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口 腔 医 学 会 
 

 关于公布“2020 年大学生口腔科普作品创作与传播活动” 

作品入选名单的通知 

为大力传播口腔健康保健知识，贯彻落实《健康口腔行动方案

（2019—2025 年）》指导方针和政策，动员和号召口腔医学生参与口

腔健康教育的传播中来，提高口腔医学生的科普创作能力，中华口腔

医学会组织开展“2020 年大学生口腔科普作品创作与传播”活动，

并于 4 月 21日发布了《关于开展 2020年大学生口腔科普作品创作与

传播的通知》，面向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口腔医学院（系）本科三年级

以上（含三年级）学生，且为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学生会员进行征稿。 

本次活动共收到投稿作品 560 份，中华口腔医学会认真组织，通

过形式审查、初审、终审会议，最终选出 150 份作品。 其中卓越作

品 8 份， 杰出作品 21 份，新锐作品 36 份， 潜力作品 85 份，优秀

组织团体 2 个。现将入选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附件：“2020 年大学生口腔科普作品创作与传播活动”入选名单 

 

中华口腔医学会 

2020年 8 月 6 日 



2 
 

附件 

2020 年大学生口腔科普作品创作与传播活动 

入选名单 

 

卓越作品 

序号 类别 参赛作品 单位 作者 

1 海报 摇篮中的防龋计划 哈尔滨医科大学 庄家彤 

2 海报 不要让你的牙齿哭泣 四川大学 侯楚萍 

3 折页 宝贝爱牙秘籍 福建医科大学 倪琳 

4 折页 护牙莫若氟 首都医科大学 杨婧 

5 视频 区“龋”小事 空军军医大学 张滋彬 

6 视频 
贪食懒刷牙 六六变八

八 
哈尔滨医科大学 杨茂 

7 动画 宝爸宝妈爱牙大作战 北京大学医学部 陈震 

8 动画 牙牙大侦探之龋病案 西南医科大学 胡馨月 

 

杰出作品 

序号 类别 参赛作品 单位 作者 

1 海报 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山西医科大学 杨树荣 

2 海报 蛀牙皓齿 PK大擂台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佳羽 

3 海报 
龋病早预防，健康有保

障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慧 

4 海报 
别让奶瓶“吃掉”宝宝

的牙   
南昌大学 欧阳云 

5 海报 健康牙齿，从现在开始 空军军医大学 闫鹏宇 

6 海报 龋病的四联因素 西北民族大学 刘睿 

7 海报 含氟牙膏，预防龋齿 四川大学 唐权 

8 折页 窝沟保卫战 广州医科大学 伍岳钧 

9 折页 婴幼儿防龋 5步 昆明医科大学 杨雅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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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折页 龋病大探秘 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彦瑾 

11 折页 穿衣戴帽，做最靓牙宝 中山大学 陈思炀 

12 视频 龋齿小百科 郑州大学 范林锋 

13 视频 乳牙防龋有嘻哈 山西医科大学 张煜松 

14 视频 巧巧看牙记 中南大学 叶琴 

15 视频 守望 徐州医科大学 陆昊 

16 视频 弃“龋”投医 新疆医科大学 阮诗喻 

17 视频 
六龄牙就医记之窝沟

封闭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梁淑如 

18 动画 
“牙齿一点黑，冰山一

角显”——窝沟龋 
上海交通大学 斯灵 

19 动画 牙牙日记 河北医科大学 李晓彦 

20 动画 爱丽丝梦游龋界仙境 石河子大学 廖贝宁 

21 动画 八戒的“龋”经路 哈尔滨医科大学 闫唱 

 

新锐作品 

序号 类别 参赛作品 单位 作者 

1 海报 龋从何来 同济大学 杨恺雯 

2 海报 可乐不可“龋” 哈尔滨医科大学 于晴 

3 海报 
当你选择信氟时 幸福

也选择了你 
首都医科大学 杨婧 

4 海报 5科学防龋 五大妙招 哈尔滨医科大学 杨雨菲 

5 海报 爱牙防龋，齿健体康 重庆医科大学 吴沛 

6 海报 
“牙之星”选拔赛之无

龋 C位 
兰州大学 郑敏 

7 海报 
知“龋”因，防“龋”

