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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开放大学关于燕京杯 
“我的学习故事”演讲大赛结果的通知 

 

          京开大教[2018] 号 

 

各分校（学院）、学习中心： 

根据《关于开展国家开放大学“我的学习故事”演讲大赛

活动的通知 (国开学[2017]006 号)》的文件精神，为以立德树

人为导向，创新具有开放大学特色的育人模式，营造“好学力

行、弘毅致远”校园文化氛围。更好地推动各教学单位开展有

远程开放教育特色的学生活动，激发广大学生参与各类活动的

热情，弘扬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展示开放大学文化

建设成果，2017 年 9 月，北京开放大学组织开展了燕京杯“我

的学习故事”演讲大赛活动。 

活动启动后，各个教学单位迅速响应，积极组织，共计有

12 个教学单位，上报 95个参赛作品。经北京开放大学演讲大赛

评审委员会评审,组织决赛，评选出教学单位组织奖、教学单位

领队奖、指导教师奖、学生个人奖四类奖项。其中，教学单位

优秀组织奖 12 个，教学单位领队奖 12 名，优秀指导教师奖 62

名，学生个人一等奖 11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奖 15 名，优秀

奖 5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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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教学单位努力开辟多种方式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校园

文化氛围，为弘扬学校“好学力行，弘毅致远”的校训精神，

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1. 北京开放大学演讲大赛教学单位优秀组织奖名单 

2. 北京开放大学演讲大赛教学单位领队奖名单         

3. 北京开放大学演讲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名单   

4. 北京开放大学演讲大赛学生个人奖名单 

                                

 

           

                                  2018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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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开放大学演讲大赛教学单位优秀组织奖名单 

 

序号 获奖单位名称 

1 东城分校 

2 西城分校 

3 朝阳分校 

4 石景山分校 

5 门头沟分校 

6 房山分校 

7 大兴分校 

8 顺义分校 

9 怀柔分校 

10 密云分校 

11 延庆分校 

12 直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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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开放大学演讲大赛教学单位领队奖名单 

 

序号 获奖单位名称 姓名 

1 东城分校 景宝龙 

2 西城分校 温智 

3 朝阳分校 吴薇 

4 石景山分校 魏艳红 

5 门头沟分校 吕会云 

6 房山分校 穆永革 

7 大兴分校 张晨  

8 顺义分校 张志明 

9 怀柔分校 张芳霞 

10 密云分校 冯宝兰 

11 延庆分校 张艳华 

12 直属学院 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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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开放大学演讲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名单 
 

一等奖学生优秀指导教师 

序号 教学单位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 东城分校 肖木洁 程磊 

2 朝阳分校 闫振军 胡晓蕾 

3 石景山分校 唐志洁 孙海燕 

4 石景山分校 葛立军 许少云 

5 门头沟分校 陈浩 陈建涛 

6 房山分校 张晓雯  谭雪莲 

7 房山分校 董艳艳 吕金玲 

8 房山分校 梁崇 王晓玲  

9 房山分校 杨燕 刘会聪 

10 延庆分校 薛文清 于凤丽 

11 延庆分校 陈利娟 田向阳 

 
二等奖学生优秀指导教师 

序号 教学单位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 朝阳分校 金勇俊 王宏艳 

2 朝阳分校 侯会敏 王宏艳 

3 朝阳分校 董玉洁 胡晓蕾 

4 石景山分校 于文英 王春连 

5 门头沟分校 贾西莲 朱誉虹 

6 门头沟分校 贾欠 史长明 

7 大兴分校 杨欣 高长云 

8 大兴分校 郑博强 温雪 

9 顺义分校 许新颖 郑莉 

10 顺义分校 谭春燕 闫贺 

11 密云分校 常士超 李书东 

12 延庆分校 韩雪纯 胡玉双 

13 直属学院 卿丽艳 刘玉香 

 
三等奖学生优秀指导教师 

序号 分校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 东城分校 席娟 王曙芬 

2 东城分校 杨冬利 李文堡 

3 西城分校 金俐彤 宋铁真 

4 朝阳分校 高伟 王宏艳 

5 门头沟分校 谭利荣 匡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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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门头沟分校 黄彩霞 陈建涛 

