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BSCO外文学术 助力学科服务

                                2022年读书节线上有奖问答活动获奖名单

姓名 联系电话 所属院校 奖项

郑** 133****0566 国防科技大学 特等奖

何* 187****1330 湖南城市学院 特等奖

李** 150****7906 湖南大学 特等奖

徐** 199****6219 湖南工程学院 特等奖

刘** 130****5945 湖南工商大学 特等奖

刘** 152****2389 湖南工商大学 特等奖

冯** 186****6250 湖南工业大学 特等奖

朱** 133****2652 湖南工业大学 特等奖

张** 186****5867 湖南理工学院 特等奖

方* 188****5597 湖南师范大学 特等奖

李** 137****8986 湖南医药学院 特等奖

黄** 173****5884 南华大学 特等奖

吴** 180****2508 南华大学 特等奖

熊** 151****9800 湘潭大学 特等奖

罗** 186****2165 长沙理工大学 特等奖

张** 156****0740 长沙师范学院 特等奖

郭* 177****4615 长沙学院 特等奖

周* 156****9133 长沙医学院 特等奖

陆** 182****6218 中南大学 特等奖

李** 166****830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特等奖

李* 135****4674 国防科技大学 一等奖

陈** 153****7319 国防科技大学 一等奖

吕** 137****4123 国防科技大学 一等奖

王* 155****6863 衡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雷* 151****1328 湖南城市学院 一等奖