果 
西北民族大学 许静静 

8 海报 牙牙保健记 山西医科大学 张文杰 

9 海报 牙齿健康，远离根面龋 河北医科大学 范丹阳 

10 折页 不容小“龋” 中南大学 吴青蔚 

11 折页 “乐”极生龋 天津医科大学 刘宇畅 

12 折页 防龋工作不到位，细菌 南京医科大学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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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里开派对 

13 折页 健康成长，从齿开始 中南大学 杨艳青 

14 折页 牙牙要健康 郑州大学 蔡欣悦 

15 折页 奶瓶龋 青岛大学 张晓冉 

16 折页 
不要让细菌挖空你的

牙齿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慧 

17 折页 
“牙牙守卫战”通关攻

略 
四川大学 杨晓宇 

18 折页 
儿童龋病的预防与治

疗 
山东大学 韩小虎 

19 折页 龋齿知多少 北京大学医学部 杨帆 

20 视频 
告别奶瓶龋，打赢乳牙

保卫战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徐紫丹 

21 视频 
“蛀牙龋齿”纪晓

岚？！！ 
南京大学 杨皓翔 

22 视频 科学用氟 有效防龋 哈尔滨医科大学 杨雨菲 

23 视频 涂氟不糊涂 昆明医科大学 吴文震 

24 视频 齿城之战 福建医科大学 何溶 

25 视频 
儿童龋齿的原因与预

防 
北京大学医学部 邹沛辉 

26 视频 牙牙 dis龋 福建医科大学 蔡琴 

27 视频 牙牙防龋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院 盛晨 

28 视频 小小糖雨大隐患 徐州医科大学 李厚轩 

29 视频 儿童龋病知多少？ 西安医学院 马雪敏 

30 视频 常用牙线，笑容来电 中山大学 王坤越 

31 动画 儿童防龋早知道 中南大学 邵舒慧 

32 动画 拨谣见龋 哈尔滨医科大学 郑泽 

33 动画 牙齿的一天 浙江大学 贺晓彤 

34 动画 齿生有氟 福建医科大学 郭永青 

35 动画 龋•牙齿保卫战 西南医科大学 朱冬旭丹 

36 动画 清洁防龋，保护牙牙 郑州大学 唐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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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作品 

序号 类别 参赛作品 单位 作者 

1 海报 科学防龋 重庆医科大学 蒋薇 

2 海报 抗战乳牙龋 山西医科大学 杨子珍 

3 海报 
注重口腔保健，远离龋

坏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谷冰青 

4 海报 2别拿龋病不当回事 哈尔滨医科大学 杨雨菲 

5 海报 
窝沟封闭——让细菌

无缝可“蛀” 
中南大学 涂画 

6 海报 健康孕育，远离龋病 2 河北医科大学 程瑞雪 

7 海报 防龋保卫战 广西医科大学 刘嘉旋 

8 海报 预防龋病 南方医科大学 李敏 

9 海报 氟就是我们的护肤品 中山大学 朱子璐 

10 海报 奶瓶龋 哈尔滨医科大学 高亚平 

11 海报 龋病预防小知识 昆明医科大学 鲁文琳 

12 海报 “龋”意 空军军医大学 王鑫源 

13 海报 为牙齿穿上坚固铠甲 昆明医科大学 吴文震 

14 海报 防龋战役 中南大学 成雪菲 

15 海报 
保护牙齿 远离“蛀”

牙 
福建医科大学 程蔓霖 

16 海报 向奶瓶龋说 no 山西医科大学 秦晓燕 

17 海报 
龋病的病因之四联因

素学说 
兰州大学 邢家玮 

18 海报 爸！妈！我蛀牙了！ 汕头大学 唐震航 

19 海报 到底是谁害了我们 西安医学院 陈聪 

20 海报 
走进口腔世界，赶跑龋

病威胁 
苏州大学 卢翼 

21 海报 护牙三字经 昆明医科大学 伏丽林 

22 海报 我是防蛀小超人 中南大学 李晨 

23 海报 窝沟封闭行动起来 同济大学 杨茁茁 

24 海报 防龋二三事 大连医科大学 鲍涵 

25 海报 
龋齿——你的“微笑偷

窃者” 
郑州大学 高沁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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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海报 龋病那些事儿 山东大学 靳晓晗 

