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第二届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征文及影像大赛摄影作品拟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推荐市州 作者 单位名称 获得奖项

1
2020年8月+“夏天的味道”嗅觉里的家

乡
邵阳市 罗雯艳、张露露、先小红

邵阳县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一等奖

2 请叫我快乐的小蚂蚁 张家界市 陈媛媛 桑植县10帮1爱心协会 一等奖

3 在茶溪村开展兴趣小组活动2 怀化市 向华红
洪江市壹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一等奖

4
2020‘情暖夕阳行“活动（志愿者为敬

老院老人剪指甲的画面2）
郴州市 兰海燕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

一等奖

5 轻松过坎3 衡阳市 阳发鑫
衡山县阳光心理咨询服务中

心
一等奖

6 “爱驻夕阳，关爱老人”1 邵阳市 刘忠如 隆回县大东山志愿者协会 一等奖

7
“暖冬行动”春节慰问走访活动：社工

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常德市 张静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一等奖

8 “岁月流金 生命百味”系列摄影照片2 常德市 陈菡敏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一等奖



9 童心向党 岳阳市 易良
湘阴县微盟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一等奖

10
‘2020情暖夕阳行暖冬’活动（志愿者

为敬老院老人围围巾）
郴州市 兰海燕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

一等奖

11 疫情防控 关爱老人——一个暖心的口罩 怀化市 钦梦洁
洪江市壹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12
垃圾分类进茶溪、绿色环保入人心活

动，教老人认识垃圾种类
怀化市 钦梦洁

洪江市壹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13 助消扶贫真好 娄底市 钟志敏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二等奖

14 姐姐，我学会了！ 衡阳市 刘春英
衡阳县紫竹轩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二等奖

15
<义剪>专业托尼老师志愿者们为老人理
发，惹得换了新造型的老人们笑得合不

拢嘴。
张家界市 陈意 桑植县10帮1爱心协会 二等奖

16 指尖上的温情 怀化市 杨思梦
洪江市壹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17 “爱驻夕阳，关爱老人”2 邵阳市 刘忠如 隆回县大东山志愿者协会 二等奖



18 “岁月流金、生命百味”1 常德市 邹丽娟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19 优秀自愿者－－李和组照三 长沙市 周灿黎 个人 二等奖

20 为爱行走 长沙市 李萍萍 岳麓区摄像协会 二等奖

21
“爱心化雨露 滴滴润心田“六一未成年

人关爱
常德市 张静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22 北塔区社工站——关爱困难残疾人 邵阳市 陈承 邵阳市北塔区社工站 二等奖

23 长沙市社会工作协会作品1 长沙市
湖南省雅医医务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长沙市社会工作协会

湖南省雅医医务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长沙市社会工作协

会

二等奖

24 快乐向前冲 张家界市 陈媛媛 桑植县10帮1爱心协会 二等奖

25 三下乡活动送棉被 怀化市 石晴文 通道侗族自治县乡镇社工站 二等奖

26 星星璀璨·你我相伴 怀化市 李豪
怀化市才俊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27 汇聚社工力量，江华社工在路上 永州市 周书华 江华瑶族自治县社工站 三等奖



28 手工钩针小饰品义卖 益阳市 尹 良 益阳市赫山区民政局 三等奖

29  建党百年献礼，争做强国少年 岳阳市 张塔
湘阴县微盟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三等奖

30 爱心播洒乡村 娄底市 钟志敏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三等奖

31 打开老人的魔方世界 长沙市 叶竹
湖南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
三等奖

32 母子公益行 长沙市 叶竹
湖南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
三等奖

33 情系老知青 娄底市 钟志敏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三等奖

34
2020“情暖夕阳行”活动

（忙碌中的志愿者）
郴州市 兰海燕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

三等奖

35 敬老院里的“父女情” 娄底市 钟志敏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三等奖

36 残疾老人的幸福 娄底市 钟志敏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三等奖

37 作业辅导 怀化市 米芷葳
中方县众志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38
助力乡村振兴社工宣传周系列活动之敬

