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图书馆名称 初赛收到稿件篇数

1 右江民族医学院 16

2 广西科技大学 30

3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12

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3

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4

6 广西民族大学 94

7 广西中医药大学 129

8 百色学院 61

9 广西医科大学 4

10 玉林师范学院 289

11 南宁师范大学 25

12 河池学院 46

13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2

14 桂林理工大学 80

15 北部湾大学 43

16 广西大学 37

17 广西财经学院 22

18 广西师范大学 112

19 广西警察学院 45

20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36

合计 1120

本科院校组

附件1：各高校图书馆参赛作品提交情况



序号 图书馆名称 初赛收到稿件篇数

1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19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3

3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5

4 广西中医药大学（高职组） 1

5 广西财经学院防城港学院 8

6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42

7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9

8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59

9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0

10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1

11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53

12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14

13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6

14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7

15 广西教育学院 60

合计 597

高职高专组



序
号

院校名称
决赛
人数

姓名 文章标题 成绩 备注

1 右江民族医学院 1 覃雪琴 英雄情怀涤荡人心 ——小谈《湄公河行动》 86

黄翠莲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8

王玉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芳华 96

3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1 李峻昊 “穷”途是否末路  ——评电影《我不是药神》

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 吴洋 面对真实 无问西东 96

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1 贾昊 大难兴邦—评唐山大地震 92.5

韦诗诗 框式构图与无问之问——评《无问西东》 95

郭辰峰 《我不是药神》中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辩证性思考 90

黄环华 你心中的眷恋与向往，像极了我回忆中的泪水与放下 86.6667

马嘉懿 百年清华史，不变人间情——探《无问东西》 86.6667

路雅雯 《话说红海行动》 86

李静怡 流浪地球：第一部国民科幻电影 85

附件2： 第一届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入围决赛人员名单

本科院校组

广西民族大学6 8

2 广西科技大学 2



刘丹丹
何须缘由至始终

——评《无问西东》
85

莫祖竟 《论<我不是药神>:人性的胜利》 85

陆彩霞 《大人物》观后感 95.09

覃赵梅 你是药神——观《我不是药神》有感 91.21

黄永原 《流浪地球》 有感 90.42

黄菲 药物的价值——《我不是药神》影评 90.19

蒙双 芳华年里说《芳华》 89.86

周梦立 红海♥中国军魂 89.63

陆贵任 话说《我不是药神》 89.48

邓春娟 《谈谈〈我不是药神〉》 88.51

廖丽菲 《我不是药神》影评 87.87

赵春雨 《我不是药神》影评 87.48

梁静宜
金三角毒品战中人性天平的倾斜  ——评《湄公河行

动》中的至善与极恶
87.41

苏玉琼 《不止平凡——评〈我不是药神〉中的神性光辉》 91

谭鸿泽 《无问西东》观后感 89.5

9 广西医科大学 1 朱春霞
《于时光中逝去的芳华，于回忆中永恒的青春—

—%E2%80%8E浅谈_芳华_》

7 广西中医药大学 11

8 百色学院 2



严奕娇 一代人的芳华已逝——《芳华》影评 一等奖

黄萍 《我不是药神》观后感 一等奖

李莉莉 观《我不是药神》有感 一等奖

吴灵词 二十三秒，三十二年——《唐山大地震》观影感 一等奖

蒙家儿 《战狼2》影评 一等奖

黄银霞 向爱而生——《战狼2》影评 二等奖

邓莎莎 《我不是药神》影评 二等奖

刘银燕 错乱时空的艺术——《无问西东》观后感 二等奖

伍雅萍 《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无问西东） 一等奖

王文仙 《影评（唐山大地震)》 二等奖

12 河池学院 1 林木凡 渡人渡己——《我不是药神》 95

13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 江火焱 《梦在青春在，青年永远在追梦路上<中国合伙人>》 一等奖

陆祯瑶
因国强，而直脊

——评电影《战狼2》
81.83分

吴燕杏 《战狼2》影评 78.00分

张德宇 观《大人物》有感 77.83分

梁俊聪 《话说<红海行动>》 77.17分

南宁师范大学 2

玉林师范学院 810

11

桂林理工大学 714



郭育硕 中国社会的法与情——《我不是药神》影评 76.83分

汪渭森 观《流浪地球》有感 76.50分

黄杭婷 你我皆凡人，能够以钱换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76.33分

卜江燕 《当我们仰望群星，希望之光永不熄灭》 88

何景胜 《浅谈“无问西东”》 87

张潇月 《希望是像宝石一样珍贵的东西——浅析流浪地球》 87

魏雯洁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唐山大地震 86

何宸仪 土法炮制“小破球”：《流浪地球》的瑕与瑜 86

李芬兴
侧耳倾听

  ——论《无问西东》声音艺术创作分析
85

陈娟 《无问西东》：一部关于崇真选择的青春启示录 85

龚健 心安则为之——《我不是药神》影评 84

17 广西财经学院 1 孔烨梅 大人物 84

张彬 话说（评析）新时代红色电影佳作《智取威虎山》 95

祁泽宇 尴尬的粉饰，精致的商品——评《芳华》 94

伍韵诗 从《流浪地球》看中国人文精神 93

蒋静 观《无问西东》有感 92

广西大学 4

北部湾大学 415

16



汪玥 自我与超越——浅论《我不是药神》 91

郑诗敏 《我不是药神》影评 90

李岳航 理想主义下的英雄革命故事 89

刘国武 和平之下，良知背后 88

侯佳颖 芳华已逝，芳香长流 87

谢海妹  评《无问西东》 86

冯丽羽 《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中国合伙人>》 A-

吴月清 《穷则变——观<我不是药神>有感》 A-

易梁丽 《<无问西东>影评》 A+

廖燕文 《战狼Ⅱ》：华语影坛时代主旋律动作片的标杆 93.5

莫锦燊
《流浪地球》：把科幻电影烹炒成中国味道需要几

步？
91

卢临佳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评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主题思想
90

