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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中文在线杯”2022 年全国
高职高专院校信息素养大赛江西省赛区

最佳组织单位奖、学生个人赛奖、
教师微课赛奖、优秀指导老师奖的通报

各高校图书馆：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高职高专院校

分委会、教育部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CALIS）

举办，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第四届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信

息素养大赛（本次大赛命名为： “中文在线杯”2022 年全

国高职高专院校信息素养大赛）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正式启

动，2022 年 12 月初圆满结束。本次大赛，江西省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第一时间成立了江西省组委会，省高职

高专组组长单位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图书馆具体负责省

赛和全国赛事组织工作。2022 年 8-11 月，全省共有 30 所

高职高专院校 13333 人积极参赛。其中，15 所院校 8476 人

参加校赛、23 所院校 775 人参加省赛、20 所院校 35 人参加

全国赛，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朱志欣同学进入全国主观题

比赛环节，6 所院校 10 位教师提交了微课赛参赛作品，全省



参赛整体人数较 2021 年有大幅上升。在本次比赛中，九江

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等 8 家单位荣获最佳组织单位奖，江西

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孙楠等 6 名老师荣获教师微课赛奖，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蔡华燕等 76 名老师荣获优秀指导老

师奖，特此通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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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文在线杯”2022 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信息素养

大赛江西省赛区最佳组织单位奖获奖名单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图书馆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图书馆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

附件 2：“中文在线杯”2022 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信息素养

大赛江西省赛区学生个人赛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

单 位 获奖同学 单 位 获奖同学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刘俊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刘佳平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万志鹏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朱志欣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上官琦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黄 笑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许佳慧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程婉依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丽雅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罗 奕



二等奖

单 位 获奖同学 单 位 获奖同学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周奕如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侯伟奇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谭熠萍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任智勇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王泽栋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吴青青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程学俊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蔡 波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项心强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谭立全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邹丽娜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龚伊健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范子怡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吴涵婷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黄建洋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王冲建

南昌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冷慧佳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谢梦蓉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钟粤娇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高齐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游雯霞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熊耀霞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朱乐媛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余天祥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亦岸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邹婧怡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袁 建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游佳昕慧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容晟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严静雯

三等奖

单位 获奖同学 单位 获奖同学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叶雨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陈文杰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林丽莹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佳俊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冯 毅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周 洁

南昌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曾 铭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彭紫阳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李文思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周嘉远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徐冰露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邹宇礽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张 聪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艾 丰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张楚莹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元林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邵文杰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张 燕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熊 明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唐智辉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孙 会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程 依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吴明婷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刘家兴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刘欣烨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胡婉婷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何海生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陈雨夕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曾越伟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廖 文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谢树发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郭 妗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胡胜兰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谭宇浩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唐锦龙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邓子成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柴祖俊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孙琪昆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李方龙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肖忠霖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钟丽琼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杨平香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刘俊杰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何浩然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叶修凯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黄 娟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张 涛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李 菲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黄炜东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阙龙生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黄文鑫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李如玉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杨 敏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张义波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谢榕璘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章聪聪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余青青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陈佳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叶锐达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黄 旗



附件 3：“中文在线杯”2022 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信息素大

赛江西省赛区教师微课赛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

孙 楠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作品名称：《找工作怕被坑？教你评价企业靠谱不靠谱？》

二等奖

吴 钰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作品名称：《建筑工程类专业标准、规范信息检索技巧》

严雅婧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作品名称：《大学生文献查找学习》

三等奖

代佳佳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作品名称：《透视喧嚣背后的虚假信息，提升独立思维能力》

熊紫瑾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作品名称：《网虫变网龙：我用的浏览不一样》

吴梅丽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作品名称：《如何利用索书号查找图书》



附件 4： “中文在线杯”2022 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信息素

养大赛江西省赛区优秀指导老师奖获奖名单

单位名称 指导老师名单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
蔡华燕、陈徴文、徐良生、

司丹阳、张龙、赵璐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蔡克、熊冬萍、毛新华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邓青菁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洪标祥、方欣、蔡小霞

南昌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胡菊霞、胡俊、计卫、黄建宇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解建华、林珊、王婵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兰皓、黄婕、范瑞华、

袁尚华、章艳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罗词安、赵晓琳、黄凯、

吴刘丹、吴亲园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米力、徐爱妮、李明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宁建芳、符佳、章雁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秦勤、钟慧敏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孙楠、吴丽红、熊怡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家美、卢霞、丁烨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吴梅丽、周明芳、任玉慧、

郭琳芳、朱渔、艾莉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伍少平、缪伟、刘萍萍、

成静怡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谢宏兰、张欣欣、刘礼稳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熊紫瑾、刘雯、秦磊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阳东青、石和芹、余鑫海、 熊

淑云、蔡玲、余捷、

万浩诚、秦朝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 余海、张子珺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庄丹、严雅婧、陈宇、

胡延辉、罗川、陈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