老院趣味运动会
张家界市 王玉芳 桑植县力行社会服务中心 三等奖

39 志愿者为老人戴上口罩 长沙市 李萍萍 岳麓区摄像协会 三等奖

40 深湘社工牵手 邵阳市 罗雯艳、张露露、先小红
邵阳县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三等奖

41 “岁月流金 生命百味”3 常德市 邹丽娟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42 “岁月流金、生命百味”系列摄影照片2 常德市 陈菡敏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43 抗战老兵喜得多功能床 娄底市 钟志敏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三等奖

44 在茶溪村开展历奇辅导 怀化市 钦梦洁
洪江市壹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45 我们是环保志愿者 永州市 邓宏钰 祁阳县教育局 优秀奖

46 社工带领村民修路 怀化市 黎焱华 洪江市壹心社会服务中心 优秀奖

47 孩子王 长沙市 白箬铺街道社工站
湖南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
优秀奖



48 我们是环保志愿者 永州市 邓宏钰 祁阳县教育局 优秀奖

49 敬老院送暖心 常德市 李宏楠
石门县天煜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50 留守老人棋艺交流会 怀化市 杨菁 通道侗族自治县乡镇社工站 优秀奖

51 爱心一剪 娄底市 钟志敏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优秀奖

52 拉家常 张家界市 陈意 桑植县10帮1爱心协会 优秀奖

53 心系家乡，情暖夕阳 娄底市 钟志敏 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 优秀奖

54 天使的微笑 衡阳市 刘芷含
衡阳县仁润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55 送粥暖人心志愿者服务活动 郴州市 谢韵敏
郴州市北湖区和仁社工服务

中心
优秀奖

56
社工引导留守儿童向自己的父母表达内

心最深处的爱
益阳市 长沙市飞翔教育创新发展中心

长沙市飞翔教育创新发展中
心

优秀奖

57
情暖夕阳行活动（志愿者为老人剪指甲

的画面1）
郴州市 兰海燕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

优秀奖



58 采集植物标本 邵阳市 罗雯艳、张露露、先小红
邵阳县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优秀奖

59 志愿服务走进校园 张家界市 陈媛媛 桑植县10帮1爱心协会 优秀奖

60 助残扶残秋游活动 张家界市 邓晓玲 桑植县力行社会服务中心 优秀奖

61 火坑谈心 张家界市 陈媛媛 桑植县10帮1爱心协会 优秀奖

62
情暖夕阳行活动（敬老院老人开心的笑

容）
郴州市 兰海燕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

优秀奖

63 酸酸甜甜串童年 邵阳市 罗雯艳、张露露、先小红
邵阳县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优秀奖

64 快乐志愿者 张家界市 陈媛媛 桑植县10帮1爱心协会 优秀奖

65
“暖冬行动”春节慰问走访活动：空巢
老人姚阿姨夫妇热情欢迎社工的到来

常德市 张静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66 最美笑容 张家界市 陈媛媛 桑植县10帮1爱心协会 优秀奖

67 为桂东美丽添光彩的红马甲 郴州市 何晓林 桂东县志愿者协会 优秀奖



湖南省第二届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征文及影像大赛视频作品拟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推荐市州 作者 单位名称 获得奖项

1 用心呵护，留守的你不孤单 郴州市 刘红军
郴州市普仁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一等奖

2 白江村留守儿童寻乡计划服务视频 邵阳市 罗雯艳、张露露、先小红
邵阳县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一等奖

3 桂花街道城乡帮困 株洲市 株洲市荷塘区桂花街道办事处
株洲市荷塘区桂花街道办事

处
一等奖

4 “智益暖冬”活动 邵阳市 陈蓉 邵阳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一等奖

5 银发的快乐-和谐社工长者服务项目 邵阳市 黄兴、李文枫
邵阳市和谐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一等奖