27 海报 
龋病，三级预防很重

要！ 
哈尔滨医科大学 徐婕 

28 海报 
没蛀牙  好生活——

“快恒准”护牙宝典 
四川大学 荣圣安 

29 海报 
儿童龋齿的治疗与预

防 
青岛大学 徐寅 

30 海报 一“龋”不复返 武汉大学 徐珺怡 

31 折页 爱牙计划――龋齿篇 徐州医科大学 谈姿茹 

32 折页 儿童从“齿”茁壮成长 徐州医科大学 谈仁秀 

33 折页 蒙娜丽莎寻医记 遵义医科大学 刘倩男 

34 折页 
从小白斑谈小朋友的

龋病预防 
西安交通大学 朱轶娜 

35 折页 
“矫治器”下的龋——

爱美，请别大意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明格 

36 折页 龋病宣教预防三折页 空军军医大学 杨祖阁 

37 折页 “白斑”拜拜龋病走开 四川大学 庞瑜 

38 折页 
乳牙龋病小课堂开课

啦 
昆明医科大学 余帆 

39 折页 宝爸宝妈乳牙龋三问 空军军医大学 范毅平 

40 折页 龋齿，请你离开 济宁医学院 秦嵩博 

41 折页 乳牙龋与窝沟封闭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李儒泳 

42 折页 
有关老年人口腔疾病

你不了解的那些事 
滨州医学院 李雪洁 

43 折页 预防龋齿，健康口腔 空军军医大学 秦雯 

44 折页 
“龋”长补短 防患未

然 
四川大学 王雨霏 

45 折页 儿童防龋小课堂 贵州医科大学 彭凯露 

46 折页 你的龋病自查攻略 四川大学 刘力嘉 

47 折页 龋龋晓事 中国医科大学 卞雨晴 

48 折页 
护牙从小抓起，莫变

“无齿之徒” 
中山大学 魏佳明 

49 折页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姚兰 

50 折页 龋齿那些事儿 北京大学医学部 柳星宇 

51 折页 牙牙的一生之敌 徐州医科大学 李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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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折页 龋病“谣言粉碎机” 福建医科大学 邱慧玲 

53 折页 
咦？我的牙齿怎么

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陈恩妮 

54 折页 防龋小课堂 中国医科大学 于佳莹 

55 折页 龋病预防之窝沟封闭 郑州大学 李佳欣 

56 折页 寻牙记 四川大学 王玥 074 

57 折页 
补牙：为什么牙医要给

我的牙磨个大洞 
中山大学 魏佳明 

58 折页 乳牙龋的危害 中山大学 林凌 

59 折页 别慌，蛀牙可防 重庆医科大学 魏宇晨 

60 视频 拨古穿今话龋齿 哈尔滨医科大学 吕泊宁 

61 视频 龋病的由来 福建医科大学 张悦 

62 视频 丫丫口腔冒险记 浙江大学 胡屹杰 

63 视频 细菌的犯罪过程 青岛大学 闫娇 

64 视频 处处龋 四川大学 杨珺涵 

65 视频 关注孕前龋病 哈尔滨医科大学 孙清妍 

66 视频 牙牙妈妈课堂 河北医科大学 马心怡 

67 视频 甄不疼的看牙记 vlog 首都医科大学 杨馥嘉 

68 视频 儿童口腔健康小贴士 青岛大学 孟琛达 

69 视频 “牙”说龋病 郑州大学 刘雨辰 

70 视频 儿童防龋小 Tip 遵义医科大学 钱凯 

71 视频 我的口腔世界 中山大学 刘乐怡 

72 视频 
勇者丹•提思特的奇妙

冒险 
贵州医科大学 赵启陶 

73 动画 “危龋”求全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曾玉雨 

74 动画 小蛀牙，关系大脸面 重庆医科大学 杨兰馨 

75 动画 我的龋坏战争 哈尔滨医科大学 邹正宇 

76 动画 
“喝出来的龋齿”-奶

瓶龋 
哈尔滨医科大学 杨雨菲 

77 动画 防龋有道 南开大学 袁冠杰 

78 动画 小小邻面大学问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卓心颖 

79 动画 防龋大作战 首都医科大学 游恺 

80 动画 牙侦探之龋病的真相 中山大学 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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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动画 
揭秘儿童牙科之全身

麻醉 
重庆医科大学 周玭娉 

82 动画 
再不管我，本大牙就要

被吃掉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庄子萌 

83 动画 
牙牙健康，伴我成长之

何“龋”何从 
山西医科大学 郭子岩 

84 动画 你了解龋齿吗？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润东 

85 动画 柴柴的龋病课堂 徐州医科大学 王浩威 

 

优秀组织团体 

序号 单位 

1 哈尔滨医科大学 

2 四川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