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8 年全国青春健康舞台剧大赛获奖名单 

（同一等次内排名不分先后） 

推荐单位 创作单位 舞台剧名称 

一等奖 

湖南省计生协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如果时光》 

广西壮族自治区 

计生协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诉》 

二等奖 

福建省计生协 三明学院 《急刹车》 

甘肃省计生协 西北民族大学 《阳光攻略》 

湖南省计生协 湖南文理学院 《形象代言人》 

四川省计生协 西南科技大学 《爱，向前一步》 

三等奖 

北京市计生协 北京科技大学 《艾与被爱》 

天津市计生协 天津大学 《反转艾滋》 

河北省计生协 石家庄铁道大学 《生病的儿子》 

河北省计生协 河北工程大学 《得意一生》 

山西省计生协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这么近，那么远》 

内蒙古自治区计生协 

呼伦贝尔学院 《未来-现在》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烟“勿”缭绕》 



吉林省计生协 北华大学 《要爱，不要艾》 

黑龙江省计生协 东北林业大学 《进击的细胞》 

上海市计生协 上海海事大学 《厄洛斯》 

江苏省计生协 

江苏师范大学 《当艾来时》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爱在阳光下》 

浙江省计生协 浙江工商大学 《防“艾”不妨爱》 

安徽省计生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崇明》 

江西省计生协 宜春学院 《窗外的阳光》 

山东省计生协 潍坊学院 《“艾”我青春》 

河南省计生协 周口师范学院 《爱与艾》 

湖北省计生协 

湖北师范大学 《初识，第一次》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如果能重来》 

广东省计生协 

广东工业大学 《后来》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

院 
《花非花，狼是狼》 

海南省计生协 海南医学院 
《愿你我一起，善

良不必刻意》 

重庆市计生协 西南大学 《艾的童话》 



贵州省计生协 贵州师范大学 《爱 不艾》 

云南省计生协 曲靖师范学院 《雨夜》 

陕西省计生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用爱心呵护生

命》 

大连市计生协 大连医科大学 《伴艾同行》 

青岛市计生协 青岛农业大学 《情系红丝带》 

宁波市计生协 
宁波市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 
《延禧攻略新传》 

厦门市计生协 厦门大学 《小艾与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

生协 
石河子大学 《张帅的故事》 

优秀奖 

北京市计生协 

中国地质大学 《青春独白》 

中国地质大学 《万万没想到》 

中国地质大学 《毒输破万眷》 

中国地质大学 《一沓信》 

中国地质大学 《青春栀子花》 

天津市计生协 

天津中医药大学 《青》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

学院 
《艾的鼓励》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礼物》 



河北省计生协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为爱而生》 

石家庄铁道大学 《重回幸福》 

石家庄学院 
《反歧视，拥抱

“艾”》 

河北师范大学 《艾不妨爱》 

石家庄铁道大学 《正视“艾”情》 

石家庄铁道大学 
《十五年后的希

冀》 

山西省计生协 

朔州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永不褪色》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 《抉择》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意外》 

长治医学院 《靠近你，拥抱你》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 《月月的故事》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快递之谜》 

内蒙古自治区计生协 

内蒙古师范大学 《拥抱爱，推开艾》 

呼伦贝尔学院 《不屈的生命》 

包头医学院      
《女大学生的流产

日记》 

上海市计生协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工作细胞：HIV

病毒》 



江苏省计生协 

江苏科技大学 《迷茫的爱》 

常熟理工学院 《误会》 

常熟理工学院 《因为艾》 

常熟理工学院 《艾在西厢》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 《杯子的故事》 

南京工业大学   《爱与艾》 

江苏理工学院 《救赎》 

徐州医科大学 《久久防艾》 

徐州工程学院 《遗憾青春》 

中国矿业大学 《无法触及的爱》 

连云港淮海工学院 《影子舞》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深蓝》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这一次好运》 

河海大学 《真假错艾》 

苏州高新区高博软件学

院 
《白黑夜》 

江苏科技大学 《青春的印记》 

常州工学院 《有爱无艾》 

浙江省计生协 

嘉兴学院 
《我想对你说句

“谢谢”》 

衢州学院 
《“开心”的回

忆》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心战》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零度边缘》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谈情说爱》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因“艾”拥抱》 

