

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主办，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和东方财富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八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挑战赛中，李瑞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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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的张佳馨、彭晓霞、贺芷馨团队荣获省赛三等奖。

商务英语学院王慧同学荣获2022年CATTI杯全国翻译大赛大学B组一等奖。

马琨雯、葛晓晶、李玮、吕晓红、孙晶五位教师荣获“2022 年高等学校外

语微课优秀作品征集与交流活动”山西省优秀作品三等奖。

在由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的“2022 年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

大赛”山西赛区中，智能工程学院郝建峰、方廷等老师指导韩月、王晓瞳、解丁

杰、张磊等 7位同学分别荣获省级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优秀

奖 2项。

在由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北京昆仑三迪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3D 动力) 、国家制造业信息化培训中心 3D 办等部门协办的第十五届全国

3D 大赛“CURC-机器人设计挑战赛”中，智能工程学院张志红、曹蓝天等老师指

导余富年、柴佳乾、苑超等 10 位同学分别荣获省级团体二等奖 1项，二优秀奖

1项。

在由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运营服务单位智慧树网主办的全国第二届“智

慧树杯”课程思政示范案例教学大赛中，杨晓玲副教授主讲的“幸福课”获得本

科教育赛道二等奖。赵晨倩、刘海老师主讲的“综合英语”课程斩获全国二等奖。

远景学院教师团队王慧敏、高洁、杨丽佩老师获得本科教育赛道二等奖。

商务英语学院教师冯洋洋教师的《“一带一路”背景下晋商文化走出去策略

研究》获得山西省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专项课题立项。

九 月

由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文明办、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

西省水利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体育局、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山西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第三届山西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由

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举办，在聂彦玮老师的指导下，张紫彤、薛若男、薛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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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佳艺四位同学的作品《“拾遗记”非遗传承在行动》荣获省级金奖。校团委“小

梦想+”乡村教育助力计划、“幸福家园”易地搬迁居民宜居提升计划、杏花书

院金话筒——乡村小学口才训练志愿服务项目荣获银奖，大数据学院、信息工程

学院刘敏辉、包斯萌、张鑫瑶、张家琦、赵靖蕾同学的 PC 计划志愿服务项目荣

获铜奖。

在最新公布的“第十届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NCDA）获

奖名单”中，晋中信息学院艺术传媒学院斩获佳绩。其中，国家等级奖 3项、省

部级等级奖 23 项。李岳恒同学斩获全国总决赛一等奖；郭嘉辉同学斩获全国总

决赛二等奖；赵雯婕同学斩获全国总决赛三等奖；张钰珺、杨洋、杨欣怡、李红

槿、王蔚东、赵雅萱、张晓羽、解余志浩同学获得省部级二等奖；王宇洋、郭培

淇、弓昕妍、王嘉瑞、米瀚哲、牛菁诚、庞瑞、郭玮、马莹超获得省部级三等奖。

由山西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梦从这里出发”第七届高校毕业

季优秀美术作品展公布获奖名单。我校艺术传媒学院选送的由郝丽君、杨洋、王

孜涵等 20 位同学创作的美术作品在本届大展中斩获各级奖项，本届美展我校荣

获“优秀组织奖”，其中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 9项、优秀奖 12 项。

我校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作品立足本土，服务当地，紧贴山西本土相关的传统文化

研究、非遗文创课题，最终受到组委会专家的好评与欢迎，展现出当代大学生创

作的新思想新高度，授予晋中信息学院优秀组织奖。

2022 年第十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艺术传媒学院学生获得省级三

等奖 1项。

在由山西省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和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山西赛区组委

会举办的“2022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吕欣阳、赵子琪、李琪同学

荣获省级三等奖，张文涛、魏会亭、赵鑫楠、薛宇、蔡晋霄、李嘉月、张伟鹏、

杨振清、侯杰等同学荣获 2022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山西赛区优秀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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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远景教师武姝廷老师指导的刘静波、张宇航、贾晓雪同学荣获 2022 年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山西赛区三等奖。

白玲玲老师荣获 2022 年 CATTI 杯全国翻译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刘凡、马琨雯、王琨和温静四位老师荣获第二届“学研汇智杯”全国高校商