7 门头沟分校 王远骁 陈颖 

8 顺义分校 张佳美 郑莉 

9 顺义分校 李沙沙 闫贺 

10 顺义分校 姚亚芝 张红霞 

11 怀柔分校 刘蕊 张芳霞 

12 延庆分校 闫海升 丁燕 

13 延庆分校 刘海霞 于凤丽 

14 延庆分校 张春燕 卢富昌 

15 延庆分校 晏雪 郭维玲 

 
优秀奖学生指导教师 

序号 分校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1 西城分校 李雪枫 宋铁真 

2 西城分校 范红霞 宋铁真 

3 西城分校 黄晓宇 宋铁真 

4 朝阳分校 东雪娟 王宏艳 

5 朝阳分校 赵鹤鹤 胡晓蕾 

6 石景山分校 王晶 苏长山 

7 石景山分校 赵玉霞 杨春萍 

8 石景山分校 陈海龙 王春连 

9 石景山分校 李姣 崔蕊 

10 门头沟分校 李春红 史长明 

11 门头沟分校 李伟 陈洁 

12 门头沟分校 荣艳翠 史长明 

13 门头沟分校 安向荣 刘淑娟 

14 门头沟分校 王晶 胡菁艳 

15 门头沟分校 陈玉环 朱誉虹 

16 门头沟分校 熊艳 吕会云 

17 门头沟分校 马波 徐悦 

18 门头沟分校 马素鑫 徐悦 

19 门头沟分校 于燕芬 朱誉虹 

20 门头沟分校 唐宝玉 陈洁 

21 门头沟分校 任艳红 朱誉虹 

22 门头沟分校 矫迩 匡吉新 

23 房山分校 夏安伟 肖鑫 

24 房山分校 李海伦 苏华 

25 房山分校 陈茜 孙月亮 

26 顺义分校 周红艳 周秀双 

27 顺义分校 陈杰 周秀双 

28 顺义分校 李红 田春玲 

29 顺义分校 张莹 田春玲 

30 顺义分校 苏晓玲 王立冬 

31 顺义分校 崔玲 马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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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顺义分校 段曼曼 马占华 

33 顺义分校 杨丽艳 马占华 

34 顺义分校 孔亮霞 梁红琴 

35 顺义分校 张家萌 梁红琴 

36 顺义分校 隋吉颖 刘亚东 

37 顺义分校 范红玲 刘亚东 

38 顺义分校 曲春燕 郭立芹 

39 顺义分校 商洪涛 高昂 

40 顺义分校 李重阳 高昂 

41 顺义分校 张建华 陈慧英 

42 顺义分校 王宁 张红霞 

43 顺义分校 仇丽伟 曾海丽 

44 怀柔分校 郇棨 张芳霞 

45 密云分校 缪素红 肖宝珍 

46 密云分校 胡晓琳 赵红玉 

47 密云分校 吕婕妍 曹宁 

48 延庆分校 闫晓慧 梁雪婷 

49 延庆分校 王鑫 梁雪婷 

50 延庆分校 朱海燕 梁雪婷 

51 延庆分校 胡珊瑚 陈霏 

52 延庆分校 李健硕 陈静慧 

53 延庆分校 宗金芳 胡玉双 

54 延庆分校 蒋艳红 郭维玲 

55 直属学院 丁凤云 朱兰 

56 直属学院 杨帆 李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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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北京开放大学演讲大赛学生个人奖名单 

 

