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校 书名 书评编号 奖项名次

1 吴泓磊 福建江夏学院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8723 一等奖
2 傅晓丽 福建警察学院 地球的红飘带 20403 一等奖
3 张逸云 福建师范大学 新儿女英雄传 10475 一等奖
4 郑婷婷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高山下的花环 17894 一等奖
5 林心怡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受戒 24884 一等奖
6 郭诗童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偷影子的人 11579 一等奖
7 黄涛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5231 一等奖
8 林姗姗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为了N 13673 一等奖
9 杨瑞菁 龙岩学院 子夜 27557 一等奖
10 林宇晴 闽江学院 苦难辉煌 13950 一等奖
11 熊春燕 闽南师范大学 活着 21382 一等奖
12 方晔 莆田学院 红旗谱 20288 一等奖
13 陈雅颖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平凡的世界 18832 一等奖
14 林雅静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摆脱贫困 19777 一等奖
15 陈巧萍 泉州师范学院 红岩 28047 一等奖
16 施尧 厦门华厦学院 苦难辉煌 26663 一等奖
17 朱舒凡 阳光学院 皮囊 16660 一等奖
18 胡晓笛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虚无的十字架 12991 二等奖
19 林艺璇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围城 27636 二等奖
20 陈诗琪 福建警察学院 复兴之路 26481 二等奖
21 傅晓丽 福建警察学院 平凡的世界（全三册） 28029 二等奖
22 林湟弼 福建警察学院 乡土中国 20061 二等奖
23 欧芳艳 福建师范大学 林海雪原 26516 二等奖
24 王林林 福建师范大学 我与地坛 10111 二等奖
25 侯雪薇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老人与海 17293 二等奖
26 刘加福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活着 16545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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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陈仁杰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动物庄园 21185 二等奖
28 余宣烨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青春万岁 21272 二等奖
29 张怡煖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杀死一只知更鸟 11813 二等奖
30 张培华 福建中医药大学 月亮与六便士 29000 二等奖
31 刘海秋 福州大学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26211 二等奖
32 叶靖焜 福州大学 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12789 二等奖
33 陈奕含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13211 二等奖
34 洪丽丽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恶心 14199 二等奖
35 王婷婷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月亮与六便士 18637 二等奖
36 王于华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10511 二等奖
37 曾慧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平凡的世界 20531 二等奖
38 朱健娇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浮生六记 12616 二等奖
39 费南茜 集美大学 红岩 27567 二等奖
40 何芳 龙岩学院 我们仨 25524 二等奖
41 曲从畅 龙岩学院 活着 20624 二等奖
42 谢湾塆 龙岩学院 边城 26317 二等奖
43 魏方琳 闽江学院 复兴之路 13748 二等奖
44 林绛雪 闽南师范大学 骗子 18051 二等奖
45 许传泷 闽南师范大学 围城 28069 二等奖
46 张欣 闽南师范大学 复兴之路 17519 二等奖
47 池小芸 莆田学院 偷影子的人 20987 二等奖
48 林晓芸 莆田学院 小王子 22624 二等奖
49 郑天源 莆田学院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28137 二等奖
50 陈婷婷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18676 二等奖
51 刘清清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红楼梦 24041 二等奖
52 欧春锋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子夜 26099 二等奖
53 田垚堃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百年孤独 19089 二等奖
54 郑龙静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红岩 25876 二等奖
55 郑雅馨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子夜 23446 二等奖
56 吴涛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红岩 9483 二等奖



