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2〕16 号

关于 2021 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一校一书”
阅读推广活动评选结果的通报

有关普通高等高校： 

根据我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普通高校 “一校一书——

经典、精读、经世” 阅读推广活动的通知》，全省高校组织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大学生读书活动。经各高校遴选推荐，省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组织评选，我厅审核确认，中南大学张雯琴

等 223 名同学获“读书心得奖”、湖南大学“基于线上线下的‘四史’

学习教育主题空间服务”等 30 个案例获“创新案例奖”，国防科技

大学等 10 所高校获“优秀组织奖”，周静等 34 人获“优秀阅读推广

人”称号，现予以通报(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2021 年全省普

通高校“一校一书”阅读推广活动评选结果

湖南省教育厅 

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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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全省普通高校“一校一书”
阅读推广活动评选结果

一、读书心得奖（223人）

学　　校 姓　　　名

中南大学
杨雨蕤、曾渝舒、郑  旭、王  鑫、张雯琴、李佳

玲、陶瑞莹、梁瑞轩、张承轶、李沐阳、陈鹏宇

湖南大学
陈丽宇、毛官钰、洪江平、陈文轩、高冉怡、蔡  

颖、朱  喆、刘  好

国防科技大学 易楷翔、冯  镭、郭秉鑫、李晋阳、连一行

湖南师范大学
傅靖雅、轩  珂、单  骥、张龄元、梁兆菁、彭依

雪、杨  烨、冯骏潇

湘潭大学
熊  骁、张兰花、肖思宇、钟  瑶、柴景瑞、余可

欣、秦凡森、肖  盼

长沙理工大学
王  岚、李朝欣、刘祖勤、冯雨霁、马欣悦、赵金

月、贺雨欣、杨鑫蔚、林欣杨、肖  瑶

湖南农业大学
李晓璐、禹剑锋、倪欣雨、郑菲菲、赵肖肖、卢珊

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天仪、宋宁波、熊家悦、刘  恬、汪弘毅、肖  

颖、华蓓贝、谢  飞

湖南中医药大学 申冬艳、齐欣禹

南华大学
赵文杰、王雅璇、何秀茹、刘  旅、苏瀚文、贾  

爽、彭香伊、董朵朵、余慧莹

湖南科技大学
白羽扬、纪  浩、龙家莉、杨舒鑫、高  婕、苏  

唯、何  颖、胡婷婷、李晓林、燕雨阳

吉首大学
叶思言、王佳惠、李萌乐、包星河、张玉娟、袁杰

萍、郑  喆、李焕然

湖南工业大学
王欣怡、言佳俊、谭英杰、俞  瑾、马兴燕、张潇

湘

湖南工商大学 胡健灵、廖  敏、石凯歌、肖佳怡、张  宁

湖南理工学院
吴莞情、刘  颖、蔡宇轩、李慧凤、吕湛湛、赵文

悦

衡阳师范学院
扶博雅、向麟函、肖  瞳、邓  琪、吴  茜、黄春

玉、曾  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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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姓　　　名

湖南文理学院 林欣怡、凌  玲、钟文静、彭雪婷、罗佳丽

湖南工程学院 欧阳海玲、徐智星、彭世凤、曹慧敏、傅  杰

湖南城市学院
雷  欢、 郭梦鸥、康孟娟、郭蕙宁、江  蝶、伍靖

莹、舒  壬

邵阳学院
黄  好、邓  忆、彭文正、王靖童、张  航、 何  

清、彭文彬、刘羽泉

怀化学院 朱孝烷、王海琳、刘宇偲、弓皓然、谭俊峰

湖南科技学院 程子薇、谭艳辉、曾  昕、吴梦诗、覃文娟

湘南学院 丁庆凌、石淳淋、黄雄师、廖锦杭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徐祯妮、黄雁瑜、彭  琼、龚  丛

长沙学院 江雨忆、杨中红、何杰峰、周  洁、何佳静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王洋扬、田星华、张自馨、尹  琦、刘  涛、秦政

民、倪依菡、谭  阳

长沙医学院
李晨润、刘慧琪、姚  瑶、桂菲菲、蒋鸿鑫、刘菁

菁

湖南工学院
李怡琪、李  晴、刘星宇、梁香玲、李  华、段世

烨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周玉婷、王加丰、张淑仪、廖玲琦、李晓禹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敖  姝、赵芸慧

湖南警察学院 欧阳幸、杨俊英

湖南女子学院 李佳琪、杨淑洁、肖雨晨

湖南医药学院 严洋洋、钦晓琴、王  乐

湖南信息学院 蔡芳芳、 陈  聪、袁  伟、朱丽珍、何  倩

湘潭理工学院 张  婷、王  程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张  叶、张钰灵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 叶鑫淼、詹嘉颖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彭志文、 蔡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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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姓　　　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李  婷、 李龙智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梁嘉旺、谭  美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陈志红、陈紫慧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谭美淇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周慧玲、刘婉青

