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 

关于公布“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原创精品推广行动”遴选结果的通知 
 

根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关于开展高校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原创精品推广行动的通知》安排，经组

织推荐、专家评审、集中审议等环节，择优遴选出 225 个优

秀作品纳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百年珍贵记忆——全

国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原创精品档案》，现将名

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将于近期为入选作品颁发证书，

统一邮寄至各高校党委宣传部门。 

 

附件：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百年珍贵记忆——全

国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原创精品档案”入选作品

名单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 

“百年珍贵记忆——全国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原创精品档案”入选作品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推荐单位 

1 《星星之火》 清华大学 

2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作

品合集》 
清华大学 

3 《党在清华园》 清华大学 

4 《这条路》 中国人民大学 

5 

《“访红迹，再忆峥嵘岁月”——中国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党史学习教育纪实》 

中国农业大学 

6 《百年大党的 100 个故事》 中国农业大学 

7 《MC 中的百年党史回顾》 北京化工大学 

8 《坚持教学六十年——杨祖荣》 北京化工大学 

9 《髪》 北京邮电大学 

10 《地质人生》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11 《耄耋尤应壮志在》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12 《忆漫漫长征路途，承巍巍红色基因》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13 《无字书——陈毅安与李志强的红色家书》 中国传媒大学 



14 
《百年今昔·红色北京｜小白杨探访北

京的红色足迹》 
中国传媒大学 

15 
《灼灼芳华卫中华——一位志愿者女兵

的故事》 
中国传媒大学 

16 
《“学百年党史  话青春担当”创意课

堂成果》 
中央财经大学 

17 《潮起东方》 中央财经大学 

18 《不忘初心》 中央财经大学 

19 《新征程之光》 华北电力大学 

20 《沙渠河畔的革命记忆》 华北电力大学 

21 《深海铸剑》 大连理工大学 

22 《英雄，祖国如你所愿》 大连理工大学 

23 《东师传讲人》 东北师范大学 

24 《三代思政学者解读伟大建党精神》 复旦大学 

25 《青春向党报到》 同济大学 

26 
《向世界讲述延安：革命而浪漫的圣

地》 
同济大学 

27 《百年再启航》 华东理工大学 

28 
《初心“申”起，东华大学“领雁先

锋”带你共焕百年新生》 
东华大学 

29 《港珠澳大桥》 东南大学 

30 
《“忆党史，绘初心”创意微观摄影作

品荟》 
南京农业大学 

31 《“红色工大”系列》 合肥工业大学 

32 《囊萤之光》 厦门大学 

33 《心系山海皆可平》 中国海洋大学 



34 《唱支山歌给党听》 武汉大学 

35 《武汉大学党史人物系列专题片》 武汉大学 

36 《一起回家》 武汉大学 

37 《永远的恽代英》 华中师范大学 

38 《画说百年辉煌——大学生眼中的党史》 华中师范大学 

39 
《“榜样，你好！——百名高校思政工作

者眼中的党史人物”主题视频讲述活动》 
华中农业大学 

40 《党史故事汇·我是党史领学人》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41 《张孝骞》 中南大学 

42 《“实事求是”主题系列原创音乐》 湖南大学 

43 《红心向党  红色走读》 湖南大学 

44 《再出发》 重庆大学 

45 《名师在校园》 重庆大学 

46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重庆行

系列影片》 
西南大学 

47 
《晓知议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上三次伟大的历史决议》 
四川大学 

48 《榜样 传承——交大青年说》 西南交通大学 

49 《两弹元勋陈能宽，回交大！》 西南交通大学 

50 《“四史”系列微课》 西南交通大学 

51 《成电党史故事汇》 电子科技大学 

52 《“疫”中人的十二时辰》 电子科技大学 

53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青年大学生

红色实践思想汇报》 
电子科技大学 



54 《初心·恰少年》 电子科技大学 

55 
《“诉党史·映初心——百年百讲”党

史学习专题微课》 
陕西师范大学 

56 《共绘百米画卷，献礼建党百年》 陕西师范大学 

57 《手绘校史——毛泽东与西电的故事》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5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史校史文化系列

公开课》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59 《划破硝烟的红色电波》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60 《网络虚拟大合唱<我的祖国>》 长安大学 