福建省计生协 
福建师范大学 

《遇见更好的自

己》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奏鸣》 

江西省计生协 
景德镇陶瓷大学 

《爱“艾”同行为

“艾”发声》 

井冈山大学  《爱/艾的谣言》 

山东省计生协 

潍坊学院 《青春任性悔》 

东营市技师学院 
《逆风飞翔 向阳

而生》 

潍坊学院 《“艾”中爱》 

临沂职业学院 
《给我一个拥抱 

可以吗》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要爱 不要

“艾”》 

潍坊科技学院 《青苹果》 

泰山医学院 《意外怀孕》 

潍坊学院 《毒之害》 

德州学院 《预防艾滋 构筑



靓丽青春》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游离在性别边缘

的爱》 

山东农业大学 《爱的救赎》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爱的考验》 

齐鲁师范学院 《器官王国》 

河南省计生协 

河南师范大学 《爱的救赎》 

开封大学 《“艾”在身边》 

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不要成为下一个

我》 

郑州大学 《艾情的烦恼》 

郑州师范大学 《意料之外》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爱情的 N 次方》 

河南城建学院 《当艾遇到爱》 

湖北省计生协 

三峡大学 《最后的八分钟》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爱的力量》 

仙桃职业技术学院 《人生》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流言》 

武汉商学院 《以爱防艾》 

湖北理工学院 《珍爱》 

湖北理工学院 《携手远方》 

湖北理工学院 《那年我和他》 



湖北科技学院 《错艾》 

湖北工程学院 《向死而生》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十年后的自己》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暖洋》 

黄冈职院 《患爱》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迟昕》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无“艾”有爱》 

湖南省计生协 

湖南大学 
《因爱坚守，为艾

发声》 

中南大学 《青春不任性》 

湖南师范大学 
《青春有爱 健康

无艾》 

湖南农业大学 《明天》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青春那些事》 

湘南学院 《永不消失的爱》 

湖南师范大学 
《少女苏亚之烦

恼》 

衡阳师范学院 《用爱，制艾》 

湖南科技大学 《艾情》 

长沙学院 《红丝带》 

湖南科技学院 《到底谁病了》 



长沙理工大学 《关艾》 

广东省计生协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让爱不怕艾》 

广西壮族自治区计生

协 

广西中医药大学 《花落》 

广西财经学院 《骄阳》 

四川省计生协 四川师范大学 《救赎》 

贵州省计生协 

遵义师范学院 
《绿荫下的红丝

带》 

贵州省黔南民族师范学

院 
《迷茫青春》 

贵阳中医学院 《关爱》 

云南省计生协 
云南大学 《给我一个拥抱》 

昆明师范专科学校 《小剧场》 

陕西省计生协 

渭南市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序曲》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

学院 

《放弃你抓紧你靠

近你》 

大连市计生协 
大连科技学院 《爱与滋》 

大连海洋大学 《在你身边》 

宁波市计生协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艾的可怕 爱的

力量》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危险前的觉醒》 

厦门市计生协 集美大学   《青春不年少》 

 



优秀组织奖 

北京市计生协 天津市计生协 

河北省计生协 山西省计生协 

内蒙古自治区计生协 吉林省计生协 

黑龙江省计生协 上海市计生协 

江苏省计生协 浙江省计生协 

安徽省计生协 福建省计生协 

江西省计生协 山东省计生协 

河南省计生协 湖北省计生协 

湖南省计生协 广东省计生协 

广西壮族自治区计生协 海南省计生协 

四川省计生协 贵州省计生协 

云南省计生协 陕西省计生协 

甘肃省计生协 大连市计生协 

青岛市计生协 宁波市计生协 

厦门市计生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生协 

 

单项奖 

最受欢迎男演员 

佘盛龙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康楠 三明学院 

最受欢迎女演员 



陈潞潞 三明学院 

刘洁美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最受欢迎剧本 

《如果时光》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诉》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