6 乡镇社工的一天 怀化市 蒲昱霖、龙  莎、赵  娜
芷江侗族自治县天星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二等奖

7 “圆梦微心愿，情暖千万家”活动 常德市 陈旭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8 我为乡亲来带货 衡阳市 旷双美
衡山县阳光心理咨询服务中

心
（衡山县社工总站）

二等奖



9 社工的一天 湘西州 彭波 保靖县社工协会 二等奖

10
宁乡市社工之歌 汇聚社工力量 助力乡

村振兴
长沙市 任泉

宁乡市惠宁社会工作服务与
发展中心

二等奖

11 社工 让世界更美好 娄底市 洪海英、黎宁 娄底市社会福利院 二等奖

12 童梦乐园 儿童之家项目宣传片 常德市 舒方圆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13 湘阴县+微盟社工+社工“TA”力量 岳阳市 尚潇
湘阴县微盟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二等奖

14 永州社工·爱在细润无声中 永州市 廖芳
湖南省麓山枫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二等奖

15 幸福长沙 社工同行 长沙市 长沙市社会工作协会 长沙市社会工作协会 二等奖

16
青少年纪录片00422成片我们的节日•清

明祭英烈
怀化市 贺孝进 怀化市青少年关爱协会 三等奖

17 宜章县2021年社会工作主题宣传视频 郴州市 欧鹏
郴州市广聚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18 让城市更有温度 娄底市 李 文
娄底市可可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三等奖



19 8朵金花为“澧”代言 张家界 贺峥严
张家界市心益行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三等奖

20 爱与陪伴：陪伴生命，喜悦成长 株州市 刘嘉雯
株洲市光耀康乐公益服务促

进会
三等奖

21 社工，让瑶都更美好 永州市 江华瑶族自治县社工站
郴州市启辰恒福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江华瑶族自治县社工

站

三等奖

22 社工，照亮你回家的路 常德市 向兰松、易能、黄敏 津市市津民社工事务所 三等奖

23 社工，最美的时光 郴州市 曹建龙 郴州市临武县社工总站 三等奖

24 社工如何助人 永州市 郑捷文 零陵区水口山社工站 三等奖

25 信和社工助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纪实片 长沙市 欧阳林舟、刘金贵
长沙市雨花区信和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三等奖

26
宣传周 天元区嵩山路街道社工站视频参

赛作品
株洲市 汪 帅、向 芳 株洲爱心志愿者联合会 三等奖

27 阳光社工宣传片 岳阳市 贺东升
汨罗市阳光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三等奖

28 圆梦童心·让爱并行 常德市 舒方圆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29 暖星童 家力量 长沙市
谭文妮、周真莉、
王芳、朱礼霞等

长沙市福民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30 志愿者陪百岁老人过生日 常德市 朱安清
常德市互助养老义工联合会

会
三等奖

31
“汇聚社工力量 聚力乡村振兴“涟源市

2021年社工宣传周纪实
娄底市 刘绵

涟源市乐德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

优秀奖

32 助残圆梦 驾着轮椅去飞翔 长沙市 肖卓作
长沙市雨花区美人鱼公益服

务中心
优秀奖

33 有困难，找社工 衡阳市 曾运菊
耒阳市嘉益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公平圩镇社工站）
优秀奖

34
群丰镇“稻田守望者”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夏令营暨公益伙伴计划启动仪式
株洲市 夏婧彬 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社工站 优秀奖

35 播撒希望的种子 益阳市 赵宴菡
益阳市龙门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36 大元社的孩子们 永州市 周燕
宁远县大元社艺术文化交流

中心
优秀奖

37
儿童安全“五防”公益课堂走进大庸小

学
张家界 刘碧波 张家界市爱盟公益协会 优秀奖

38 公益之花快乐绽放 张家界 刘碧波 张家界市爱盟公益协会 优秀奖



39 你好，社工 娄底市 谢灵芝、唐淑娴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优秀奖

40 汇聚社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参赛作品 益阳市 何沧宏 益阳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优秀奖