57 林嫣岚 泉州师范学院 红楼梦 28401 二等奖
58 游静怡 厦门工学院 解忧杂货店 19420 二等奖
59 禹路 厦门工学院 苦菜花 19803 二等奖
60 张娜 厦门工学院 红岩 18174 二等奖
61 施尧 厦门华厦学院 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 26664 二等奖
62 吴燕珠 厦门华厦学院 苦菜花 22630 二等奖
63 李文杰 厦门医学院 红高粱家族 22063 二等奖
64 袁日连 厦门医学院 人间失格 21304 二等奖
65 陈晴琤 阳光学院 杀死一只知更鸟 9142 二等奖
66 黄思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活着 10261 二等奖
67 苏添明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辛德勒名单 27213 二等奖
68 苏添明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死亡诗社 23581 二等奖
69 施伊蔚 福建工程学院 朦胧诗新编 26706 三等奖
70 林霖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平凡的世界 12446 三等奖
71 林熤琅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解忧杂货店 15894 三等奖
72 陈晴 福建警察学院 撒哈拉的故事 27591 三等奖
73 黄宁 福建警察学院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18207 三等奖
74 王紫莹 福建警察学院 摆脱贫困 24385 三等奖
75 陈汉煌 福建农林大学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14207 三等奖
76 马臻峰 福建农林大学 单恋 8778 三等奖
77 王玉琴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偷影子的人 10382 三等奖
78 曾洁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平凡的世界 14730 三等奖
79 钟吉华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活着 8785 三等奖
80 冯静雯 福建商学院 解忧杂货店 28420 三等奖
81 王林林 福建师范大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0133 三等奖
82 赵源 福建师范大学 罗生门 22924 三等奖
83 兰晓玲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傲慢与偏见 26635 三等奖
84 林巧晰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人间失格 20954 三等奖
85 林月华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21874 三等奖
86 敬嘉隆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三体 10169 三等奖



87 郭丽旋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围城 28822 三等奖
88 李姗鸿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追风筝的人 24902 三等奖
89 林凤娇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挪威的森林 22684 三等奖
90 林小燕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星空电影青春纪念册 22397 三等奖
91 叶晨薇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活着 22829 三等奖
92 刘海秋 福州大学 月亮与六便士 25546 三等奖
93 王芷芸 福州大学 人间失格 28474 三等奖
94 艾璇璇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木棉.流年 8417 三等奖
95 陈佳莹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长安十二时辰 11526 三等奖
96 方慧琪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月亮与六便士 10477 三等奖
97 付梦诗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杀死一只知更鸟 15337 三等奖
98 后羿文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白夜行 15483 三等奖
99 黄煜莹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3579 三等奖
100 李铨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墨菲定律 8588 三等奖
101 林婕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肖申克的救赎 9099 三等奖
102 彭子贻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三体 13698 三等奖
103 孙泽楠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活着 15312 三等奖
104 何璐雯 黎明职业大学 月亮与六便士 25928 三等奖
105 简舒湉 龙岩学院 四世同堂 28314 三等奖
106 康然然 龙岩学院 百年孤独 24423 三等奖
107 林洁晨 龙岩学院 解忧杂货店 24073 三等奖
108 赵飞 龙岩学院 复兴之路:百年中国教科书与社会变革 28101 三等奖
109 邹锦祥 龙岩学院 浮生六记 25577 三等奖
110 LMX 闽江学院 人间失格 28303 三等奖
111 李乾熠 闽江学院 边城 13705 三等奖
112 田爽 闽江学院 活着 13180 三等奖
113 王馨妍 闽江学院 月亮与六便士 24399 三等奖
114 白玛扎西 闽南师范大学 复兴之路 15435 三等奖
115 甘庆珍 闽南师范大学 活着 24607 三等奖
116 赖敏婷 闽南师范大学 牛虻 25489 三等奖



117 林思佳 闽南师范大学 百年孤独 21667 三等奖
118 郑玲芙 闽南师范大学 围城 8919 三等奖
119 陈春苗 莆田学院 红岩 22497 三等奖
120 方晔 莆田学院 红楼梦 20291 三等奖
121 康乐淘 莆田学院 刀锋 9325 三等奖
122 梁艳霞 莆田学院 围城 26115 三等奖
123 张巧燕 莆田学院 活着 14710 三等奖
124 陈祥莲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833 三等奖
125 黄亚欣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杀死一只知更鸟 21008 三等奖
126 罗碧梅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小王子 18879 三等奖
127 肖雪薇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 18359 三等奖
128 许鑫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8099 三等奖
129 杨建煌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1172 三等奖
130 杨晶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19356 三等奖
131 叶海琴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活着 18880 三等奖
132 张琦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平凡的世界（全三册） 21911 三等奖
133 周畅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红岩 12116 三等奖
134 叶玉凤 三明学院 无声告白 10172 三等奖
135 李田田 武夷学院 黄河东流去 12491 三等奖
136 李田田 武夷学院 瓦尔登湖 10362 三等奖
137 杨欣蕾 武夷学院 雅舍谈吃 22748 三等奖
138 王诗尧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小王子 8302 三等奖
139 蓝雅萍 厦门工学院 小王子 18208 三等奖
140 林宏 厦门工学院 小王子 18550 三等奖
141 秦逸雯 厦门工学院 偷影子的人 18487 三等奖
142 许仟仟 厦门工学院 简爱（英文全本） 18206 三等奖
143 方静 厦门华厦学院 活着 23808 三等奖
144 林鹏玉 厦门华厦学院 平凡的世界 11747 三等奖
145 吕秋泳 阳光学院 活着 27487 三等奖
146 倪跃嘉 阳光学院 明朝那些事儿 16958 三等奖



