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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我校宿舍文化的和谐发展，给在校学生营造舒适安静的学习生活环

境；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丰富同学们的集体生活；培养寝室成员的

团队合作精神，发挥学生的创造个性；提升学生的思想德育建设，全面提升学生

的综合能力，特此开展“寝室美化大赛”。

本次寝室美化大赛分为寝室内务和寝室美化两部分进行评比。

寝室内务包括：

1.寝室内床单被套枕套统一，被子叠四层，摆放方向与位置统一，要求每张

被子有明显棱角，被子上下厚度均匀，高低一致。

2.书桌整洁，上层摆放书本，地球仪等学习物品，桌面可摆放台灯、多肉、

绿萝等装饰。

3.行李箱整齐摆放在书桌下方或统一摆放，牙刷牙杯统一摆放于洗手台，毛

巾统一悬挂，脸盆、鞋子整齐置于衣柜下方方格中。

4.做好卫生工作，桌椅摆放整齐，地面无杂物，卫生间干净，注意角落卫生

细节，垃圾及时倾倒。

5. 保证寝室内空气清新，做好开窗通风，及时清洗换洗衣物，防止异味产

生。

寝室美化包括：

1.寝室设计内容必须积极向上，健康活泼，体现当代高中生的朝气与活力。

2.具体形式不限，各寝室可以自由确定其美化内容，突出学习氛围的营造。

3. 同学自行准备装饰物品，墙上不可张贴不可涂画，门上的小窗不可遮挡，

天花板上不得有悬挂物，可摆放绿色植物，课本，台灯，地球仪等物品。装饰必

须遵循宿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如墙上不可张贴不可涂画，门上的小窗不可遮

挡，天花板上不得有悬挂物）。

4.根据自身寝室特点，设计寝室名称，设计寝室风格，摆放积极向上的书画

作品和富有特色的事物，如工艺品展示、十字绣、科技小作品等。



本次寝室美化大赛由德育线、生活老师共同检查评比。根据所有检查情况汇

总后，评出 2020 学年第一学期寝室美化大赛——文明规范寝室如下：

高一女生寝室美化大赛文明规范寝室名单

寝室 人数 班级 班主任 宿管 学生名单

1529 6 高一10 张晓男 李亚 周乐祺 杨晶晶 计杨乐 李卓溪 李祎涵 刘一萱

1631 6 高一 9 陈泽超 李亚 徐萌蕾 张紫涵 徐慧劳美佳 戚若楠 冯恬彦

1623 6
高一3、

4、5

郝/胡/

冯
姚宁 常语轩 季奕曲 沈子璿 郑祎晨 潘馨瑶 俞秋媛

1637 6 高一 7 杨凯锋 姚宁 徐可杨晓雯 刘梦雨 孙诗盈 许艺凡 刘璇

1731 5 高一 1 胡丽姣 姚宁 李雅雯 林珠钟世玥 吴诗婷 宋瑞雪

高二女生寝室美化大赛文明规范寝室名单

寝室 人数 班级 班主任 宿管 学生名单

1336 6 高二 11 李婷 乔梅荣 王菁 徐佳音 卢韵年 晏女舒 楼羽琪 季讯

1436 6 高二 9 蒋佳俊 乔梅荣 徐佳丽 龚一诺 胡李篮 郭莉 蒋嫣然 周嘉

1431 6 高二 6 胡霞 乔梅荣 郑乐怡 彭熙淼 应嘉俊 胡珂媛 余灵敏 陈冉

1427 4 高二 7 杨康峰 李亚 徐睿 张坤 夏文淑 郑若菲

1539 6 高二 5 沈佳宇 李亚 周涛 吴雨彤 王晓琪 方沁园 刘湘浙 郑韩树

高三女生寝室美化大赛文明规范寝室名单

寝室 人数 班级 班主任 宿管 学生名单

1136 6 高三 6 董小青 张庆玲 田畅吴宇迪 张怡王婧袆 冯潘延 祝骏笑

1121 5 高三 1 郑江红 张庆玲 徐文慧 曹慧慧 郑丹莹 李 可 吴可君

1134 6 高三 5 张 灵 张庆玲 夏敏张蒋周琦琦 王妤宸 余亚琦 陆嘉怡

1122 5 高三 2 左志平 张庆玲 高馨越 徐佳梅 黄 欢 张梦瑶 李 晶

1225 4 高三 7 申卫萍 张庆玲 方可悦 李睿 李心妍 汪俊兰

高一男生寝室美化大赛文明规范寝室名单

寝室号 人数 班级 班主任 宿管 学生名单

2509 6 高一 8 钟凯武 陈明 王伟涵 赵辰昊 李醒尘 刘济豪 王灵昊 董昊

2514 3 高一 9 陈泽超 陈明 罗盛民 尉容祯 沈易航 施宇狄

2616 6 高一 4 胡微 陈明 王佳昱 许佳弈 陈浩剑 沈泽安 于昊正 徐豪

2626 5 高一 5 冯贺怡 陈明 钱昱成 陈钟豪 王力源 龚一飞 谷俊宏

2621 6 高一 6 李蔓 陈明 余思聪 陈晨 胡湛欣 张成蹊 李旻龙 钱奕萌

高二男生寝室美化大赛文明规范寝室名单

寝室 人数 班级 班主任 宿管 学生名单

2406 6 高二 1 陶媛媛 姜利群 沈浩楠 李俊缪秋瑜 唐威晨 席圣超 刘航宇

2415 6
高二

2/3

王翻/陈

素萍
姜利群 周子翔 张文施佳晨 张杰郑盛允 张涛

2408 6 高二 1 陶媛媛 姜利群 王梓翀 伍川 吕毅凡 王瑞祥 张羽杰 郝文杰

2412 6 高二 2 王翻 姜利群 钟昂燃 徐昕垚 王彤彤 王鸿刚 李子辰 朱佳塬

2505 6 高二 7 杨康峰 姜利群 徐铄彬 董劼 丁一博 何宇涛 宣俊杰 周圣杰



高三男生寝室美化大赛文明规范寝室名单

寝室 人数 班级 班主任 宿管 学生名单

2308 6 高三 2 左志平 陈宗祥 李昊康 沈家祺 潘杭骏 范景琦 尹小龙 林鹏龙

2313 6 高三 4 袁垠婕 陈宗祥 王乙杭 施祎骏 吕臻品 朱俊涛 范子阳 孙扬

2319 6 高三 5 张灵 陈宗祥 胡一辰 梁陈宇 熊家伟 何翔 俞晋华 陈雨森

2305 6
高三

1/2

郑江红/

左志平
陈宗祥 熊勇 王杭铖 丁甬杭 杭琪锋张正宣 周俊逸

2323 6 高三 7 申卫平 陈宗祥 陈少聪 周俊逸 毛佳明 罗健清 徐俊涛 陈佩诚

2401 6

示范

高三

1/2/3

郑/左/

王
陈宗祥 来俊杰 林柏阳 蒋俊杰 沈卓豪 潘永乐 蒋杰科

杭州求是高级中学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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