41 惠宁社工 长沙市 任泉
宁乡市惠宁社会工作服务与

发展中心
优秀奖

42 我为群众办实事志愿服务活动 湘潭市 喻灵芝 韶山市火车站社区 优秀奖

43 助力小区环境整治 湘潭市 喻灵芝 韶山市火车站社区 优秀奖

44 艺路同行 关爱困境儿童 娄底市 陈雪珍
娄底市点爱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45 民俗体验、关爱相伴 长沙市 熊敏
湖南省点爱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46 青春有伴，社工在路上 娄底市
钱升科、张宸俊、
侯巨龙、刘天映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优秀奖

47 社工信箱启动会议 长沙市 任泉
宁乡市惠宁社会工作服务与

发展中心
优秀奖

48 守护老苍 遇见微笑 株洲市 肖艳清 株洲市渌口区渌口镇社工站 优秀奖



49 听我说谢谢你 长沙市 任泉
宁乡市惠宁社会工作服务与

发展中心
优秀奖

50 微光 株洲市 林  勇 株洲市天元区文件冲社区 优秀奖

51 我们不是旁观者 岳阳市 秦伟
 湖南省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优秀奖

52 我们在行动 常德市 叶勇 汉寿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优秀奖

53 我是社工 娄底市 邱向红
娄底市多喜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优秀奖

54 老伙伴志愿行 湘潭市 朱菁菁、楚必良
湘潭市东西方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优秀奖

55 益阳社会工作掠影纪实 益阳市 郭婕
益阳市龙门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56 用心陪伴，共筑未来 常德市 陈丽丽
桃源县龙盛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57 渔泉峪小学公益之行 张家界 贺峥严
张家界市心益行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优秀奖

58 走进大元社2020 永州市 周燕
宁远县大元社艺术文化交流

中心
优秀奖

59 走进社工 娄底市 谢旭文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优秀奖



湖南省第二届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征文及影像大赛征文作品拟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推荐市州 作者 单位名称 获得奖项

1 多梦的季节 湘潭 赵冠群 湘潭县社会组织孵化中心 一等奖

2 在路上…… 常德 唐莹
常德市武陵区社会工作者协

会
一等奖

3 “助人·自助·助他” 你我共同成长 长沙 吴峡
湖南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长沙市望城区黄金园

街道社工站）

一等奖

4 眼里有泪 心中有爱 肩上抗责任 衡阳 王华
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一等奖

5 事实孤儿不孤单 衡阳 刘庭芳
衡阳县紫竹轩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一等奖

6 观音山下不了情 湘潭 尹雪元 湘潭县文艺评论家协会 一等奖

7 社工情系金甲，萝卜驱走贫困 衡阳 周理论
衡阳市珠晖区北斗星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一等奖

8 她的名字长了翅膀 湘潭 杨荣 湘潭县志愿者协会 一等奖



9
我和我的家乡——资产为本视角下留守

儿童乡村文化认同
邵阳 罗雯艳、张露露、先小红

邵阳县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一等奖

10 用爱的微光，照亮温暖的世界 常德 马清平
常德市武陵区社会工作者协

会
一等奖

11 “影响”是一个过程 株洲 刘嘉雯
株洲市种子社会工作服务与

发展研究中心   
二等奖

12 聆听大山的声音，感受青春的节奏 张家界 陈勇 桑植县力行社会服务中心 二等奖

13 职校有情·青山有爱·志愿有我 岳阳 秦伟
 湖南省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二等奖

14 社工助力再婚老人圆幸福 长沙 姚小兰
长沙市雨花区孝为先社工服

务中心
二等奖

15 培伴护童行“守护星星的孩子” 长沙 李苗、吉娇
长沙市培源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16 向阳花开  暖心相伴 株洲 青吉凤、廖春娥
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社工