147 张颖 阳光学院 偷影子的人 14299 三等奖
148 朱舒凡 阳光学院 活着 16698 三等奖
149 陈晓滨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熔炉 15707 三等奖
150 陈彦方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恶童日记 23596 三等奖
151 陈彦方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芳华 12027 三等奖
152 林小娜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撒哈拉的故事 27875 三等奖
153 王航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27218 三等奖
154 吴甜清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诗经往事 22729 优秀奖
155 邝敏薇 福建工程学院 平凡的世界 26724 优秀奖
156 韦胜利 福建工程学院 明朝那些事儿 26127 优秀奖
157 陈毓钜 福建警察学院 如何阅读一本书 28579 优秀奖
158 关键 福建警察学院 目送 20662 优秀奖
159 黄爵蕃 福建警察学院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28098 优秀奖
160 黄宁 福建警察学院 撒哈拉的故事 10369 优秀奖
161 林利芳 福建警察学院 青苔不会消失 12922 优秀奖
162 林毅 福建警察学院 诗经 27663 优秀奖
163 刘炜 福建警察学院 月亮与六便士 13855 优秀奖
164 刘雅玲 福建警察学院 杀死一只知更鸟 10247 优秀奖
165 张心悦 福建警察学院 活着 21962 优秀奖
166 钟友标 福建警察学院 我的凉山兄弟 21655 优秀奖
167 丁娜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围城 11415 优秀奖
168 陈舒婷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 苦难辉煌（全新修订增补版） 26156 优秀奖
169 韩淑锜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红岩 28341 优秀奖
170 魏春梅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红楼梦 12135 优秀奖
171 林巧香 福建师范大学 斯通纳 23181 优秀奖
172 刘雪琴 福建师范大学 平凡的世界 25581 优秀奖
173 谢雯娴 福建师范大学 包法利夫人 28522 优秀奖
174 谢雯娴 福建师范大学 围城 28483 优秀奖
175 杨可意 福建师范大学 红楼梦 27088 优秀奖
176 赵源 福建师范大学 喧哗与骚动 22927 优秀奖



177 陈楚璇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活着 18267 优秀奖
178 陈焙焙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 15773 优秀奖
179 陈慧鹏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偷影子的人 17320 优秀奖
180 甘子玉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活着 19065 优秀奖
181 林嘉萍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文学 17264 优秀奖
182 肖海露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云边有个小卖部 21102 优秀奖
183 徐慧婷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傲慢与偏见 10759 优秀奖
184 薛文清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浮生六记 19436 优秀奖
185 严琳静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钱学森 16432 优秀奖
186 詹爱梅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 16276 优秀奖
187 林运权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三体 16802 优秀奖
188 徐莹 福建医科大学 人生最美是清欢 16404 优秀奖
189 白小玉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目送 21188 优秀奖
190 陈书萍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边城 22415 优秀奖
191 陈思辰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目送 20759 优秀奖
192 陈子晗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干校六记 22416 优秀奖
193 郭雪茹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活着 21186 优秀奖
194 李倩怡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活着 24149 优秀奖
195 李煜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月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诗集 23877 优秀奖
196 刘歆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简爱（英文全本） 13410 优秀奖
197 张可欣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23711 优秀奖
198 张谢颖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倾城之恋 20802 优秀奖
199 陈钧鸿 福州大学 三体 22707 优秀奖
200 姚文瑞 福州大学 平凡的世界 14937 优秀奖
201 陈孟龙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子夜 18922 优秀奖
202 李玲萍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撒哈拉的故事 20959 优秀奖
203 刘雨虹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南京浩劫 28181 优秀奖
204 邱晨曦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疼 28209 优秀奖
205 袁丹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红岩 17491 优秀奖
206 张杰翔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孙子兵法 21846 优秀奖



