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口 腔 医 学 会 
 

 关于公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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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腔健康教育的科普传播，提高口腔医学生的科普作品创新与创作能力，

中华口腔医学会组织开展“2021 年大学生口腔科普作品创作与传播”

活动，并于 4 月 12日发布了《关于开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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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 份，经过形式审查、初审、终审会

议，最终选出 210 份作品。 其中卓越作品 12 份， 杰出作品 28 份，

新锐作品 51份， 潜力作品 119 份，优秀组织团体 3个。现将入选名

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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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8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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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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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坏习惯，我不要变丑

小鸭》 
中山大学 古威丽 

2 海报 恶魔的果实——槟榔 哈尔滨医科大学 郑硕 

3 海报 再也不怕“口气”大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4 折页 儿童牙外伤急救法 昆明医科大学 李馨怡 

5 折页 “小北”十八般武艺 北京大学 田月明 

6 折页 伪装的奶块 — 鹅口疮 北京大学 解雨飞 

7 视频 正确喂养，妙颜成长 哈尔滨医科大学 孙月 

8 视频 
是什么让你开不了口？——

口臭的秘密 
北京大学 戴世爱 

9 视频 你的智齿拔了吗？ 青岛大学 刘晓洁 

10 动画 伪装的奶块 — 鹅口疮 北京大学 解雨飞 

11 动画 缺牙那些事儿 中南大学 刘珏伶 

12 动画 假牙搓澡记 河北医科大学 史程昊 

 

杰出作品 

序号 类别 参赛作品 单位 作者 

1 海报 牙线——守护齿缝间 南方医科大学 叶芷千 

2 海报 健康牙齿 灿烂微笑 浙江大学 蔡搏搏 

3 海报 《牙牙护卫大作战》 南京医科大学 郑力赫 

4 海报 牙脱位怎么办 福建医科大学 林政行 

5 海报 防龋杂货店 徐州医科大学 杨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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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报 
《爸爸妈妈，我们用对牙膏

了吗？》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蔡可晶 

7 海报 清洁口腔守护健康 南方医科大学 曾宇婷 

8 折页 给牙穿上防护氟 郑州大学 陈铭 

9 折页 0-3岁宝宝护牙秘籍 昆明医科大学 陈景秋 

10 折页 牙缝清道夫 安徽医科大学 吕代雨 

11 折页 
谈“癌”不色变——口腔癌

前病变不要慌！ 
北京大学 潘朗新 

12 折页 
“智齿”——想说爱你不容

易 
空军军医大学 杨振宇 

13 折页 
远离槟榔 拥抱健康——口

腔癌科普知识宣传手册 
四川大学 梁羽童 

14 视频 《牙树爱情故“室”》 哈尔滨医科大学 袁锐奇 

15 视频 牙牙学语护齿时 哈尔滨医科大学 屈玥 

16 视频 科学用氟，远离“蛀牙” 同济大学 陈孛蓓 

17 视频 牙牙美白记 同济大学 刘荣浦 

18 视频 
美白牙膏，真的可以“美白”

吗？ 
武汉大学 杨梓艺 

19 视频 小牙石，大麻烦 中山大学 牛露菡 

20 视频 牙刷争霸赛 哈尔滨医科大学 朱田甜 

21 视频 智齿的漫漫求职路 中南大学 叶琴 

22 动画 

口腔溃疡——让人食不下

咽，食不知其味的罪魁祸首

之一 

汕头大学 吴淇冰 

23 动画 牙牙山菌斑大作战 南开大学 张思佳 

24 动画 龋病世界大冒险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林煜清 

25 动画 窝沟封闭那些事儿！ 首都医科大学 张桐 

26 动画 
启“萌”运动——乳牙防龋

知多少 
南京医科大学 吴青蘅 

27 动画 关于智齿你知多少 空军军医大学 康馨予 

28 动画 “石”拿牙稳 河北医科大学 黄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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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作品 

序号 类别 参赛作品 单位 作者 

1 海报 恒牙摔掉了，怎么办？ 上海交通大学 陈琪晏 

2 海报 哎呀！我的牙磕掉啦 大连医科大学 戚传羚 

3 海报 口中的光阴故事 郑州大学 彭淑敏 

4 海报 爱牙护牙，健康从"齿“开始 河南大学 魏新怡 

5 海报 “牙塞”顿开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6 海报 定期洁牙 健康口腔 山西医科大学 郗旭峰 

