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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图书发〔2019〕18 号 
 
 

  
关于公布广西科技大学参加 2019 年广西高校图书馆 

“学问杯”影评大赛比赛结果的通知 

 

    由广西高教学会图书馆专业委员会主办、各高校图书馆承办、

广州红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面向全区高等院校正式注册在

校师生的第一届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于6月23日圆

满结束。大赛历时两个月，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全区共有35

所高校参加，收到1717篇初赛作品，其中本科院校组1120篇，高

职高专组597篇。最终，共有32所高校的141名学生入围决赛。我

校图书馆积极承办，组织全校师生参加，共收到初赛作品30篇，

三位同学入围决赛，获得本科组“优秀组织奖”。在决赛中，我

校王玉、田金鑫获得全区三等奖，黄翠莲获得全区优秀奖。经过

认真评审，反复对比，现将校内的比赛结果公布如下： 

一等奖（3名）： 

序号 姓名 学院班级 参赛作品 
1 王玉 外国语学院翻译研 18 级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芳

华》 
2 田金鑫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土木 163班 《跟随你心，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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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翠莲 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 181 班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 

 

二等奖（6 名）： 

序号 姓名 学院班级 参赛作品 

1 崔宇辰 体育学院社体 181 班 
《法大于情，命大于天

——评〈我不是药神〉》 

2 邓关馨 医学部护理（专）1810 班 《〈无问东西〉影评》 

3 蒋玺玉 医学部护理（专）1703 班 
《只问盛放，只问初心，

不问西东》 

4 彭于洺 外国语学院英语 172 班 《流浪中国》 

5 杨媛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造价 181

班 
《努力是为了尊严》 

6 赵银安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土木 173

班 

《建国，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 
 

三等奖（10 名）： 

序号 姓名 学院班级 参赛作品 

1 曹金燕 医学部护理（专）1810 班 
《心温，则亦可留香——

观〈我不是药神〉》 

2 黄小红 外国语学院英语 181 班 
《〈无问西东〉——找寻

真实的自我》 

3 蓝天亮 经济与管理学院人力 172 班 《评〈战狼 2〉》 

4 黎金凤 启迪数字学院智科 Q182 班 《我看〈红海行动〉》 

5 刘艳芬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 171 班 
《绝望与希望——评〈我

不是药神〉》 

6 盘艳 医学部护理（专）1810 班 《生命的原罪》 

7 王雨梦 
第一临床医学院临床（专）

1802 班 

《我以我血荐正义——

浅析电影〈大人物〉剧情》 

8 吴鑫鑫 启迪数字学院网络 Q181 班 《平淡之处有〈芳华〉》 

9 杨海波 医学部护理（专）1810 班 《评〈我不是药神〉》 

10 赵楚蕴 医学部口腔（专）171 班 《细说〈湄公河行动〉》 

 



— 3 — 

 

    附件：关于公布第一届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 

          决赛获奖情况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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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序号 奖项 选手姓名    院校名称

1 一等奖 韦诗诗 广西民族大学

2 一等奖 冯丽羽 广西警察学院

3 二等奖 易三钰 广西大学

4 二等奖 范钊杏 广西中医药大学

5 二等奖 陈燕华 广西大学

6 二等奖 廖燕文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7 二等奖 孔烨梅 广西财经学院

8 二等奖 梁碧容 南宁师范大学

9 三等奖 王文仙 南宁师范大学

10 三等奖 莫祖竟 广西民族大学

11 三等奖 严奕娇 玉林师范学院

12 三等奖 卜江燕 北部湾大学

13 三等奖 李芬兴 广西大学

14 三等奖 王玉 广西科技大学

15 三等奖 田金鑫 广西科技大学

16 三等奖 熊雅琪 广西民族大学

17 三等奖 朱春霞 广西医科大学

18 三等奖 覃赵梅 广西中医药大学

19 三等奖 吴灵词 玉林师范学院

20 三等奖 张潇月 北部湾大学

21 优秀奖 魏雯洁 北部湾大学

22 优秀奖 贾昊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23 优秀奖 曾冠棕 广西中医药大学

24 优秀奖 赵春雨 广西中医药大学

25 优秀奖 廖佩佩 广西中医药大学

26 优秀奖 李莉莉 玉林师范学院

27 优秀奖 黄银霞 玉林师范学院

28 优秀奖 陆慧莉 广西警察学院

29 优秀奖 蒙家儿 玉林师范学院

30 优秀奖 黄晴 广西民族大学

31 优秀奖 莫锦燊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32 优秀奖 刘丹丹 广西民族大学

33 优秀奖 黄翠莲 广西科技大学

34 优秀奖 李峻昊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35 优秀奖 蒙双 广西中医药大学

第一届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获奖名单（本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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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选手姓名    院校名称

第一届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获奖名单（本科组）

36 优秀奖 周梦立 广西中医药大学

37 优秀奖 叶润梅 河池学院

38 优秀奖 何景胜 北部湾大学

39 优秀奖 吴月清 广西警察学院

40 优秀奖 何宸仪 广西大学

41 优秀奖 龚健 广西大学

42 优秀奖 陆贵任 广西中医药大学

43 优秀奖 莫文坤 广西中医药大学

44 优秀奖 梁静宜 广西中医药大学

45 优秀奖 袁亚樱 广西中医药大学

46 优秀奖 林木凡 河池学院

47 优秀奖 马嘉懿 广西民族大学

48 优秀奖 王雯雯 广西民族大学

49 优秀奖 许蓉蓉 广西中医药大学

50 优秀奖 黄义声 广西中医药大学

51 优秀奖 刘银燕 玉林师范学院

52 优秀奖 路雅雯 广西民族大学

53 优秀奖 黄菲 广西中医药大学

54 优秀奖 谭鸿泽 百色学院

55 优秀奖 邓莎莎 玉林师范学院

56 优秀奖 陈洁连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57 优秀奖 苏玉琼 百色学院

58 优秀奖 张凌峰 广西大学

59 优秀奖 黄萍 玉林师范学院

60 优秀奖 陆彩霞 广西中医药大学

61 优秀奖 廖丽菲 广西中医药大学

62 优秀奖 郭倩妙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63 优秀奖 黄环华 广西民族大学

64 优秀奖 伍雅萍 南宁师范大学

65 优秀奖 李静怡 广西民族大学

66 优秀奖 陈佳庆 广西民族大学

67 优秀奖 江火焱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68 优秀奖 吴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69 优秀奖 劳有全 广西警察学院