61 

《兰州大学统一战线“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百年初心共砥砺  千秋

伟业同青春”系列笔谈》 

兰州大学 

62 
《祖国永远是他的第一选择——纪念火

炸药专家周发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北京理工大学 

63 《学党史、讲校史系列作品》 哈尔滨工程大学 

64 《走进红色甘肃》 西北民族大学 

65 
《“尺素寸心  百年赓续”党史微课系

列视频》 
北京体育大学 

66 《远征》 北京体育大学 

67 《五年扶贫实践  红色薪火相传》 北京农学院 

68 《青春之歌》 北京联合大学 

69 《新青春之歌》 北京联合大学 

70 《弘扬长征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天津现代职业

技术学院 

71 《弘扬抗洪精神  守护江河安澜》 
天津现代职业

技术学院 



72 《百年荣光，百年辉煌》 天津职业大学 

73 《我辈青春奋斗，铸就时代辉煌》 天津职业大学 

74 

《寻，访，颂百人百事  传，悟，育红

史红心——“e”展“红图”网络党团

育人平台》 

河北科技大学 

75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师生用歌声献礼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河北环境工程

学院 

76 《起来吧，美丽中国》 燕京理工学院 

77 《志愿精神》 燕京理工学院 

78 《右玉精神》 山西大学 

79 
《山城，你好——寻访中共创建第一

城》 

山西工程技术

学院 

80 《古州星火》 
阳泉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81 《寻找百炼成钢的初心与过往》 内蒙古科技大学 

82 《额吉——都贵玛》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包头师范学院 

83 《手绘党史故事》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包头师范学院 

84 《逆行》 内蒙古民族大学 

85 《你是我一生的追逐》 内蒙古民族大学 

86 《嘎查第一书记》 内蒙古民族大学 

87 《红色交通线》 呼伦贝尔学院 

88 
《跨越 60 年，依然不变的是那颗初

心》 
呼伦贝尔学院 

89 《爱上内蒙古》 内蒙古艺术学院 

90 《以“艺”战“疫”绘丹心》 
内蒙古建筑职

业技术学院 



91 《勇往直前的蒙古马》 
内蒙古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92 《我们的百年》 辽宁大学 

93 《巍巍太行  红色武乡》 辽宁大学 

94 《红色》 辽宁大学 

95 
《信仰·回响——基于“双向互动”的

党史学习教育作品》 
沈阳工业大学 

96 《赓续》 
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 

97 《百年党史青年说》 
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 

98 
《永恒的精神之光——<雷锋日记>新时

代解读》 

辽宁石油化工

大学 

99 《选择》 大连交通大学 

100 《红色记忆》 大连大学 

101 《红色印象》 辽宁科技学院 

102 
《铭记•缅怀︱百位抗美援朝战斗英雄

事迹接力讲述活动》 
辽东学院 

103 《抗美援朝英雄故事讲述》 辽东学院 

104 《追寻大连红色印记  传承百年革命精神》 
大连东软信息

学院 

105 《微党课之听书记讲建国史系列》 
大连东软信息

学院 

106 《传承红色基因  献礼建党百年》 吉林师范大学 

107 《弘扬遵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吉林医药学院 

108 《长征》 
吉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109 《科技，联系“家”的纽带》 
长春大学旅游

学院 

110 《百年多伦  文化传承》 
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 

111 《江淮故事》 淮阴师范学院 

112 《我的祖国我的党》 扬州市职业大学 

113 《红色蚂蚁岛》 浙江海洋大学 

114 《初心》 嘉兴学院 

115 《百年辉煌》 中国计量大学 

116 《计百年党史征程  量浙江红色文化》 中国计量大学 

117 《星火潮跃》 浙江财经大学 

118 《十二根金条》 浙江传媒学院 

119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绘本》 安徽工程大学 

120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有声绘

本》 
安徽工程大学 

121 《“星”火永相传》 安徽师范大学 

122 《启航》 集美大学 

123 《寻根》 集美大学 

124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福建师范大学 

125 《厦小城的红色之旅》 
厦门城市职业

学院 

126 《照亮青春》 
闽江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127 
《初心贞石——百年党史的 100 个瞬间