一等奖名单 

序号 教学单位 学生姓名 演讲题目 专本科 
学历（专业）/

非学历（项目） 

1 东城分校 肖木洁 活到老，学到老，永不言败！ 本科 学前教育 

2 朝阳分校 闫振军 为梦想插上翅膀 本科 工商管理 

3 石景山分校 唐志洁 我的学习故事 —— 
非学历（老年大

学） 

4 石景山分校 葛立军 有志者 事竟成 本科 工商管理 

5 门头沟分校 陈浩 重新上路 专科 行政管理 

6 房山分校 张晓雯  学而不已  阖棺乃止 本科 社会工作 

7 房山分校 董艳艳 学习—给我收获，让我快乐 本科 会计 

8 房山分校 梁崇 不忘初心 感恩电大 本科 行政管理 

9 房山分校 杨燕 学习，让我人生更精彩 本科 会计 

10 延庆分校 薛文清 在路上 本科 行政管理 

11 延庆分校 陈利娟 昨天，今天，明天 本科 行政管理 

 

二等奖名单 

序号 教学单位 学生姓名 演讲题目 
专本

科 

学历（专业）/非

学历（项目） 

1 朝阳分校 金勇俊 努力学习 笑对人生 本科 会计学 

2 朝阳分校 侯会敏 开大成就了我的学习梦  专科 工商管理 

3 朝阳分校 董玉洁 渔村里飞出了金凤凰 本科 会计学 

4 石景山分校 于文英 马背上的学习 本科 法学 

5 门头沟分校 贾西莲 “苦中有乐”的学习生活 专科 行政管理 

6 门头沟分校 贾欠 我依然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专科 行政管理 

7 大兴分校 杨欣 学习中成长 专科 行政管理 

8 大兴分校 郑博强 开放大学 人生的新起点 本科 行政管理 

9 顺义分校 许新颖 让生活更加精彩 本科 会计学 

10 顺义分校 谭春燕 结缘电大，让人生无悔 专科 乡镇企业管理 

11 密云分校 常士超 走出迷茫，走向美好的未来 本科  工商管理 

12 延庆分校 韩雪纯 不忘初心 本科 法学 

13 直属学院 卿丽艳 我的故事——重返校园 专科 会计学 

 

三等奖名单 

序号 分校 学生姓名 演讲题目 专本科 
学历（专业）/非

学历（项目） 

1 东城分校 席娟 圆梦东城开大 专科 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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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城分校 杨冬利 人在旅途又一程 专科 学前教育 

3 西城  金俐彤 人生因为有你而精彩 本科 社会工作 

4 朝阳 高伟 学习带给我的财富 本科 商务英语 

5 门头沟分校 谭利荣 快乐学习，学无止境 本科 行政管理 

6 门头沟分校 黄彩霞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专科 行政管理 

7 门头沟分校 王远骁 重拾书本  我期待更多的收获 本科 行政管理 

8 顺义分校 张佳美 逐梦 本科 会计学 

9 顺义分校 李沙沙 选择开大，扬帆起航 专科 乡镇企业管理 

10 顺义分校 姚亚芝 我与电大的命中注定 本科 工商管理 

11 怀柔分校 刘蕊 我的坚持终将美好 专科 行政管理 

12 延庆分校 闫海升 
努力学习，做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

人 
本科 工商管理 

13 延庆分校 刘海霞 温暖的班集体 专科 法学 

14 延庆分校 张春燕 既然选择，就坚持下去 专科 会计学 

15 延庆分校 晏雪 我的学习故事 专科 法学 

 