务英语综合能力大赛省级复赛优秀指导教师。

十 月

商务英语学院获批 2022 年山西省创新科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

4项。分别是葛晓晶老师的《翻译技术转向背景下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研

究》、冯洋洋老师的《“讲好中国故事”融入英语视听说课程的教学模式研究》、

王丽红老师的《新文科背景下基于学案导学的大学英语微课建构与实施》、白玲

玲老师的《新时代山西乔家家风家训的译介研究》。

在由外研社·国才杯举办的全国“英语写作大赛校级初赛”中，大数据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韩瑞芳同学获得二等奖。司夏瑜荣获大学 C组三等奖。

在由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主办、江苏理工学院承办、厦门九九网智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支持的“2022 年全国本科大学生会计技能竞赛”北东西区域赛中，刘媛

媛、路育颖、闫彤彤、张佩珍同学荣获省级三等奖；刘媛媛、路育颖、闫彤彤同

学等获得个人赛二等奖、张佩珍同学获得个人赛三等奖。

在由山西省电影家协会和晋中信息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三晋·光影杯”

山西省大学生电影评论大赛中，牛菁诚、崔芙蓉、胡琳玉、刘雪杰、彭晋宏、宋

思瑾同学的作品《风霜下的铁骨铮铮》荣获短视频影评单元二等奖。远景学院王

夏彤荣获电影评论大赛短视频单元二等奖。雷冠琛同学荣获主竞赛单元二等奖、

郎佳宁、阴旭燕、李庆同学荣获主竞赛单元三等奖、侯晓辉、黄梦、赛明真、李

琪、张宇萱同学获得主竞赛单元优秀奖。

晋中信息学院荣获第五届全国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大赛优秀组织单位奖，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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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院李晋霞、夏心妍同学荣获第五届全国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大赛优胜奖。

由山西省教育厅举办的“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

智能工程学院马艳娥、李瑞金、樊建强、张孝元等老师指导化荣、刘泽君、田珂

等 9位同学分别荣获省级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的优异成绩。

在由中国足球协会、浙江省体育局、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普陀山”杯第

十四届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总决赛中，我校男子足球队、女子足球队均取得第

10 名的好成绩，并获评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总決赛公平竞赛队伍。

在青龙满族自治县雨露志愿服务中心主办的 2022 年高校青年生态环保志愿

宣传活动与“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传倡议活动——全国高校青年党建志愿宣传

行动中，贾梦千、李娅岑、张榭菲荣获奖项。

2022 年全国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各类

评选结果陆续公布，由学校团委、各学院等单位组建的 11 支实践团队在共青团

中央、中国青年报、共青团山西省委等单位组织的各类评选活动中再获佳绩，共

荣获优秀实践团队、优秀实践个人等荣誉 10 余项。

十一月

在由中国书画家研究会敦煌文化艺术委员会指导，北京沙画协会主办的“送

你一朵小红花”致敬一线英雄全国高校青年志愿者招募活动中，我院数媒 2203

班李雪同学荣获“小红花青年志愿者”荣誉称号。

在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中，我校女

足取得了第 6名的好成绩，柯贤清等 3名队员获评赛事道德风尚奖。

在山西省体育局主办的 2022 年山西省健美操锦标赛中，我校由 24 名运动员

组成的校运动舞蹈队，在 Breaking、Hiphop、爵士、四级有氧舞蹈 4 个项目上

皆荣获第一名。

在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主办的 2022 年山西省学生武术锦标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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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项目方面，我校 11 名参赛队员获得各项目名次 15 项，包括 2金 2银 3铜；