70 优秀奖 易梁丽 广西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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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序号 奖项 选手姓名 院校名称

1 一等奖 何海边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 一等奖 李泳淋 广西中医药大学

3 二等奖 肖文清 广西教育学院

4 二等奖 梁韬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 二等奖 周诗欣 广西教育学院

6 二等奖 谢诗婷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7 二等奖 黄美榕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8 二等奖 谭思婷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 三等奖 梁朝明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10 三等奖 黄秋芬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1 三等奖 黄程远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2 三等奖 晏蓝青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3 三等奖 何添宇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4 三等奖 田美玲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15 三等奖 朱杰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6 三等奖 李雯霞 广西教育学院

17 三等奖 彭秋冬 广西教育学院

18 三等奖 洪念清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9 三等奖 黄珍玉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 三等奖 梁元邦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1 优秀奖 王荣强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2 优秀奖 韦桂玉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3 优秀奖 何忠玲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4 优秀奖 梁春花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5 优秀奖 何婷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6 优秀奖 杨秀 广西教育学院

27 优秀奖 王金样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28 优秀奖 罗立文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9 优秀奖 王飞莹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30 优秀奖 伍辉明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31 优秀奖 黄诗雨 广西教育学院

32 优秀奖 何霖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3 优秀奖 周伟强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34 优秀奖 石昌琥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35 优秀奖 黄远明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36 优秀奖 吴良升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7 优秀奖 李雪婷 广西教育学院

第一届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获奖名单（高职组）



序号 奖项 选手姓名 院校名称

第一届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获奖名单（高职组）

38 优秀奖 苏礼玲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39 优秀奖 杨如娜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0 优秀奖 林晓武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1 优秀奖 黄明秋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2 优秀奖 黄荣信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43 优秀奖 罗淑文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 优秀奖 李俊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5 优秀奖 陈展图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46 优秀奖 覃鸣园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47 优秀奖 唐微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48 优秀奖 农肖婷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9 优秀奖 蓝金雅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0 优秀奖 韦春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1 优秀奖 雷茜茜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2 优秀奖 黄天伦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3 优秀奖 陈思宏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4 优秀奖 钟幸娟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5 优秀奖 袁春晓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6 优秀奖 吴增华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7 优秀奖 李解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58 优秀奖 陈杰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9 优秀奖 王武强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60 优秀奖 张冬云 广西财经学院防城港学院

61 优秀奖 薛妃伶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62 优秀奖 朱茂盛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3 优秀奖 郑文康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4 优秀奖 林俊龙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65 优秀奖 周倩倩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66 优秀奖 赖添仪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7 优秀奖 梁烊宾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8 优秀奖 杨廷弟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69 优秀奖 叶雪滢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70 优秀奖 许欣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附件 3 

第一届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 

最佳组织奖及优秀组织奖单位和个人名单 

（本科组） 

 

一、荣获最佳组织奖单位名单 

1. 玉林师范学院 2.广西中医药大学 3.广西民族大学 4.百色学

院 5.河池学院 

二、荣获优秀组织奖单位名单 

1.广西警察学院 2.北部湾大学 3.广西大学 4.桂林航天工业学

院 5.广西科技大学 

三、荣获最佳组织个人奖名单 

1. 彭雅飞（玉林师范学院）2.庞国妤（广西中医药大学）3.覃 熙

（广西民族大学）4.潘卫荣（百色学院）5.韦 勇（河池学院）

6.丁新征（广西警察学院）7.梁永忠（北部湾大学）8.付清香（广

西大学）9.陶月乔（桂林航天工业学院）10.蒋梅芳（广西科技大

学） 

四、荣获优秀组织个人奖名单 

1.阳小勇（广西警察学院）2.黄中绎（北部湾大学）3.蔡立丰（广

西大学）4.邓燕林（桂林航天工业学院）5.阳桂春（广西科技大

学）6.梁莉冰（玉林师范学院）7.潘玉婷（广西中医药大学）8.

姚春美（广西民族大学）9.黄璐宁（百色学院）10.周佐霖（河池

学院） 



附件 4 

第一届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 

最佳组织奖及优秀组织奖单位和个人名单 

（高职组） 

 

一、 荣获最佳组织奖单位名单 

1.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3.广西教

育学院 4.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5.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二、 荣获优秀组织奖单位名单 

1.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广西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 4.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5.广西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三、荣获最佳组织个人奖名单 

1. 黄秋宁（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邓己红（广西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3.韦璐娉（广西教育学院）4.周斌（南宁职业技术

学院）5.李莘（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6.黄 希（广西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7.蓝必真（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8.黄日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9.莫丹（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

院）10 庞先辉（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荣获优秀组织个人奖名单 

1.王 刚（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2.梁泉水（广西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3.江莹（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4.万海鸾（广西国

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5.黄洁薇（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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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洁（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7.唐清（广西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8.余如（广西教育学院）9.陶玲（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10.黄秀英（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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