二、创新案例奖（30个）

单位 案例名称 作　　者

中南大学
唯你是“听”，“音”你精彩—2021

年“学史崇德”阅读推广创新案例

杜方冬、黄宏亮、董风华、

李  珏

湖南大学
基于线上线下的“四史”学习教育主

题空间服务

龚理专、陈有志、肖  蔚、

罗  立

国防科技大学
党旗引领光辉事业，砥砺奋进强军征

程

贺彦平、何  毅、李泽红、

申倩倩

湖南师范大学

书香致远，青年力量——第一届阅读

推广大使暨红色阅读推广社会实践

活动

赵艳枝、彭英子、刘  茜、

张文龙

湘潭大学
共读一本书——湘潭大学党史学习

教育系列活动

朱志坚、周凌云、尹桂秀、

刘雅玚

长沙理工大学
创建有声“悦”读资源，共襄百年视

听盛举

魏红梅、邓  婕、刘  瑛、

周思妤

湖南农业大学
耕读相兼  “两馆一基”农耕文化教

育链设计

李  煦、梁  芳、蔡志华、

蒋  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办绿色展览  传红色文化——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绿色生态”特色展览

服务平台建设纪实

李本贵、吴旭艳、易  玮、

叶盛荣

湖南中医药大学 放下手机  重拾阅读
周  平、刘天星、许晚辉、

刘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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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案例名称 作　　者

南华大学

溯“两弹一星”精神，展“魅力科普”

风采——“学史崇德”主题教育阅读

文化活动

陈  烈、龙  颖、龙  妮、

段舒龄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大家讲坛 邓  辉、马忠石、赵  华

吉首大学 求真·向善·立行：文化育时代新人 段武城、杨龙斌、彭广林

湖南工商大学
基于“书院+”服务的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新模式

易松芝、秦晓琼、史  维、

贺稚杨

湖南理工学院
让党史活起来——打造“沉浸式”红

色阅读新模式

林晓清、曹小佳、魏恩驰、

徐天霞、王卓尔

衡阳师范学院 学党史悟初心，读经典强素质
蒋湘祁、许若霏、刘树芬、

唐乾翔

湖南文理学院
让伟人经典响彻图书馆——寻找“最

美闭馆声”线上诵读活动案例

王兴柱、汪永琳、吕  颖、

龙春芳

湖南工程学院 学党史，读好书，红色系列文化活动
胡劲松、黄逸轩、周玉宇、

李  俊

湖南城市学院 七微共振生七力  党史教育提效率
陈国民、黄  伟、雷  欢、

汤利光

邵阳学院
立足百年党史，赓续红色基因——邵

阳学院四史学习案例

谭  亮、黄  娜、彭文正、

伍柳娟

怀化学院
阅百年历程  传精神力量——打造

党史学习教育“第二课堂”

熊  燕、邓奇强、田  收、

王美杰

湖南科技学院
《博雅悦读汇》—博览群书，阅无止

境
杨增和、刘  罗、吴翠云

湘南学院
“品阅‘湘南红’，感悟百年兴”——

党史学习教育阅读推广

孙振领、凌  静、杜杨芳、

廖  阳

长沙学院
“剪艺绣红旗·万家读党史”——

百年党史百米剪纸连环画

王嘉鑫、姚淑雯、连心雨、

陈泌君

长沙医学院
播撒书香种  做好引路人－－以辅

导员为主体的创新阅读推广

钟雯雯、朱  凤、夏文杰、

田峻林

湖南工学院 “雁鸣学子书·真人图书馆” 汪梦玲、谭舒宁、罗江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大数据助力党史研究
赵奇钊、万卫兴、赵景明、

卜冰华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崇史明德，阅读筑梦——建党百年主

题书展

赵芸慧、杨  佳、周佳敏、

蒋  涵

湖南警察学院
“铸魂育警，立德树人”荐读书架进

教室

杨崇建、李  福、欧阳幸、

王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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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案例名称 作　　者

湖南医药学院

书香浸润、德善扎根、红色阅读、文

化育人——“党建+阅读推广”系列

活动

杨  芳、吕冰玉、刘芷新、

王俊茂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将图书馆打造成红色教育阵地

汪远德、颜  开、杨诗晨、

裴  慧

三、优秀组织奖（10个）

国防科技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吉首大学

湘潭大学              湖南理工学院

四、优秀阅读推广人（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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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中南大学 周  静 湖南城市学院 梁  钢

湖南大学 黄筱玲 邵阳学院 谭  亮

国防科技大学 贺玲玲 怀化学院 张淑芳

湖南师范大学 彭英子 湖南科技学院 唐  维

湘潭大学 尹桂秀 湘南学院 廖  阳

长沙理工大学 刘  瑛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刘  燕

湖南农业大学 王京京 长沙学院 王诗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  林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谢  萍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云辉 湖南工学院 汪梦玲

南华大学 郭  洁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万卫兴

湖南科技大学 管荣荣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朱  弥

吉首大学 刘建新 湖南警察学院 李  福

湖南工商大学 秦晓琼 湖南医药学院 杨  芳

湖南理工学院 林晓清 湖南信息学院 梁庆林

衡阳师范学院 刘雅丽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欧阳烽

湖南文理学院 龙春芳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段洁洁

湖南工程学院 黄逸轩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颜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