集体项目方面，我校武术队取得了大学本科组形意拳集体、三路长拳集体 2项第

一名、段位制三段集体 1项第二名，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名的好成绩。

由山西省体育局主办的 2022 年“奔跑吧少年”山西省健美操锦标赛中，李

晓龙、许哲、聂佳鑫、吕建树、黄千奉、陈卓凡、赵香玉、薛梦欢、李姿睿、尹

淑静、吴荟荣获山西省一等奖。王松岳、乔磊、李占峰、马浩然、陈卓凡、聂佳

鑫、段子祺、张嘉琦、魏睿博，获得规定套路 Breaking 三级一等奖。王松岳、

乔磊、马浩然、聂佳鑫、陈卓凡、魏睿博等 12 人获大众街舞推广套路 HIP—HOP

一等奖。王松岳、乔磊、许哲、李占峰、薛梦欢等 10 人获有氧舞蹈四级一等奖。

大数据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聂佳鑫同学、刘徐莉同学在 Breaking、Hiphop、爵

士舞蹈三个项目中获得省赛一等奖。

由中关村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主办的全国高校青年中国梦·中国芯志

愿宣传活动中侯亚萱荣获奖项。

我校百年同行·红韵石楼实践团、传承红色基因调研寻访团 25 位成员收到

由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联合发布的

2022 年“七彩假期”志愿服务表彰证书。

“平安乡——乡村儿童安全教育”志愿服务项目荣获晋中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太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二等奖，

丢书包计划——农民工子女关爱行动荣获太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优秀奖，青年志愿者联合会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水利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经过组织申报、省级推报、资格审核、全国赛初评、

全国赛终评、社会公示等环节，决赛结果出炉。由我校申报、省级推荐的 5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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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入围国赛并获奖。艺术传媒学院“拾遗记”非遗传承在行动志愿服务项目、校

团委“小梦想+”乡村教育助力计划、杏花书院金话筒——乡村小学口才训练志

愿服务项目荣获银奖，校团委“幸福家园”易地搬迁居民宜居提升计划、校团委

与大数据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共同申报的“水+”行动赋能计划志愿服务项目荣

获铜奖。

由中关村万众创新创业教育产业促进中心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发

展大赛中，大数据学院闫玉阳同学荣获校级赛一等奖。

在由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产业金融研究与职业能力测评中心、信银

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典阅教育研究院举办的“第七届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新大赛-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运营管理赛项”中，经济与管理学院指导老师唐娟带领李昌永、

赵菁、石佳荣获团体二等奖。

在由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国际联盟、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组委会举办的“2022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大数据

分析应用与决策赛项”中，经济与管理学院指导老师宋帅带领韩晓婷、刘佩瑶、

吕伟、刘军锐荣获团体优秀奖。

第一届“未来设计师·全国艺术设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省赛落下帷幕，山

西赛区由山西师范大学承办，赛区共有 6组作品获奖，一、二、三等奖各有两组

作品。其中三等奖均为我校艺术传媒学院数字媒体教研室教师团队的参赛作品。

李小云、孙琪、杜航的《构成设计》获产品设计组三等奖，张继鹏、杨帅的《计

算机平面设计基础》获媒体设计组三等奖。

2022 年山西省学生武术锦标赛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体育局、山西省武

术协会联合举办由宋玉龙、吴富庚两位老师指导集体三段：田鹏煜、吕浩然、唐

睿、王鹏程、翟苗、韩融融、秦美丽、任晓琪 8位学生获学生组山西省武术锦标

赛集体三段第二名、山西省武术锦标赛集体三路长拳第一名、山西省武术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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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其他 4项第一名。

在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高校数智化商业决策创新大赛全

国总决赛中，韩诗颖、李思琪、李琪同学荣获国家级一等奖。

在由中国外文局主办，晋中信息学院商务英语学院协办的“2022‘讲述中国’

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中，郭佳、白晨敏同学获得“讲述中国”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全国初赛一等奖，11 月，赵腾飞、雷海勇同学荣获“讲述中国”全国英语写作

大赛全国初赛二等奖。陈紫焱同学、司夏瑜、谢媛媛、金嘉祺、刘小雨、牛宗艳、

庄安琪荣获“讲述中国”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全国初赛三等奖。

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外研

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外语测评中心联合承办的 2022“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阅读、写作以及演讲大赛中，刘海、赵晨倩，张倩老师指导的三名同学

