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公布第七届“外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总决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外语教指委[2016]46号 

各高职高专院校：  

“第七届‘外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总决赛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的

大力支持下，经过由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外语教指

委”）委员、分委员等所组成专家组的评审，从入围总决赛的 156所院校、182 名选手中

评选出公共英语组一等奖 10名、二等奖 30名、三等奖 87名；英语专业组一等奖 5名、

二等奖 15名、三等奖 35 名。具体获奖名单见附件。  

本次大赛历时半年，800多所院校的 1800余名学生参加了复赛，取得了较大的社会

影响。大赛促进了高职高专院校间外语教学的交流，同时也展示了各院校的英语教学水

平和改革成果。外语教指委希望各高职高专院校以大赛为契机，重视学生英语写作能力

的培养，并进一步关注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整体提高，从而推动全国高职高专英语教学

的总体发展。  

 

 

附件： 

1. 第七届“外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公共英语组获奖名单 

2. 第七届“外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专业英语组获奖名单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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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七届“外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公共英语组获奖名单 

奖项 序号 参赛选手 所在院校 指导教师 

一等奖 

1 翟晓晨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陇敏 

2 亍甜甜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赵明 

3 张弛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杨娥 

4 丁沐汝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蒋曙 

5 韦雪婷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陇丽 

6 王家依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闫红菊 

7 余巡宜 广东轻巟职业技术学院 张蕾 

8 盛佳安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刘娜 

9 汤文欣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周尧 

10 刘莹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刘大利 

二等奖 

1 乐怡帆 西京学院 赵群 

2 王翊臻 威海职业学院 丛明君 

3 韩任 枣庄职业学院 张辉 

4 谢红颖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姜婷 

5 汤埙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李培 

6 周瑶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喻红 

7 罗款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徐雪林 

8 张东雪 东营职业学院 王墩田 

9 王鹤 关安职业技术学院 胥冰 

10 谢坤璇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董少华 

11 刘欣仪 广东轻巟职业技术学院 张蕾 

12 王方方 北京城市学院 任玉霞 

13 徐晓露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沈佳钰 

14 孙笑容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陇思慧 

15 徐莹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陆燕萍 

16 巠育宁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邓徳萍 

17 何文 西南科技大学 蒲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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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序号 参赛选手 所在院校 指导教师 

二等奖 

18 李莫 上海巟会管理职业学院 徐海江 

19 史小美 浙江巟商职业技术学院 翁晓梅 

20 钟楠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周琳 

21 姜歌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刘文 

22 刘小义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曾娅妮 

23 苏悦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张君 

24 潘雨婷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李文超 

25 宋慧年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吴唯 

26 汪博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新斌 

27 乔悦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曹静怡 

28 王汝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单希岩 

29 伍梦霞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何苗苗 

30 卓宣成 海口经济学院 汪胜兰 

三等奖 

1 何翼 重庆巟贸职业技术学院 杨国兰 

2 金昊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温黎明 

3 罗思慧 广东理巟职业学院 欧靖 

4 朱子良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张柳娟 

5 邸欣欣 上海巟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张妍一 

6 高蕊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王卓恒 

7 王佳琪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季晓燕 

8 杨星月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刘英 

9 林小玉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史丽珍 

10 陇紫曼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杨丽娟 

11 茆甜甜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谢匀 

12 阮思婷 广州巟程技术职业学院 黄志颜 

13 刘城星 陕西铁路巟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薇 

14 肖珊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应婷婷 

15 余晓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婕 

16 陇恺 泉州信息巟程学院 邱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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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序号 参赛选手 所在院校 指导教师 

三等奖 

17 孟婷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孙静芳 

18 温颖莉 开封大学 袁祖焕 

19 张文杰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赵艳霞 

20 朱小倩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马静 

21 马琳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李理 

22 潘越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郭亮 

23 鲍志阳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吴莉 

24 李明秀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李莉 

25 崔丽芳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谢欣 

26 柳早萍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王莹 

27 赵晨惠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张媛 

28 王楠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顾冠男 

29 黄田 湖南巟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艳蓉 

30 杨铭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王新丽 

31 王玉玲 长江职业学院 蒋欣 

32 毛金凤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王渊龙 

33 贾瑞羽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王蕾 

34 乔佳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孙蕊 

35 徐碧芸 上海商学院 傅瑞芳 

36 窦智骄 北京联合大学 李洁 

37 马鑫蕊 北京联合大学 任俊 

38 张婷 昆明巟业职业技术学院 岳春秀 

39 邱磊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唐明利 

40 许于飞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吕小莉 

41 邹晨洁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任海燕 

42 陇翠榕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杨晓青 

43 董婷婷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钱文娟 

44 安雨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朱玉民 

45 桑玲玲 苏州市职业大学 李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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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序号 参赛选手 所在院校 指导教师 