7 海报 口腔健康，幸氟童年 山西医科大学 李晖菲 

8 海报 当心口呼吸面容 空军军医大学 马萱怡 

9 海报 健康牙周，与齿偕老！ 遵义医科大学 黄婷 

10 海报 
水平颤动拂刷牙，牙齿健康

护大家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润东 

11 海报 保持器——回家的“诱惑” 空军军医大学 张淞柏 

12 海报 
被放逐的乳牙，被遗弃的健

康 
江汉大学 魏世杰 

13 折页 《种植牙知多少》 中山大学 李冰芷 

14 折页 健康口腔，人生“龈”家 中南大学 李安琪 

15 折页 你该知道怎样正确清洁口腔 大连医科大学 余可馨 

16 折页 牙齿的铠甲—Hall 技术 兰州大学 孟昭 

17 折页 
牙牙立正向齐看——错颌畸

形早知道 
山西医科大学 孙淑琪 

18 折页 牙牙学堂开课啦 哈尔滨医科大学 魏盟 

19 折页 《一分钟了解美容线》 上海交通大学 王紫璐 

20 折页 《“氟”星高照》 广州医科大学 伍岳钧 

21 折页 前方有“沟” 哈尔滨医科大学 魏盟 

22 折页 《偏侧咀嚼知多少》 滨州医学院 李雪洁 

23 折页 正畸后的口腔卫生保持 滨州医学院 刘美佟 

24 折页 嘴巴里的胖达牙医 四川大学 吴雨萌 

25 折页 
下巴"咔哒"响——独门绝技

还是病? 
中南大学 娄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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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折页 牙牙历险记 空军军医大学 何佳颖 

27 视频 萌宝刷牙，有您一份 昆明医科大学 李戏梦 

28 视频 亡“牙”补牢，修复趁早 空军军医大学 赵国强 

29 视频 智齿 disco 北京大学 毛雅晴 

30 视频 《槟榔入口，健康出走》 中山大学 陈思炀 

31 视频 
“虫牙”里面真的有“虫”

吗？ 
中南大学 董小华 

32 视频 在建康桥——固定桥 空军军医大学 陈媛 

33 视频 《牙牙变身保卫战》 西安医学院 路佳童 

34 视频 
把握掉落“牙牙”命运的黄

金三十分钟 
同济大学 保静 

35 视频 
口腔检查，莫要谈“辐”色

变 
西安医学院 杨洋 

36 视频 
护牙特工历险记之细菌怪入

侵 
南方医科大学 陈乐怡 

37 视频 对塞牙 Say No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38 视频 小小牙齿防龋记 沈阳医学院 黄文璇 

39 视频 槟榔与口腔癌 四川大学 周格 

40 动画 
乳牙保卫战之涂氟治疗-儿

童龋病的专属科普 
中山大学 古威丽 

41 动画 《牙牙外伤大作战》 中南大学 欧阳泽楠 

42 动画 
智齿该不该拔？你还在“智”

迷不悟吗？ 
四川大学 陳芷茵 

43 动画 牙牙守护战记 河北医科大学 甲子伊 

44 动画 
失不再来，乳牙早失不容小

觑 
哈尔滨医科大学 徐英娇 

45 动画 牙齿掉了如何镶牙？ 中山大学 胡晓均 

46 动画 智齿的“七宗罪” 河北医科大学 王曼 

47 动画 窝沟封闭  防“龋”于未然 空军军医大学 侯淑洁 

48 动画 牙周保卫战 空军军医大学 仝昕 

49 动画 
健康第一“关”口，幸福从

“齿”拥有 
河北医科大学 贾语婧 

50 动画 小黄牙的告白 河北医科大学 孙孟苇 

51 动画 
“你真的会刷牙吗？”——

爱牙打卡与自测 
同济大学 叶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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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作品 

序号 类别 参赛作品 单位 作者 

1 海报 “抢救”外伤牙 湖北医药学院 王格格 

2 海报 幸氟的牙，健康的你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润东 

3 海报 预防牙周病 中山大学 王雅琪 

4 海报 “槟槟”无礼，癌上口腔 河北医科大学 黄钰 

5 海报 
习以为常——让良好的口

腔习惯成为日常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6 海报 
知否知否，口呼吸危害知多

少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7 海报 牙脱位黄金 30分 空军军医大学 张心驰 

8 海报 地包天之三早 滨州医学院 李湘江  

9 海报 
让每一位准妈妈都能笑

“口”常开 
中南大学 董馨璐 

10 海报 牙石问题 不容小觑 福建医科大学 林政行 

11 海报 大大龋齿，从小预防 郑州大学 谷耀航 

12 海报 恒牙全脱出的处理 重庆医科大学 孙渝 

13 海报 儿童牙齿保卫战 延边大学 车金晔 

14 海报 窝沟封闭的适宜年龄 吉林大学 马智美 

15 海报 
及时拔除支持，保护健康邻

牙 
郑州大学 邓晨 

16 海报 防龋正当时 山西医科大学 宋慧敏 

17 海报 拯救你的口腔溃疡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润东 

18 海报 假牙护理：有所为有所不为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19 海报 
爱护口腔健康，孕育健康宝