站
二等奖

17 社工之路长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 怀化 易斌
洪江市壹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18 新手接触个案社会工作心路 长沙 汪咏琪
长沙市培源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19 当光芒交替时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衡阳 彭慧彬
衡山县阳光心理咨询 服务中

心
二等奖

20 弘扬雷锋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湘潭 何明 韶山市清溪镇韶山冲社区 二等奖

21 最深邃的力量 娄底 颜沛然 涟源传承助学会 二等奖

22 我们和他的小开心 湘西 周瑞芬 凤凰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二等奖

23 守望相助，社工同行 怀化 陈丽丹
中方县众志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24 建宁往事 株洲 郝自阳
株洲市种子社会工作服务与

发展研究中心   
二等奖

25 最让你牵肠挂肚的，是哪抹颜色呢？ 株洲 尹琴菲、成国梁
株洲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等奖

26 抗疫战场上我的社会工作 湘潭 黎凯 湘潭市社会组织促进会 二等奖

27 春风送暖 为辍学儿童点燃希望 娄底 王玉梅
双峰县益馨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
二等奖

28
“两核心三环节”培育模式在“牵手计

划”项目中的运用
邵阳 罗雯艳、张静、张露露

邵阳县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二等奖



29 人生最美 莫过奉献 常德  周平 汉寿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二等奖

30 超幸福的事 湘西 彭波 保靖县社工协会 二等奖

31 困境中的“一束光” 怀化 唐菲 怀化市乐仁社会服务中心 三等奖

32
12载公益路 轮椅缚住的是双足 

缚不住坚定的公益心
长沙 肖卓作

长沙市雨花区美人鱼公益服
务中心

三等奖

33 爱心凝聚力量，助青苗茁壮成长 长沙 余璇、龚燕红
湖南发展集团养老产业有限

公司
三等奖

34 眼里的微光 郴州 李莉 资兴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三等奖

35 折翼天使 湘潭 雷丹
湘潭市东西方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三等奖

36 三社联动破难题 志愿服务出新招 岳阳 彭文彬 南湖街道办事处 三等奖

37 坚守信念  勿忘初心 常德 潘虹
常德市武陵区社会工作者协

会
三等奖

38 倾注爱心，托起希望 岳阳 彭玲
汨罗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39 爱心凝聚 情暖夕阳 永州 王艳梅
湖南省乐善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双牌县社工站
三等奖

40 爱之切，用生命承载生命 益阳 陈文
益阳市龙门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41 亲爱的小孩 湘西 曾丹 吉首市己略乡社工站 三等奖

42 我们是桃江社工 益阳 许婵娟
益阳市资阳区怡康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三等奖

43 专业社工帮助独居老人走出困境 常德 陈丽丽
桃源县龙盛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44 专业社工服务为困境儿童点燃希望 常德 莫娟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45 阳光下的我们 湘西 黄冰雪 吉首市民政局 三等奖

46
“疫”路前行，不畏艰难——沱江镇社

工站赵静
永州 赵静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社工
站

三等奖

47 社会工作整合视角下的社会救助 株洲 周碧霞、肖艳清
株洲市种子社会工作服务与

发展研究中心   
三等奖

48 特别的“家”—四岁男童“回家”之路 岳阳 司马思
汨罗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49 我们不一样 郴州 刘洋 嘉禾县民政局社工总站 三等奖

50 社会工作者的一天 岳阳 杨起
湖南省乐善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 华容县乡镇社会工作服务

站

三等奖

51 经验浅谈：县域组织的性教育推广之路 益阳 吴鑫
益阳市蚂蚁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三等奖