优秀奖名单 

序号 分校 学生姓名 演讲题目 专本科 
学历（专业）/

非学历（项目） 

1 西城分校 李雪枫 点滴汇聚的小河 本科 行政管理 

2 西城分校 范红霞 只要坚持就会有收货 本科 社会工作 

3 西城分校 黄晓宇 我的学习故事 专科 行政管理 

4 朝阳分校 东雪娟 我与“开大”一起成长 本科 行政管理 

5 朝阳分校 赵鹤鹤 寻觅未来的曙光 专科 工商管理 

6 石景山分校 王晶 学习中的快乐是永恒的 专科 行政管理 

7 石景山分校 赵玉霞 一堂十分钟的课 本科 行政管理 

8 石景山分校 陈海龙 追逐 让梦想放飞 本科 行政管理 

9 石景山分校 李姣 踏着青春的脚步 放飞梦想 本科 商务英语 

10 门头沟分校 李春红 踏好开大学习的五步曲 专科 行政管理 

11 门头沟分校 李伟 工作中的学习梦想 本科 工商管理 

12 门头沟分校 荣艳翠 
爱与激励鼓舞我在学习的道路上 

前行 
专科 会计学 

13 门头沟分校 安向荣 我的“大学梦” 专科 物业管理 

14 门头沟分校 王晶 成长之路，好学之路 专科 物业管理 

15 门头沟分校 陈玉环 我的人生因学习而精彩 专科 行政管理 

16 门头沟分校 熊艳 选择了学习  就是选择了成长 专科 物业管理 

17 门头沟分校 马波 学习既是乐趣也是希望 专科 行政管理 

18 门头沟分校 马素鑫 我上大学啦 专科 行政管理 

19 门头沟分校 于燕芬 开放大学，我的圆梦之旅 本科 行政管理 

20 门头沟分校 唐宝玉 青春就得如此拼搏 专科 行政管理 

21 门头沟分校 任艳红 开放大学伴我成长 专科 行政管理 

22 门头沟分校 矫迩 中国梦·学习梦·开放大学梦 专科 行政管理 

23 房山分校 夏安伟 求知，我的幸福之旅 本科 会计学 

24 房山分校 李海伦 不言，不语，便铭记 专科 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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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房山分校 陈茜 学习使我获得成长 专科 行政管理 

26 顺义分校 周红艳 圆梦 专科 会计学专 

27 顺义分校 陈杰 给梦想插上翅膀 专科 会计学专 

28 顺义分校 李红 电大，让我的人生无怨无悔！ 专科 学前教育 

29 顺义分校 张莹 我的学习生活 专科 学前教育 

30 顺义分校 苏晓玲 学无止境，突破自我 专科 人力资源管理 

31 顺义分校 崔玲 来自课堂笑声的感悟 专科 行政管理 

32 顺义分校 段曼曼 刻苦勤学 专科 行政管理 

33 顺义分校 杨丽艳 我和电大有个约定 本科 物流管理 

34 顺义分校 孔亮霞 因为有你而精彩 本科 学前教育 

35 顺义分校 张家萌 我的老师 本科 学前教育 

36 顺义分校 隋吉颖 在快乐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 专科 行政管理 

37 顺义分校 范红玲 无悔青春 本科 会计学 

38 顺义分校 曲春燕 
电大点亮了我的人生照亮了我前行

的道路 
本科 行政管理 

39 顺义分校 商洪涛 我的学习故事 专科 行政管理 

40 顺义分校 李重阳 时间有限、学习无限 专科 行政管理 

41 顺义分校 张建华 筑梦飞翔，扬帆起航 本科 工商管理 

42 顺义分校 王宁 我的学习生活 本科 行政管理 

43 顺义分校 仇丽伟 学习从现在开始 专科 行政管理 

44 怀柔分校 郇棨 回炉再锻造 专科 行政管理 

45 密云分校 缪素红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本科 学前教育 

46 密云分校 胡晓琳 学习伴我成长 专科 会计学 

47 密云分校 吕婕妍 学习改变生活，知识点亮人生 本科 学前教育 

48 延庆分校 闫晓慧 人生因你而精彩 本科 会计学 

49 延庆分校 王鑫 我和开大共成长 本科 行政管理 

50 延庆分校 朱海燕 秋日的播种 专科 会计学 

51 延庆分校 胡珊瑚 让自觉成为生命的品质 本科 会计学 

52 延庆分校 李健硕 在开放的世界里自由翱翔 本科 工商管理 

53 延庆分校 宗金芳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本科 工商管理 

54 延庆分校 蒋艳红 勤奋学习 追逐梦想 专科 会计学 

55 直属学院 丁凤云 
遇见北京开放大学，找到更好的自

己 
专科 学前教育 

56 直属学院 杨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专科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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