王* 158****9232 湖南城市学院 一等奖

唐** 182****1397 湖南大学 一等奖

林** 189****9558 湖南大学 一等奖



梁** 139****0601 湖南大学 一等奖

黄** 151****6261 湖南工程学院 一等奖

詹** 153****7152 湖南工商大学 一等奖

许** 134****6579 湖南工商大学 一等奖

邵* 158****1848 湖南工学院 一等奖

陈** 176****6535 湖南工业大学 一等奖

唐* 138****9886 湖南工业大学 一等奖

崔** 159****3107 湖南工业大学 一等奖

卢** 159****4379 湖南科技大学 一等奖

赵** 136****2806 湖南理工学院 一等奖

彭** 150****9342 湖南农业大学 一等奖

邓** 199****261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一等奖

王* 135****8184 湖南师范大学 一等奖

刘** 131****2800 湖南师范大学 一等奖

李** 180****1420 湖南师范大学 一等奖

杨* 199****6261 湖南文理学院 一等奖

马** 186****6080 湖南医药学院 一等奖

余** 158****1632 湖南医药学院 一等奖

黄** 191****5903 湖南医药学院 一等奖

马* 191****3931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一等奖

彭** 135****8858 吉首大学 一等奖

何** 150****4891 南华大学 一等奖

田** 186****2396 南华大学 一等奖

莫** 182****9153 南华大学 一等奖

邵** 151****1621 南华大学 一等奖

伍* 183****0126 南华大学 一等奖

刘** 150****2079 南华大学 一等奖

朱* 182****9683 南华大学 一等奖

罗* 139****0361 邵阳学院 一等奖

陈** 184****9501 湘南学院 一等奖

邝** 155****5718 湘南学院 一等奖



刘** 188****9376 湘潭大学 一等奖

陈** 199****7827 湘潭大学 一等奖

刘* 182****8710 湘潭大学 一等奖

童* 150****3527 长沙理工大学 一等奖

郭** 189****2306 长沙理工大学 一等奖

罗** 176****1608 长沙师范学院 一等奖

周** 158****6831 长沙学院 一等奖

欧** 138****1972 长沙学院 一等奖

周** 150****4132 长沙学院 一等奖

郭** 177****1355 中南大学 一等奖

彭** 185****460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一等奖

徐** 155****5160 国防科技大学 二等奖

吴** 139****2638 国防科技大学 二等奖

钟** 132****9232 湖南城市学院 二等奖

兰** 185****4267 湖南大学 二等奖

吴** 139****5552 湖南大学 二等奖

刘* 182****0854 湖南大学 二等奖

万** 155****444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二等奖

喻** 157****6957 湖南工程学院 二等奖

秦** 137****6144 湖南工商大学 二等奖

黄** 181****0830 湖南工商大学 二等奖

潘* 139****5868 湖南工业大学 二等奖

朱* 181****6866 湖南工业大学 二等奖

陈** 156****7558 湖南工业大学 二等奖

方* 136****1666 湖南理工学院 二等奖

刘** 185****5814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二等奖

李* 137****2526 湖南师范大学 二等奖

党** 139****9384 湖南师范大学 二等奖

童** 173****2695 湖南文理学院 二等奖

陈** 193****7609 湖南信息学院 二等奖

刘* 155****9890 湖南医药学院 二等奖



王** 189****2758 湖南医药学院 二等奖

于* 199****7001 湖南中医药大学 二等奖

刘* 158****0568 吉首大学 二等奖

石** 159****4563 吉首大学 二等奖

李** 181****3739 南华大学 二等奖

姜** 135****0570 南华大学 二等奖

蒋* 188****3578 南华大学 二等奖

张* 172****4029 南华大学 二等奖

雷** 166****0018 南华大学 二等奖

金* 153****9175 南华大学 二等奖

畅** 198****8748 南华大学 二等奖

周** 178****4818 邵阳学院 二等奖

罗* 173****2733 湘南学院 二等奖

李** 173****2683 湘南学院 二等奖

袁** 182****1567 湘潭大学 二等奖

廖** 135****7016 湘潭大学 二等奖

彭** 189****8690 湘潭大学 二等奖

黄** 131****2058 湘潭大学 二等奖

程** 150****6567 湘潭大学 二等奖

张** 138****4150 长沙理工大学 二等奖

刘* 183****1901 长沙理工大学 二等奖

陈* 152****4802 长沙理工大学 二等奖

凌** 189****3022 长沙师范学院 二等奖

戴** 182****0130 长沙师范学院 二等奖

冯* 151****6628 长沙学院 二等奖

伍** 158****8983 长沙学院 二等奖

贺** 137****6413 长沙医学院 二等奖

肖** 188****0800 中南大学 二等奖

肖** 152****8482 中南大学 二等奖

李** 176****728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二等奖

杨* 150****0323 国防科技大学 三等奖



刘* 131****6299 国防科技大学 三等奖

莫** 130****3609 国防科技大学 三等奖

许** 135****6186 衡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廖** 150****3650 衡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张** 132****3470 湖南城市学院 三等奖

王** 183****6206 湖南大学 三等奖

兰** 136****2586 湖南大学 三等奖

邹* 136****8531 湖南大学 三等奖

仇** 156****2217 湖南大学 三等奖

陈** 151****6540 湖南工程学院 三等奖

黄** 181****1330 湖南工程学院 三等奖

刘** 199****4512 湖南工程学院 三等奖

王** 189****9152 湖南工商大学 三等奖

王** 166****7906 湖南工商大学 三等奖

何* 187****2372 湖南工商大学 三等奖

曹* 156****4263 湖南工商大学 三等奖

徐* 182****2036 湖南工学院 三等奖

文** 189****7175 湖南工业大学 三等奖

黄** 136****8711 湖南工业大学 三等奖

刘** 189****9813 湖南工业大学 三等奖

张* 181****9316 湖南工业大学 三等奖

邓** 138****5252 湖南工业大学 三等奖

易* 139****7208 湖南工业大学 三等奖

范** 181****4831 湖南理工学院 三等奖

赵** 185****4546 湖南理工学院 三等奖

李* 186****359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三等奖

瞿** 152****779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三等奖

陈** 151****1346 湖南师范大学 三等奖

欧** 186****7547 湖南师范大学 三等奖

何** 155****2662 湖南师范大学 三等奖

杨** 186****4229 湖南文理学院 三等奖



胡* 152****7145 湖南文理学院 三等奖

张* 153****0302 湖南信息学院 三等奖

杨* 147****9596 湖南信息学院 三等奖

周** 150****8342 湖南医药学院 三等奖

宁** 132****9959 湖南医药学院 三等奖

李* 199****1179 湖南医药学院 三等奖

蒲* 188****2280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三等奖

刘** 157****4729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三等奖

郭** 131****0975 吉首大学 三等奖

钟** 136****0259 吉首大学 三等奖

倪** 188****3227 南华大学 三等奖

李* 166****1223 南华大学 三等奖

王* 151****0910 南华大学 三等奖

曾** 182****3033 南华大学 三等奖

陆** 151****9335 南华大学 三等奖

李** 131****6270 南华大学 三等奖

尤** 181****0265 南华大学 三等奖

马** 187****8107 南华大学 三等奖

彭** 158****2059 南华大学 三等奖

刘** 182****7525 邵阳学院 三等奖

刘** 176****7767 邵阳学院 三等奖

王* 172****0769 湘南学院 三等奖

周** 183****4698 湘潭大学 三等奖

陈** 175****5237 湘潭大学 三等奖

陈** 139****7032 湘潭大学 三等奖

欧** 198****0185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王* 198****2208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向** 136****0684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史** 151****2086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张** 173****6061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聂** 191****3239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刘** 182****4739 长沙理工大学 三等奖