梁嘉豪
我们都是“药神”

 ——我们生而平凡，不是所有人都要活得深刻
90

陈洁连
莫负芳华

-------评《芳华》中刘峰的人物形象
90

合计 72

桂林航天工业
学院还剩一个
名额，但是余
下3人分数相
同，请自行再
选出一名参赛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320

广西师范大学 1018

广西警察学院 319



序
号

图书馆名称
决赛
人数

姓名 文章标题 成绩 备注

蓝金雅 话说《流浪地球》 第一名

田美玲 《毒战》 第二名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 袁春晓 《话说（我不是药神）》 80分

韦桂玉
生命皆须臾  且行且珍惜
——观《唐山大地震》有感

入围

朱杰
站着把钱挣了

——话说姜文《让子弹飞》
入围

4 广西中医药大学（高职组） 1 李泳淋 观《集结号》有感

5
广西财经学院防城港学院（高职

高专组）
1 陈连 人有悲欢离合----观《唐山大地震》有感 85分

王金样 《话说(战狼2)》 96

陈展图 我们能改变什么吗？《我不是药神》 95

梁朝明 《流浪地球》影评——中国新科幻里程碑 94

许欣 《我不是药神影评：想活着这有什么罪呢》 93

谢福庆 《流浪地球》观后感   回家的路 92

7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 何添宇 我的世界在真实与虚幻之间

6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5

1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2

3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

高职院校组



李俊 战狼2 85.3

李虔旭 流浪地球与中国科幻 85

王荣强 我不是药神 85

叶雪滢 流浪地球 84

吴增华 邪恶的霸道敌不过正义的法律 82

朱茂盛 中国式英雄主义 82

覃鸣园 流浪地球 81

梁烊宾 流浪地球 81

吴良升 战狼2 80.66

郑文康 流浪地球 80.66

胡秀莞 热血报国，扬我国威 80.66

王建锋 中国合伙人 80.33

赖添仪 药神不能医尽世间病 80

梁元邦 是国内电影的突破还只是“情怀” 79.6

杨廷弟 让子弹飞 79.6

林晓武 大人物 79

8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0



陈思宏 流浪地球 79

钟幸娟 流浪地球 78.66

岳俊楠 流浪地球，让人心不再流浪 78

韦春 正义之心 77.66

骆超汛 《鉴赏〈智取威虎山〉》 87

雷茜茜 《我不是药神》影评 86

何忠玲  《芳华》影评 86

洪念清 阳光穿透云翳—《我不是药神》 92

谭思婷 《我不是药神》：法中亦存情 88

林俊龙 《三个聪明人——评让子弹飞》 84.7

陈杰 浅谈《我不是药神》 84.3

罗立文 《青春不逝，芳华长存——评芳华》 84

何毅 《高举红旗，让世界看清中国——评战狼2》 83.3

李兰欣 浅析《战狼2》 83.3

王飞莹 《冉冉芳华，隽永深情——评芳华》 83.3

黄美榕 《浅评流浪地球》 83

9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

10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黄天伦 《给我们生的希望——评我不是药神）》 83

梁春花 《心灵的沉击——评我不是药神》 83

石昌琥 《战狼2》之强国之魄 83

王武强 《话说让子弹飞》 83

伍辉明 《满腔热血，为之筑梦——评战狼2》 83

谢诗婷 《热血战狼——评战狼2》 83

杨欣颖 《心灵的救赎——评我不是药神》 83

黄远明 《流浪地球》观后感 83

曾汉锋 《大人物》谈谈 82.7

何海边 《愿你此生爱你所爱——评无问东西》 82.7

黄秋芬 浅谈《红海行动》 82.7

黄燕美 《人间自有真情在-评我不是药神》 82.7

黎燕 《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评流浪地球》 82.7

梁韬  观《流浪地球》有感 82.7

马秋兰 《天价无心药，情法似有情》 82.7

朱嘉玲 《扬国威，颂军魂——评战狼2》 82.7

11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9

广西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还剩
4个名额，但
是余下8人分
数相同，请自
行决定参赛者

名单



唐微 这场流浪之旅，推动的仅仅是地球吗？

周伟强 《评论〈我不是药神〉》

黄珍玉 《流浪地球》影评 85

薛妃伶 《唐山大地震》影评 83

罗艳果 不负自芳华，岁月润无声 92

何霖 勇者无畏，强者无敌 90

罗淑文 品影看世界——评《我不是药神》 86

李雯霞  《生命脆弱，留下希望》

周诗欣 《选择,无问西东》

杨秀  《石头缝里透进的阳光》

李雪婷  《被选择的印度格列宁》

肖文清  《话说<红海行动>》

黄诗雨 《看<流浪地球>，感受科幻片崛起》

彭秋冬 《阳光之下，岁月静好》

合计 71

15 广西教育学院 7

13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14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12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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