207 周流帆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3880 优秀奖
208 陈艳琳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老人与海 15823 优秀奖
209 方舒慧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皮囊 8594 优秀奖
210 龚泽慧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活着 9681 优秀奖
211 郭锦标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桃花扇 8529 优秀奖
212 李婉琳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云边有个小卖部 15968 优秀奖
213 林思远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偷影子的人 13250 优秀奖
214 刘海林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红楼梦 15698 优秀奖
215 叶慧萍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杀死一只知更鸟 16104 优秀奖
216 詹鞠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三体 12401 优秀奖
217 陈晨 华侨大学 解忧杂货店 28345 优秀奖
218 张月群 集美大学 偷影子的人 10222 优秀奖
219 陈美溶 黎明职业大学 岛上书店 28548 优秀奖
220 吴雅颖 黎明职业大学 如父如子 16995 优秀奖
221 陈海燕 龙岩学院 小王子 21311 优秀奖
222 陈文婷 龙岩学院 我在等风，也在等你 28173 优秀奖
223 陈昀 龙岩学院 天蓝色的彼岸 21682 优秀奖
224 赖梦娟 龙岩学院 边城 26610 优秀奖
225 林雨欣 龙岩学院 文化苦旅 25190 优秀奖
226 刘珂 龙岩学院 白夜行 23634 优秀奖
227 魏燕玲 龙岩学院 平凡的世界 20657 优秀奖
228 谢惠锦 龙岩学院 嫌疑人X的献身 27543 优秀奖
229 叶鹭萍 龙岩学院 百年孤独 27072 优秀奖
230 朱文秀 龙岩学院 小王子 26520 优秀奖
231 彭紫淇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生最美是清欢 23754 优秀奖
232 明尧 闽江学院 悟空传 10711 优秀奖
233 沈丽君 闽江学院 解忧杂货店 20336 优秀奖
234 吴雯菲 闽江学院 杀死一只知更鸟 28488 优秀奖
235 张泽宇 闽江学院 穆斯林的葬礼 28265 优秀奖
236 赵雪婷 闽江学院 追风筝的人 28263 优秀奖



237 赵翌 闽江学院 极花 24561 优秀奖
238 高美琳 闽南师范大学 边城 22148 优秀奖
239 黄铭铭 闽南师范大学 红楼梦 12346 优秀奖
240 林婷 闽南师范大学 百年孤独 25226 优秀奖
241 施辉跃 闽南师范大学 穆斯林的葬礼 25392 优秀奖
242 王小芳 闽南师范大学 青春之歌 20492 优秀奖
243 许舒昕 闽南师范大学 百年孤独 10259 优秀奖
244 严君仪 闽南师范大学 月亮与六便士 25339 优秀奖
245 詹梦洁 闽南师范大学 复兴之路 16886 优秀奖
246 张佳瑜 闽南师范大学 荷马史诗·奥德赛 24115 优秀奖
247 庄欣苑 闽南师范大学 活着 26157 优秀奖
248 h jx 莆田学院 活着 8345 优秀奖
249 陈婉兰 莆田学院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20611 优秀奖
250 洪晓君 莆田学院 巴黎圣母院 17728 优秀奖
251 林清霞 莆田学院 浮生六记 22110 优秀奖
252 林滢 莆田学院 为了N 11963 优秀奖
253 卢倩 莆田学院 白夜行 22414 优秀奖
254 罗丽娜 莆田学院 人间失格 19657 优秀奖
255 阙施施 莆田学院 好诗共欣赏 26717 优秀奖
256 朱琴 莆田学院 平凡的世界 23340 优秀奖
257 陈冰如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遇见未知的自己 18321 优秀奖
258 陈梅燕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乱世佳人 18587 优秀奖
259 陈伟婷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间失格 21538 优秀奖
260 陈艳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活着 23635 优秀奖
261 戴幼珍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钱学森传 21609 优秀奖
262 黄艳萍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追风筝的人 23069 优秀奖
263 李梅鸿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仨 21616 优秀奖
264 林丹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浮生六记 18460 优秀奖
265 林贵华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解忧杂货店 18349 优秀奖
266 刘聪连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追风筝的人 19504 优秀奖



