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

关于表彰 2021 年湖北省第三届信息素养大赛

获奖个人和单位的通知

各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

2021 年湖北省第三届信息素养大赛由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委员会高职高专分委会主办，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承办，30 所高

职高专院校 2650 名学生参加学生组比赛，39 名教师参加教师组微课

比赛。根据线上比赛成绩和专家终评，确定了个人奖、团体奖和优秀

组织奖，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附件：第三届湖北省信息素养大赛学生组和教师组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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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三届湖北省信息素养大赛学生组和教师组获奖名单

一、个人奖（100 名）

序号 学号 姓名 院校 奖项

1 20311051 沈阳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一等奖

2 201909050219 张占军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3 2005307760 阮旭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4 200305003 周震东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一等奖

5 20932460 杨仡康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6 192002329 程传佳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7 2020513282 刘威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8 2011010118 马宇晨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9 20206011335 袁施炀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0 20211103014 肖琪 鄂州职业大学 一等奖

11 20311093 宋宇鑫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二等奖

12 20311062 刘家豪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二等奖

13 202004010210 余鹏举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4 2001305375 付威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5 200403003 陈浪进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二等奖

16 20932539 王韬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7 2005307810 陈怡佳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8 200302227 柯彪常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二等奖

19 20933422 姚文凯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0 192002288 乐玲玲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1 2021510032 陈虔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2 2011071314 高思杨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3 2004080317 潘薇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二等奖

24 21310520925 吴玉儿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5 201902080111 袁清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6 20211679 金莹莹 长江职业学院 二等奖

27 212003581 朱麒霖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8 80200205 杨晓菲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二等奖

29 19070319 樊荣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0 19070328 刘海澄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序号 学号 姓名 院校 奖项

31 2021511578 刘圣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2 2020505220114 喻段雅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二等奖

33 20212203024 张淑青 鄂州职业大学 二等奖

34 20203909 杜小宇 长江职业学院 二等奖

35 1956010229 王琛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6 80201026 李欣运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二等奖

37 2001010027 方宇杰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二等奖

38 2019030172 汪哲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二等奖

39 2020020232 郑静雯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二等奖

40 2004080339 陈金焰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二等奖

41 20311077 殷能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三等奖

42 20311132 武振祥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三等奖

43 20311143 王佳浩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三等奖

44 2001305492 刘莹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5 200304025 郭俊洋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46 1901301416 成珽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7 200304036 王东明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48 2003302034 李欧文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9 200304033 韩锐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50 20934196 李鑫睿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1 202006050106 黄政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2 18932064 刘宇航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3 202000104 田德诚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4 212003607 苏志高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5 212003659 何天周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6 19933325 李栋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7 19070337 黄浩洋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8 2020511746 陈校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9 20214238 张子怡 长江职业学院 三等奖

60 202006050138 周圆全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1 20204119 彭美凤 长江职业学院 三等奖

62 2021511581 罗剑斌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3 19070340 王文博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序号 学号 姓名 院校 奖项

64 19070333 沈奕优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5 2020513495 曹云婷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6 2020504160242 姜文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三等奖

67 202008060104 吴彤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8 20204131 刘宇航 长江职业学院 三等奖

69 80200031 龚怡乐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三等奖

70 2020105210401 卢普娣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三等奖

71 20200814030 宁亚平 鄂州职业大学 三等奖

72 1903040017 熊林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三等奖

73 2101070019 明莉雅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三等奖

74 2001070002 孔令元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三等奖

75 2103090031 杜豪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6 202010651 毛雁琴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三等奖

77 2020605240102 袁欣然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三等奖

78 202011102 熊俊豪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三等奖

79 1435720020814 岳明霞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0 2021240737 颜远磊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三等奖

81 2152010414 杜子祥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2 2011072124 李剑存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3 2013030404 杜杰龙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4 1951010104 刘妍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5 202010877 秦庆杰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三等奖

86 2020100645 吴志勇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三等奖

87 2013030414 牟吉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8 80200036 李沐阳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三等奖

89 2152010437 徐振林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90 20202906022 罗会 鄂州职业大学 三等奖

91 20310430422 张红桥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92 2020020413 李芳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三等奖

93 2001010221 王格格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94 2001010117 张秋婕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95 2001010222 李锐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96 20205402031 郭恩光 鄂州职业大学 三等奖



序号 学号 姓名 院校 奖项

97 80202184 周昕然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三等奖

98 200104230 吴茜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99 20201040113 李锦璇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0 1435720020808 晋玉龙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二、团体奖（19 名）

序号 学校 奖项

1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一等奖

2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3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一等奖

4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7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8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9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0 鄂州职业大学 三等奖

11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12 长江职业学院 三等奖

13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4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三等奖

15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三等奖

16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7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8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三等奖

19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三、优秀组织奖（14 名）

序号 学校 奖项

1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2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优秀组织奖

3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优秀组织奖

4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5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6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7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8 长江职业学院 优秀组织奖

9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优秀组织奖

10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优秀组织奖

11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12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优秀组织奖

13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14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四、教师组微课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微课名称 学校 奖项

1 《布尔逻辑检索技术》王月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 《巧用信息检索·助力乡村振兴》熊绍刚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3 《互联网信息安全素养》王乐红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4 《初识大数据》苏雪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5 《信息时代，为什么你仍需要图书馆？》王林琳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一等奖

6 《巧用微信小程序，助力信息快收集》索立 荆州理工职业学院 一等奖

7 《新版 pubmed 检索介绍》王永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8 《文件处理太繁琐，试试批处理》宫玉娇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9 《如词组检索微课》姚宇豪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0 《查全率与查准率.》古永洁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1 《信息安全素养（个人信息痕迹清除）》李晓龙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序号 微课名称 学校 奖项

12 《如何辨别虚假招聘信息》吕玲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3 《知网专业检索》冯宁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4 《如何做好信息搜索》秦燕妮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5 《常用的自定义检索方法》崔子月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6 《巧用搜索引擎 提高检索效率》彭国兵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7 《我的文件放云端》蔡保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8 《管理文件与文件夹》王晓昧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9 《信息素养之中国知网(2021)》朱剑宇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三等奖

20 《图像检索》徐学斌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1 《 10 秒倒计时动画制作 》熊伟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2
《-信息素养_动态网站爬取

（Scrapy+Selenium）_》田勇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3 《邮件合并》唐宜英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4 《二维码数字简历制作》袁梦霞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5 《五分钟让你认识计算机硬件 》王群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6 《华为浏览器设置》董兵波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7 《检索满足公司专业设计要求的显示器》钱亮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8 《检索满足同事要求的笔记本电脑》张宁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29 《Word 表格》赵昆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0 《教育大数据采集》杨凡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1 《 Excel 公式组成 》王杰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2 《图书馆资源的利用_》芦宇君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3 《动画》徐磊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4 《假设运算》肖刚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5 《WORD 图片格式设置》贾晓鸣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36 《信息检索课堂实录》方鹏 长江职业学院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