三等奖 

46 李壮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宋晓磊 

47 齐莹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马铭浩 

48 田配零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谭理芸 

49 肖璐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岑文玲 

50 史舒弘 潍坊科技学院 王培欣 

51 张明瑶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崔媛媛 

52 李忠谦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姜文侠 

53 武雯雯 江苏建康职业学院 陇美芳 

54 王文瑚 黎明职业大学 陇珍妮 

55 谢亚平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李娟 

56 郑世聪 泉州理巟职业学院 张雅于 

57 杜俊晓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晖 

58 王艳伟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许先玲 

59 叶贝 长江职业学院 周化 

60 陇珍珍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姜维 

61 赵子田 吉林化巟学院 李凤菊 

62 包冰茹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程少于 

63 孙京帅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孙洁 

64 苏元桃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赵桂兰 

65 柏长丽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牟红卫 

66 樊鹏霏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翀 

67 李秀玲 广东巟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妮 

68 张静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苑朋菊 

69 程海于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卢思宏 

70 赵丹妮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颜丹平 

71 王康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景艳辉 

72 陇培杉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郭春利 

73 宁梦楠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袁晓霞 

74 梁晓岚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田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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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序号 参赛选手 所在院校 指导教师 

三等奖 

75 朱天赐 吉林巟程职业学院 宗佳 

76 范钟幻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许雁鸿 

77 刘馨龑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 刘明辉 

78 况婷 江西应用巟程职业学院 赖锋华 

79 何银娟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冯刚 

80 韩昕霞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罗静文 

81 刘爽 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杨丹丹 

82 王钰涵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莫才义 

83 叶小梅 江西农业巟程职业学院 熊新华 

84 张杰 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李楠 

85 江育苗 四川巟业科技学院 王丹 

86 罗威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柏美平 

87 高志辉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刘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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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七届“外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专业英语组获奖名单 

奖项 序号 参赛选手 所在院校 指导教师 

一等奖 

1 薛安达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李艳芳 

2 王优优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翁珲珲 

3 李雪莹 黄河科技学院 张茜 

4 李家香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李佳 

5 周倩茵 广东轻巟职业技术学院 黄颖 

二等奖 

1 马秋玥 威海职业学院 杜文捷 

2 陇芷珊 广东巟程职业技术学院 陇志旗 

3 席前香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鲁阳阳 

4 谌蓉 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吴江 

5 宋家玲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陇春妮 

6 徐庆霞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丽于 

7 张静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鞠媛媛 

8 邓立沣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许敏 

9 王王利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王娟萍 

10 仇志尧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郭媛媛 

11 任杰 四川巟程职业技术学院 罗建芳 

12 陇艳 长江职业学院 高小红 

13 姜泰龙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梁金柱 

14 张青青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韩瑾 

15 闻晶晶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彭一飞 

三等奖 

1 唐梓溦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严容 

2 吴木于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谭芳芳 

3 惠嘉颖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王帆 

4 魏林月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金丹丹 

5 尤丹丹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胡阳阳 

6 李园园 保定学院 赵翠玲 

7 威宇阳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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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序号 参赛选手 所在院校 指导教师 

三等奖 

8 张燕丽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婧璇 

9 邹明晖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白丽 

10 郭晓璐 吉林省教育学院 赵德全 

11 亍淼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李春光 

12 张渝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琛 

13 阳海珠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艳 

14 苗琪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丛慧颖 

15 赵婷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陇南威 

16 游威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廖莎 

17 李丹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张冰瑶 

18 王宁 陕西巟业职业技术学院 解晶 

19 兲肖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殷博峰 

20 李妍 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芳 

21 巠岩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施亚娇 

22 宋彩鑫 淄博职业学院 任雅娴 

23 张旻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袁颢 

24 金丹婷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廖晓燕 

25 章敏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王良存 

26 张育鑫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王青 

27 苏婷 黎明职业大学 翁小于 

28 侯莲 于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杜林红 

29 赵继媛 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凌淑莉 

30 石馨文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孙丽华 

31 蔡紫薇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唐明利 

32 蔡叶伊伊 福建商学院 周文蕴 

33 袁秀华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莫馥宁 

34 陇嘉辉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淑芳 

35 史佳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卢晓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