267 卢明道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老人与海 19004 优秀奖
268 沈秀燕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偷影子的人 24364 优秀奖
269 施莹莹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偷影子的人 23465 优秀奖
270 王其炜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围城 25390 优秀奖
271 王伟涛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白夜行 18809 优秀奖
272 尹新慧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解忧杂货店 25255 优秀奖
273 曾合敏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老人与海 18934 优秀奖
274 郑丽娜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红楼梦 19526 优秀奖
275 钟辰林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苦难辉煌（全新修订增补版） 21630 优秀奖
276 钟宇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仨 25742 优秀奖
277 陈李翠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偷影子的人 16209 优秀奖
278 兰华营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浮生六记 18124 优秀奖
279 许文权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我们仨 17096 优秀奖
280 游泽清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平凡的世界（全三册） 9239 优秀奖
281 蔡遵清 泉州师范学院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精) 27855 优秀奖
282 陈漫云 泉州师范学院 平凡的世界（全三册） 28219 优秀奖
283 陈亚娟 泉州师范学院 活着 9281 优秀奖
284 黄滢 泉州师范学院 万历十五年 28222 优秀奖
285 苏晓月 泉州师范学院 白夜行 25614 优秀奖
286 王友霖 泉州师范学院 三体 23853 优秀奖
287 王宇 泉州师范学院 围城 26793 优秀奖
288 倪莹婷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遇见未知的自己 20736 优秀奖
289 王婷 三明学院 追风筝的人 9735 优秀奖
290 陈杨晓华 武夷学院 平凡的世界 17959 优秀奖
291 韩吴瑕 武夷学院 台北人 20734 优秀奖
292 刘星羽 武夷学院 月亮与六便士 20543 优秀奖
293 毛昕沂 武夷学院 达芬奇密码 16371 优秀奖
294 汪焱 武夷学院 漂亮朋友 28370 优秀奖
295 温昕 武夷学院 人间失格 15972 优秀奖
296 熊冰颖 武夷学院 边城 16640 优秀奖



297 严富杰 武夷学院 外婆的道歉信 20055 优秀奖
298 陈欣怡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德米安:彷徨少年时 21511 优秀奖
299 王珏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傲慢与偏见 22622 优秀奖
300 陈天爱 厦门工学院 边城 23712 优秀奖
301 程智 厦门工学院 伤逝 21393 优秀奖
302 赖毅林 厦门工学院 偷影子的人 14134 优秀奖
303 刘宇迪 厦门工学院 解忧杂货店 28837 优秀奖
304 孙雪 厦门工学院 人间失格 18583 优秀奖
305 吴迪龙 厦门工学院 平凡的世界 21441 优秀奖
306 徐朝芳 厦门工学院 遇见未知的自己 15914 优秀奖
307 许娜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看见 17151 优秀奖
308 程灵歆 厦门华厦学院 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 23692 优秀奖
309 陈荷 厦门理工学院 月亮与六便士 28115 优秀奖
310 韦琪琪 厦门医学院 烈日灼心 28013 优秀奖
311 陈泽钦 阳光学院 复兴之路 11264 优秀奖
312 马苗苗 阳光学院 平凡的世界（全三册） 9864 优秀奖
313 汤桂玲 阳光学院 嫌疑人X的献身 12445 优秀奖
314 吴希文 阳光学院 高山下的花环 8772 优秀奖
315 叶俊羽 阳光学院 嫌疑人X的献身 11124 优秀奖
316 游依浓 阳光学院 小王子 27315 优秀奖
317 程文芯 仰恩大学 第七天 26584 优秀奖
318 李秀梅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活着 28409 优秀奖
319 李柔盈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月亮与六便士 16157 优秀奖
320 林陈光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间失格 18468 优秀奖
321 钟珀菱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百年孤独 12917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