许冰怡，王偲嘉，王栋分别获得省级二等奖与三等奖的好成绩。郭新华同学荣获

英语演讲大赛省级三等奖、任浩嘉同学荣获英语阅读大赛省级三等奖、宋雨婷同

学荣获英语写作大赛省级三等奖。葛晓晶老师荣获 2022“外研社·国才杯”英

语阅读大赛省级决赛指导三等奖；吕晓红老师荣获 2022“外研社·国才杯”英

语写作大赛省级决赛指导三等奖；葛晓晶和武金红老师荣获 2022“外研社·国

才杯”英语演讲大赛省级决赛指导三等奖。

在国际 iCAN 联合会、教育部创新方法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和全球华人微纳米

分子系统学会联合主办、北京大学承办的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年度竞赛，远景

学院张朝钦，淬炼·国际商学院赵国榕获得地区赛优秀奖。

刘帅老师荣获第三十四届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优秀奖。

孙艳波老师荣获第十三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山西赛区综合

课组三等奖；葛晓晶老师荣获第十三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山西

赛区视听说课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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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荣获第五届“上电杯”全国科技翻译竞赛优秀组织奖优秀组织奖。吕晓

红、王立康和王丽红老师荣获第五届“上电杯”全国科技翻译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陈瑶、崔俊希、郭可心、何小梅、姚柳汝、张雅轩同学荣获第五届“上电杯”全

国科技翻译竞赛优胜奖。

李静老师的《山西传统文化中能吏廉政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路径研究》获批山

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

《汉英笔译》成功立项 2022 年山西省一流建设课程。

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科创中国·乡村振兴联合体主办的“2022 年全国大

学生乡村振兴知识科普暨青年乡村振兴短视频大赛”知识竞赛赛道中，大数据学

院、信息工程学院李子怡、李映蓉、王林、吕欣月、李静戎同学获得一等奖，崔

倩茹、葛雨田同学获得二等奖，邢雪如、杨璐璐同学获得三等奖。

我校图书馆高峰老师获得了由山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授予的

山西高校图书馆 2021-2022 年“优秀馆员”称号。

在由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主办的第七届全

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中，商务英语学院学生郭金阳、荆晨曦、赵亚男、

郭荣年、李若冰、巨月媛、张溶纾、李淼、朱丽莹、陈之悦、张子怡、苏顺娜、

刘晓楠、罗佳琳、闫淑英、赵锦颖、郭晶晶均获得证书。

十二月

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HCIA-Datacom 举办的数据通信比赛中信息工程学院张

闻天同学获得一等奖。

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当中，杨鹄源、武铱浛、刘昕东、都明慧、常金

鑫、赵佳琪同学荣获一等奖，王康、宋昕、吕菲、郑若荣、任瑞晨、马思奇、马

锐涛、宁世纪、刘文倩、穆婵婵、李泽鹏、段鸣飞同学荣获二等奖，马泽远、任

丽、张羽鹏、宋符慧、刘宙、白水森、刘亚飞、张跃馨、王文鑫、马小钰、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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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王浩如、苏宇峰、王英姿、吴琼、吕欣阳、赵子琪、李琪、吕珍珍、张禹鑫、

王慧民、何荣枝、秦紫涵、郝建宁、刘静波、李佳轩、林海龙、高峰、张宇航、

贾晓雪、毋淑芸、陈俊蕊、杜丽娜、温瑞丽、刘钰、李潇同学荣获三等奖，张伟

鹏、杨振清、侯杰、肖广仁、李梓铭、房昌盛、芮会港、李纪润、白忠华、胡纪

顺、王艳艳、徐欢、杨力、姚佩楠、王智霖、田睿浩、张泽硕、柴琛洋曹鑫、樊

海荣、付悦颖、薛宇、李嘉月、蔡晋霄、孙昕璐、李博尧、岳诗英、薛诗云、闫

怡倩、谢晋、郭媛媛、冯楚媛、张莹、樊瑞烜、王威、郭梦楠、乔宇馨、吴碧涛、

李国强、赵育、张军、马齐、段晓红、卢思彤、白雪纯、董子涵、武睿洁、杨慧

琳、张文涛、魏会亭、赵鑫楠、杨满意、麻诗敏、朱弘涛、孟中敏、王琦蕊、李

月珊、王梓豪、高豪志、王进文荣获优秀奖。

在由中国物资储运协会举办的“第六届‘长风学霸赛之运输传奇大战’”中，

经济与管理学院指导老师李海水、张文静带领苗鑫宇、孙彤、胡晨宇荣获团体三

等奖，老师张文静、张楠荣获教师赛三等奖。

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由中国广告协会、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

