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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湖北省高校图书馆“重温百年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获奖结果的通知 

湖北省各高校图书馆： 

由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图书馆

承办的湖北高校“重温百年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于 2021 年 4

月 6 日至 7 月下旬举行。本次主题活动获得了湖北省 100 余个图书馆大力的支持 ，共

有 40000名高校师生踊跃参与。 

本次主题活动包括初赛、复赛的线上学习答题及决赛的视频作品展示，经过系统自

动评分和专家评委现场集体终评，确定了本科院校组和高职高专院校组分别评出个人奖

项的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8 名及优秀奖 34 名；根据各高校

组织参与活动的情况，湖北省高校图工委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评选出本科院校组和高职

高专院校组的优秀组织单位各 5个。奖项公示如下: 

 

 

附件：湖北高校图书馆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获奖个人和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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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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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奖项获奖名单 

 

本科院校组个人奖项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所在院校 

特等奖 黎娇 华中科技大学 

一等奖 余家福 华中农业大学 

一等奖 王莉 华中科技大学 

二等奖 夏清泉 武汉大学 

二等奖 吴子倩 华中师范大学 

二等奖 涂文艳 华中科技大学 

二等奖 杨琼 武汉理工大学 

二等奖 庄晓喆 武汉理工大学 

三等奖 马战胜 武汉大学 

三等奖 马艳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三等奖 徐乾元 武昌首义学院 

三等奖 贾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三等奖 李覃 武昌首义学院 

三等奖 张美姗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三等奖 冯志鹏 长江大学 

三等奖 武靖鹏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优秀奖 黄晴宇 湖北工业大学 

优秀奖 张友琴 武汉文理学院 

优秀奖 陆晓红 武汉理工大学 

优秀奖 黄敏 武昌工学院 

优秀奖 王军博 湖北文理学院 

优秀奖 胡凯超 武汉轻工大学 

优秀奖 余诗琴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优秀奖 顾雨欣 武昌首义学院 



本科院校组个人奖项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所在院校 

优秀奖 刘艳 武汉理工大学 

优秀奖 刘银红 武汉理工大学 

优秀奖 尹沛凌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优秀奖 李程思 湖北文理学院 

优秀奖 施亮 华中科技大学 

优秀奖 徐涵涵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优秀奖 毕胜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优秀奖 周夏宇 武汉纺织大学 

优秀奖 易世凤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优秀奖 柳辰奕 湖北医药学院 

优秀奖 刘宏钧 武汉大学 

优秀奖 林明瑞 华中科技大学 

优秀奖 熊正云 中南民族大学 

优秀奖 潘婉婷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优秀奖 高淑雅 武汉文理学院 

优秀奖 唐芸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优秀奖 匡洁 湖北文理学院 

优秀奖 王治珺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优秀奖 李毅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优秀奖 郭玉玲 武汉理工大学 

优秀奖 周丽琴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优秀奖 顾志芹 华中科技大学 

优秀奖 林娜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优秀奖 胡倩雯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优秀奖 檀漪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优秀奖 尧盼 武汉科技大学 



 

高职高专院校组个人奖项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所在院校 

特等奖 吴广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陈凯文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杨冰冰 鄂州职业大学 

二等奖 朱福政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二等奖 刘莹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卢小雨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潘向阳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邓宁梅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黄传丽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三等奖 徐梦茹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岳卫忠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黄读菊 鄂州职业大学 

三等奖 陈润煇 长江职业学院 

三等奖 向龙升 长江职业学院 

三等奖 任秀丽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三等奖 柴琴琴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优秀奖 陈洁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优秀奖 代美玲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冯喜珍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张念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吴梦逸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李荆菊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吴俊梅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胥昊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江燚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高专院校组个人奖项获奖名单 

奖项 姓名 所在院校 

优秀奖 周帅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刘士诚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夏琳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刘孟琼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李新国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余俊蓉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刘文丽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余庭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周朝鑫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汪溪淳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王鑫磊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吴爽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何正豪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薛鹏宇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崔淑萌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毛玖叶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优秀奖 孟晓辉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谢泽豪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叶娟 鄂州职业大学 

优秀奖 王青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程志康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王至鸾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骆芳欢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彭晓湘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优秀奖 邓杰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二、单位奖项获奖名单 

 

组别 单位名称 

本科院校组 武汉大学图书馆 

本科院校组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本科院校组 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本科院校组 湖北经济学院图书馆 

本科院校组 武昌首义学院图书馆 

高职高专院校组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职高专院校组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职高专院校组 鄂州职业大学图书馆 

高职高专院校组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职高专院校组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