宝 
中山大学 刘欢欢 

20 海报 "癌"到口难开 河北医科大学 辛然然 

21 海报 
没有牙洞却牙痛，当心隐裂

在作祟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22 海报 防护“氟” 同济大学 张晗 

23 海报 关注残疾儿童口腔健康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润东 

24 海报 刷牙小课堂 吉林大学 唐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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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海报 幼儿口腔保健小知识 吉林大学 李焕晨 

26 海报 吃得好，掉牙少 吉林大学 黄舒仪 

27 海报 莫咬硬物防裂牙 空军军医大学 宫晟凯 

28 海报 “智”病害人 河北医科大学 赵子鹏 

29 海报 孕前检查要趁早 南昌大学 康柳韵 

30 海报 槟榔与口腔癌 吉林大学 胡柯 

31 海报 同龄不同样 兰州大学 邢家玮 

32 海报 牙齿磕掉了怎么办？ 四川大学 赵丹宁 

33 海报 口腔健康，“乳齿”重要 南昌大学 龙广宁 

34 海报 青春护牙指南 南昌大学 罗子怡 

35 海报 洗牙更健康 吉林大学 冯子芮 

36 海报 守护口腔健康 吉林大学 梁馨月 

37 海报 

家长是宝宝的护牙天使-婴

儿的口腔护理是家长的责

任 

石河子大学 鲁皓 

38 海报 萌牙小贴士 四川大学 何雨轩 

39 海报 
什么是窝沟封闭——预防

龋齿从窝沟封闭开始 
四川大学 胡正飞 

40 海报 寻“牙”环游记 武汉大学 李家慧 

41 海报 好口腔 真健康 徐州医科大学 杨锦涛 

42 海报 一“龋”不复返 山西医科大学 张烁颖 

43 海报 电动牙刷的深情表白 桂林医学院 李家怡 

44 折页 
儿童不良口腔习惯：天鹅变

成丑小鸭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45 折页 
三分钟读懂颞下颌关节紊

乱综合症 
河北医科大学 张晋 

46 折页 关于智齿二三事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阮莹 

47 折页 1-2周岁宝宝护牙小贴士 首都医科大学 许仙瑛 

48 折页 春种一颗牙，希望正发芽 滨州医学院 侯童雨 

49 折页 “洗牙”是省钱的开始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李馥焰 

50 折页 保卫牙周，人人有责 广州医科大学 江艺琴 

51 折页 冲牙器知多少 厦门医学院 黄珂 



- 8 - 
 

52 折页 伢牙成长攻略 西安医学院 胡嘉琪 

53 折页 
爱你在心口难开之口臭大

作战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54 折页 
齿生相伴——可摘假牙的

维护手册 
四川大学 王宇轩 

55 折页 乳牙龋齿，你重视了吗 福建医科大学 付英华 

56 折页 
宝妈的烦恼—关于地包天

那些事 
同济大学 景瑞 

57 折页 奶瓶龋“谁的错” 山西医科大学 杨子珍 

58 折页 多么痛的领悟 山西医科大学 宋俊杰 

59 折页 护牙闯关攻略 四川大学 李宏宇 

60 折页 科学助残：让残疾人开口笑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凌云 

61 折页 儿童防龋兵器谱 浙江大学 王胤霖 

62 折页 洗牙二三事 郑州大学 刘晗晗 

63 折页 
小切爸爸大磨儿子之防龋

那些事儿 
西南医科大学 廖艺檬 

64 折页 智齿的奇妙旅行 西安交通大学 李响 

65 折页 “智”病害人 河北医科大学 赵子鹏 

66 折页 
矫治 or搅智 网络上的牙齿

矫治器 
首都医科大学 张家桢 

67 折页 
“石”破牙净-龈上洁治术

宣传手册 
青岛大学 王箐瑀 

68 折页 老掉牙该怎么办？ 四川大学 刘桢 

69 折页 
跟着牙牙过一天（GRWM）之

口腔保健知多少 
南京医科大学 王潇辰 

70 折页 你有好好爱你的牙齿吗 山西医科大学 霍玉浩 

71 折页 
牙摔掉了怎么办？——完

全性牙脱位的应急处理 
吉林大学 张庆宇 

72 折页 
拔还是不拔？这是一个问

题。 
昆明医科大学 石启蒙 

73 折页 
美白“避坑”小贴士——貌