奖、广告人文化集团举办，营销策划“无忧备考 刻不容缓”在卫梦瑶老师的指

导下，郭嘉辉、李宏涛、侯芸、王嘉瑞 4位同学获得快克命题营销策划类国家级

入围奖。

由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主办，江苏理工学院承办的 2022 年全国应用型本科会

计技能竞赛中，刘媛媛、闫彤彤、路育颖三位同学获得个人二等奖，张佩珍同学

获得个人三等奖，淬炼·国际商学院荣获（北区）团体奖三等奖。

在 2022 年第二届“应急科普华夏行”大学生公共卫生专题竞赛中，商务英

语学院成新阳同学荣获一等奖。

在由青龙满族自治县雨露志愿服务中心主办的“听党话，跟党做”全国青少

年爱国主题教育活动中，郝海鸿、李天华、成新阳同学获得二等奖；贾梦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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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予“优秀青年”荣誉称号。

由山西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第六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举办总

决赛，我校学生项目《Digital 养殖系统—慧农智能喂养设备衍生开发与运用》

获得省级铜奖，项目成员张朝钦、曹旭东、赵国榕、高慧茹、哈达苏荣，指导教

师逯楠楠、陈江会。

在上海联合减灾与应急管理促进中心主办的“2022 年第二届大学生公共卫

生专题竞赛”中，艺术传媒学院武文凯同学荣获得二等奖。

在志愿中国举办的志愿汇第六届最热公益校园“益动低碳”主题活动中，我

校与全国 22 个省份的 455 所高校同台竞技，最终被评为“益动低碳”优秀组织

单位。

在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执行承办的

第三届中国大学生乒乓球花式表演赛中，我校取得全国二等奖的好成绩，是唯一

一所榜上有名的民办高校。

2022 年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成绩揭晓。根据山西省

《关于 2022 年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结果的公示》，我校

推荐省赛的 4名教师都荣获佳绩，远景学院杨晓玲老师的《幸福课》荣获得副高

组二等奖，智能工程学院沈启敏老师的《机械设计基础》荣获得副高组三等奖，

经济与管理学院贺林老师的《公共政策学》、智能工程学院张志红老师的《材料

力学》均荣获得中级及以下组三等奖。

2022 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2021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

单，学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软件工程和财务管理 3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这是学校持续推进专业建设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是对我校持续

推进专业内涵建设的充分肯定，对深入践行“四位一体双院制”办学理念、持续

构建高质量应用型专业体系、全面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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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校一流课程建设再创佳绩，有 12 门课程获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其中认定课程 2门（别墅设计、山西票号与中国近现代金融），建设课程 5门（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Python程序设计、汉英笔译、软件类项目实践、电子工艺实习），

培育课程 5门（跨文化交际、国际结算、幸福课、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设计概论）。

获批数量在全省同类院校中排名第二位，超过十所公办本科院校。

2022 年度我校共计获批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68 项，立项数是去年同期的

194.2%。学校共计组织申报 13 类省级应用研究项目，申报数量总计 176 项，其

中 6类课题已获批立项 81 项，立项率达 46.02%，比去年提升 37.69%，是去年的

5.5 倍，立项总数是去年的 163.2%。其中信息工程学院王龙院长主持的《基于跨

“五维”多层次智能大数据自主创新实验室》获批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计划

项目自然科学实验室（B类），标志着我校在工科实验室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

展。

我校图书馆获得了由山西省图书馆学会授予的 2022 年度山西省全民阅读

“优秀单位”称号。

在由腾讯新闻·教育频道举办的 2022“回响中国”腾讯新闻•教育频道年度

高峰论坛上，我校凭借新颖的教学特色、多元化的育人模式以及良好的社会声誉

荣获“2022 年度全国应用型实力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