龙** 130****1218 长沙师范学院 三等奖

陈** 182****2684 长沙师范学院 三等奖

冯** 182****0281 长沙师范学院 三等奖

周** 173****8406 长沙师范学院 三等奖

周** 172****3943 长沙学院 三等奖

夏** 155****9139 长沙学院 三等奖

简** 187****2595 长沙学院 三等奖

杨** 188****7652 长沙学院 三等奖

赵** 177****1395 长沙学院 三等奖

牛** 178****0784 长沙医学院 三等奖

戴** 178****0357 长沙医学院 三等奖

李** 153****7596 中南大学 三等奖

董** 158****5846 中南大学 三等奖

田** 158****426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三等奖

陆* 185****375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三等奖

陈* 132****09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三等奖

杨* 132****0727 国防科技大学 纪念奖

房** 157****8281 国防科技大学 纪念奖

杜* 178****2322 国防科技大学 纪念奖

黄* 156****7838 国防科技大学 纪念奖

刘** 131****4548 国防科技大学 纪念奖

胡** 180****2873 衡阳师范学院 纪念奖

刘* 156****2959 湖南城市学院 纪念奖

邓** 150****0062 湖南城市学院 纪念奖

欧** 191****6687 湖南城市学院 纪念奖

喻** 158****8316 湖南大学 纪念奖

王** 178****7937 湖南大学 纪念奖

耿** 181****2204 湖南大学 纪念奖

杨* 166****5021 湖南大学 纪念奖

赵** 152****2556 湖南大学 纪念奖



刘** 150****6386 湖南大学 纪念奖

刘** 186****4119 湖南大学 纪念奖

梁* 173****2036 湖南工程学院 纪念奖

彭** 173****0972 湖南工程学院 纪念奖

吾** 199****7192 湖南工程学院 纪念奖

谭* 131****7367 湖南工商大学 纪念奖

嵇** 172****7510 湖南工商大学 纪念奖

刘** 156****5105 湖南工商大学 纪念奖

彭** 151****3810 湖南工商大学 纪念奖

颜** 158****6386 湖南工商大学 纪念奖

陈** 183****4585 湖南工学院 纪念奖

凌** 186****3456 湖南工业大学 纪念奖

曾* 158****7911 湖南工业大学 纪念奖

蒋** 158****6241 湖南工业大学 纪念奖

练** 147****5488 湖南工业大学 纪念奖

程* 155****8692 湖南工业大学 纪念奖

张** 180****4768 湖南理工学院 纪念奖

冯** 138****2335 湖南理工学院 纪念奖

周** 188****8870 湖南理工学院 纪念奖

杨** 155****955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纪念奖

丁** 189****5125 湖南师范大学 纪念奖

刘** 189****2293 湖南师范大学 纪念奖

穰* 181****3763 湖南师范大学 纪念奖

刘* 188****8646 湖南师范大学 纪念奖

雷** 151****7241 湖南师范大学 纪念奖

王** 189****7685 湖南文理学院 纪念奖

唐** 156****1627 湖南文理学院 纪念奖

曾** 177****0617 湖南信息学院 纪念奖

彭* 158****6756 湖南医药学院 纪念奖

黄** 188****9971 湖南医药学院 纪念奖

李** 158****5947 湖南医药学院 纪念奖



江** 173****5148 湖南医药学院 纪念奖

李* 155****6790 湖南中医药大学 纪念奖

汤** 153****1206 吉首大学 纪念奖

杨* 187****5113 吉首大学 纪念奖

宋** 183****9673 吉首大学 纪念奖

黄** 187****6194 南华大学 纪念奖

毛** 155****7253 南华大学 纪念奖

张* 185****6112 南华大学 纪念奖

赵** 178****6156 南华大学 纪念奖

赵* 188****7651 南华大学 纪念奖

唐** 151****2750 南华大学 纪念奖

康** 150****2172 南华大学 纪念奖

郑** 156****1657 南华大学 纪念奖

刘* 188****4919 南华大学 纪念奖

丁** 152****9396 南华大学 纪念奖

曾* 153****8981 南华大学 纪念奖

刘** 182****3521 南华大学 纪念奖

赵** 166****5356 南华大学 纪念奖

赵** 176****5702 南华大学 纪念奖

邬** 136****3992 南华大学 纪念奖

陈* 188****2619 南华大学 纪念奖

罗* 137****9935 南华大学 纪念奖

王* 173****8112 南华大学 纪念奖

李** 189****3723 南华大学 纪念奖

邹* 177****0974 南华大学 纪念奖

田** 172****0690 湘南学院 纪念奖

曹** 177****6219 湘南学院 纪念奖

陈** 191****1815 湘南学院 纪念奖

林** 198****0211 湘潭大学 纪念奖

吴** 152****0276 湘潭大学 纪念奖

曹* 156****9656 湘潭大学 纪念奖



王** 181****5669 湘潭大学 纪念奖

朱** 152****5202 长沙理工大学 纪念奖

萨** 191****2079 长沙理工大学 纪念奖

赵** 152****9958 长沙理工大学 纪念奖

许* 152****2146 长沙理工大学 纪念奖

周** 173****5470 长沙理工大学 纪念奖

黄* 176****0106 长沙理工大学 纪念奖

薛** 173****7676 长沙师范学院 纪念奖

陈** 181****8237 长沙师范学院 纪念奖

王** 137****0586 长沙师范学院 纪念奖

姜** 153****9281 长沙师范学院 纪念奖

张* 166****8958 长沙学院 纪念奖

冯* 191****1703 长沙学院 纪念奖

武** 177****9104 长沙学院 纪念奖

唐** 167****4202 长沙学院 纪念奖

易** 152****0796 长沙学院 纪念奖

姚** 130****6505 长沙学院 纪念奖

阳** 186****6385 长沙医学院 纪念奖

李** 183****9178 中南大学 纪念奖

亢** 186****3368 中南大学 纪念奖

谭* 152****288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纪念奖

肖** 195****341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纪念奖

姚** 135****772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纪念奖

李** 182****372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纪念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