52 儿童主任的一天 益阳 朱跃坤
南县民政局社会工作指导服

务中心
三等奖

53 热心公益的优秀志愿者袁鑫巧 益阳 袁鑫巧 桃江县蓝天志愿者协会 三等奖

54 社工的意义 娄底 周玲
双峰县益馨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
三等奖

55
感谢有你 志愿同行 ——致东山街道志

愿者羊阿姨
长沙 左思思

长沙市飞翔教育创新发展中
心

三等奖

56 一线社工在乡村振兴中实现自我 湘潭 黄月儿
岳塘区微芒社会组织发展中

心
三等奖

57 相遇的美好 常德 张静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58 助力乡村振兴、社工在行动 怀化 钦梦洁、向华红
洪江市壹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三等奖



59 志愿行为君之愿，亦吾辈之责 长沙 邓婉倩 开福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三等奖

60
去除“留守”标签，关爱留守儿童，助

力乡村振兴
岳阳 易佩瑜

湖南省乐善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 华容县乡镇社会工作服务

站

三等奖

61
板塘街道社工站与辖区企业携手共渡难

关
湘潭 曹雯 湘潭市社会组织促进会 优秀奖

62 以大手拉小手 娄底 林婧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优秀奖

63 “深”情“湘”牵——让爱旅行 邵阳 罗雯艳、张露露
邵阳县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优秀奖

64 种子的力量 邵阳 姚玲玲 邵阳和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优秀奖

65 人群中的人 郴州 张茜容 嘉禾县民政局社工总站 优秀奖

66 平凡中展社工风采  平常中行志愿服务 怀化 蒋春丽
洪江市壹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67 社工本意在元元 娄底 郭达玮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优秀奖

68 用爱浇灌  静待花开 娄底 黎宁、洪海英 娄底市社会福利院 优秀奖



69
“益路同行”——用“爱心餐”连接社

工与你我他
株洲 张洁琼、刘芳伶 株洲市爱心志愿者联合会 优秀奖

70 温馨港湾 益阳 徐佳
益阳市蚂蚁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优秀奖

71
疫情之下，她选择了播撒爱心和希

望......
永州 唐金华

永州市冷水滩区博益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优秀奖

72 邻里守望播撒温暖的阳光 衡阳 伍瑜
耒阳市嘉益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73 社工“小妹子”樊璐霞 郴州 曹力文 资兴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优秀奖

74 来自专业社工的力量 常德 邹芳
石门县天煜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75 走近特殊儿童  用爱温暖他们 益阳 胡金余
安化县民政局（安化县社工

总站）
优秀奖

76 黔南行·眼里有光，内心真诚 怀化 贺加乐 怀化学院 优秀奖

77 心手相牵  快乐成长 湘西 吴玉玮
湘西自治州牵手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优秀奖

78 让自信健康的文化洒落每个社区 常德 吴方慧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79 让“事实孤儿童”享幸福 郴州 朱晓慧 汝城县仁和社会工作中心 优秀奖

80 我的探访日记 湘西 陈志龙 泸溪县社会工作服务站 优秀奖

81 不改为民初心 不负韶华人生 常德 李宏楠
石门县天煜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82 让津城大地布满爱的“红色海洋” 常德 王芳
津市襄阳街街道办事处志愿

者协会
优秀奖

83 点亮心灵之光 娄底 吴胜辉
涟源市乐德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
优秀奖

84 “菲”凡社工 与你同行 株洲 谢 素、刘彩玲 株洲爱心志愿者联合会 优秀奖

85 浅谈社会工作专业 娄底 曹颖琪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优秀奖

86 用心服务、砥砺前行 邵阳 潘敏、孙冰娥 邵阳市北塔社工总站 优秀奖

87 95后在乡镇社工站 长沙 熊玉圆
宁乡市惠宁社会组织服务与

发展中心
优秀奖

88 一封家书（社工代笔） 湘潭 曾麒霖
湘潭市兴阳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89 春风知民意，入户晓民情 怀化 黎焱华 洪江市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 优秀奖

90 社工之路 永不停息 常德 陈新
常德市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