大型篆刻系列作品创作展》 

闽江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128 《不忘初心》 福州理工学院 



129 《红色记忆觅初心  信仰之光照前行》 福州理工学院 

130 《守望》 南昌航空大学 

131 
《“回首百年党史  谱写红色赞歌”系

列作品》 
江西师范大学 

132 
《“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艺术作

品》 
江西师范大学 

133 《回望百年征程，续写时代华章》 江西财经大学 

134 《你的父母是个共产党员》 江西财经大学 

135 《清莲花开初心红》 江西财经大学 

136 《错位时空——百年红船》 江西服装学院 

137 《能否》《一路有你都是歌》《追梦》 南昌职业大学 

138 《一枚特殊的金质奖章》 山东农业大学 

139 《红色鲁东：挺身而出的迟剑敏》 鲁东大学 

140 《沂蒙史诗》 临沂大学 

141 《“辅导员讲党史”系列》 
聊城职业技术

学院 

142 《红色故事青年说-解放阁》 
山东传媒职业

学院 

143 《赓续精神血脉  筑牢青春信仰》 郑州轻工业大学 

144 《践行伟大建党精神  赓续英雄精神血脉》 郑州轻工业大学 

145 《河洛大鼓艺“述”党史》 河南科技大学 

146 《焦裕禄：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河南大学 

147 《一生科学救国梦  大国脊梁赵九章》 河南大学 

148 《播撒革命火种  不忘初心如炬》 河南大学 

149 《一个人的纪念》 南阳师范学院 

150 《传颂者》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151 《信仰之光》 郑州科技学院 

152 《红船颂歌》 武汉工程大学 

153 《七月澎湃歌声荡漾》 武汉工程大学 

154 《少年》 湖北大学 

155 《医心向党》 湖北科技学院 

156 《向警予与时代》 武汉城市学院 

157 《换了人间：毛泽东的家书故事》 湘潭大学 

158 
《“百年百地正青春”大学生思政微讲

述》 
湘潭大学 

159 《8090 说》 湖南农业大学 

160 《原创说唱音乐专辑<1921-2021>》 湖南农业大学 

161 《红色中国》 湖南师范大学 

162 《此致，敬礼！》 湖南师范大学 

163 《谁是最可爱的人》 湖南师范大学 

164 《一张红色借据》 湘南学院 

165 《百年党史百米剪纸长卷》 长沙学院 

166 《十八洞的新苗歌》 长沙学院 

167 《应尽之责》 长沙学院 

168 《致敬百年：党史中的经典建筑巡礼》 湖南城市学院 

169 《学习雷锋好榜样》 
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 

170 《先锋者》 
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 

171 《漫绘党史·一师人物列传》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172 《世界很小，而你刚好发光》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173 《寻找昔日历史教员——毛泽东》 
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174 《致敬二十几岁的你》 
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175 
《水宝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湖南水利水电

职业技术学院 

176 《星星之火》 
湘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177 
《用“半条被子”的故事  涵养大学生

理想信念》 

湘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178 《永远的骄杨》 湖南信息学院 

179 《赓续精神血脉  激昂青春担当》 南方医科大学 

180 《我的青春属于党》 
顺德职业技术

学院 

181 《红色信仰  可爱中国》 
广东农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 

182 《大江歌罢掉头东》 
广东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183 《不忘初心，画说党史》 
广州应用科技

学院 

184 《湘桂古道红军路，断肠明志铸忠魂》 桂林理工大学 

185 《红岩精神筑忠魂》 桂林理工大学 

186 《少年黄大年》 广西艺术学院 

187 《在灿烂的阳光下》 广西艺术学院 

188 《群山回响》 广西艺术学院 

189 《总有天使落在凡间》 
柳州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190 《信仰的中国》 
柳州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 

191 《<琼崖烽火>情景再现教学版创作》 琼台师范学院 

192 
《琼台：琼崖革命思想摇篮主题教育

展》 
琼台师范学院 

193 《嗨！信仰》 重庆师范大学 



194 《“十四五”新说唱·看中华新气象》 西南政法大学 

195 《风华》 西南政法大学 

196 
《新中国民事立法和法学教育事业的拾

柴者》 
西南政法大学 

197 《<共产党宣言>的“秘密”》 
重庆工商职业

学院 

198 《他一直都在》 
重庆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199 《清澈的爱》 
重庆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200 《飘扬的旗帜》 
重庆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201 
《特殊的“礼物”——周恩来与<我的

修养要则>》 
重庆开放大学 

202 
《我眼中的中国精神——之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 
西南石油大学 

203 
《我眼中的中国精神——高校思政工作

者接力讲》 
西南石油大学 

204 《百年党史路·红色川东北》 西华师范大学 

205 
《我眼中的中国精神——之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 

成都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206 《青年媒体人》 贵州大学 

207 《红军坟：一份永不忘却的纪念》 贵州中医药大学 

208 
《我眼中的中国精神——之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大理大学 

209 《最美的心声献给最亲的党》 保山学院 

210 《雷锋的故事》 
昆明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211 《天汉英烈  不朽丰碑——何挺颖》 陕西理工大学 

212 《光影里的百年党史》 西安外国语大学 

213 《半边天寻踪》 西安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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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笔  绘出红色信仰——西安邮

电大学师生用原创海报 献礼建党百

年》 

西安邮电大学 

215 
《赓续红色血脉  让理想信念之光照耀

华夏》 

陕西学前师范

学院 

216 《青春使命》 
西安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217 《寻找陕西红色印记》 
西安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 

218 《行走的思政课堂》 西京学院 

219 《甘肃是片红色土地》 甘肃省教育厅 

220 《心坎》 甘肃农业大学 

221 《百年鉴党心  富强中国梦》 甘肃农业大学 

222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兰州城市学院 

223 《青春之光》 青海民族大学 

224 《共产党人在新疆 1936-1945》 新疆大学 

225 《扬兵团精神  做新时代追梦人》 
塔里木职业技

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