美牙为先，齿白七分俏 
空军军医大学 周明德 

74 折页 智齿"修理"手册 中国医科大学 赵文博 

75 折页 
夜空星星不迷路-残障儿童

口腔保健 
郑州大学 樊辰睿 

76 视频 签里姻缘一线牵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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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视频 
黄金护牙秘籍之拯救磕牙

大作战 南京大学 
王演怡 

78 视频 小智齿 大学问 福建医科大学 杨亚男 

79 视频 
生命早期 1000天 口腔健康

勿小觑 
苏州大学 许滢洁 

80 视频 牙齿磕掉了怎么办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冯浚轩 

81 视频 乳牙龋的危害 浙江大学 张馨月 

82 视频 
乳牙上的钢铁战衣--预成

冠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润东 

83 视频 
你的牙齿真的刷干净了吗

（菌斑染色科普） 
中国医科大学 周月琪 

84 视频 
任时光流似箭，拒岁月“老

掉牙” 
西安医学院 贠宁 

85 视频 
种瓜得瓜，         种

“牙”得“牙” 
空军军医大学 杨梦琪 

86 视频 信氟之歌 四川大学 戴清仪 

87 视频 
关爱牙齿 保护牙周——给

牙齿一张舒适的床 
石河子大学 王文丽 

88 视频 牙龈出血了 福建医科大学 林诗琪 

89 视频 唇炎知多少 空军军医大学 王刘欣  

90 视频 窝沟封闭 同济大学 林静 

91 视频 yaya医课堂——正畸篇 天津医科大学 郭正健 

92 视频 种植牙的自述 空军军医大学 罗景庭 

93 视频 
牙隐裂——口腔中的“隐藏

杀手” 
空军军医大学 孙仔昂 

94 视频 
口腔中的头号通缉犯——

牙菌斑 
空军军医大学 范思远 

95 视频 拒绝“小蛮腰”，从齿开始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刘嘉浓 

96 视频 送你一口小白牙 空军军医大学 李天乐 

97 视频 得了”白斑”怎么办 四川大学 孙雨桐 

98 视频 拯救“失足”少女 上海交通大学 王紫璐 

99 视频 
科普小讲堂——口腔健康

与全身健康 
安徽医科大学 查贤芳 

100 视频 儿童龋病的预防 空军军医大学 王明浩 

101 视频 
别让乳牙小小的龋病，成为

孩子大大的负担 
南昌大学 官韵林 

102 视频 你的智齿需要拔吗？ 浙江大学 吴越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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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视频 
创造牙 2021——当用选秀

的方式打开慢性牙周炎 
河北医科大学 田梦 

104 视频 正畸保卫战 西南医科大学 赵慧珊 

105 视频 牙牙堡垒守卫记 西南医科大学 杨宇涵 

106 视频 大门牙历险记 郑州大学 郝丹 

107 视频 间隙的“诱惑” 河北医科大学 石姝芸 

108 视频 气喘“呼呼”，你生病了吗？ 哈尔滨医科大学 房鑫 

109 视频 

口腔溃疡知多少---反复长

口腔溃疡，难道是口腔癌的

前兆？！ 

四川大学 邓小婷 

110 视频 
你了解颞下颌关节紊乱

吗？ 
江汉大学 杨汇瑶 

111 视频 
“鼻子漏水，说话嗡嗡”--

腭咽闭合不全 
上海交通大学 梅念柔 

112 动画 快乐的童年，预防丑小牙 郑州大学 范林锋 

113 动画 洁牙那些事儿你了解吗 空军军医大学 谢执琳 

114 动画 
自我保健做得好，口腔健康

没烦恼 
昆明医科大学 付婉旎 

115 动画 
关爱少儿萌牙健康与口腔

保护 
四川大学 周月 

116 动画 膳食与口腔健康知识科普 福建医科大学 李丹琳 

117 动画 小小智齿，大大“本事” 四川大学 夏溦瑶 

118 动画 牙菌斑“消亡史” 新乡医学院 陈嘉伟 

119 动画 “地摊护牙”的那些事儿 首都医科大学 商一华 

 

优秀组织团体 

序号 单位 

1 哈尔滨医科大学 

2 空军军医大学 

3 四川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