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2021学年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汇总表

序号 学生姓名 院系 专业

1 马洪航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2 贾欣宇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3 陈明勇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方瑩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5 陈笑坷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6 高洁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7 张婧雅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8 王佳宁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9 乔宗稚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10 代忠辉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 王超然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12 金奇威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3 王涵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 聂志祎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15 张爽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6 张鸿贺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 韩旭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18 肖竞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 蔡旭龙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20 吕汝君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 王兆轩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22 张元子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23 刘胜男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4 索金帅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 刘晨西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6 金秋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27 宋馨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28 王少飞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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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姚文鹏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30 朱静宇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1 朱国庆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 郑志慧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3 兰茜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4 李为康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35 唐希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36 魏雪莲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37 杨振坤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8 秦丕杰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39 孟欣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40 马西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41 张文静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42 韩超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43 黄雪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44 姜焱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45 孙秋利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46 孙嘉营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47 张雨晴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48 杨春霞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49 王宏宇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50 邱实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51 杨新宇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52 马玉龙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53 齐浩君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54 俄立凤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55 巨楠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56 王潞瑶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57 玄冬雪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58 孙慧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59 王思雨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60 狄姝含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61 张文迪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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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关琳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3 孔德茹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4 王新阳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5 刘洋洋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6 姜宇鑫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67 林发娜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68 时晓文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69 焦绪玲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70 景文鑫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71 付珂珂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72 王利冕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73 吴羿南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74 纪银花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5 缑卓茜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6 赵珍珍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7 周玲玲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8 马雪婷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79 高立鑫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80 郭紫玲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81 石文迪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82 徐斌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83 许彤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84 郭梦媛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85 谭馨宇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86 孙鑫娟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87 张男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88 刘迎瑞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89 张家铭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90 王苗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91 杨绪杰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92 范宏庆 理学院 生物技术

93 刘昕旖 理学院 生物技术

94 张佳琦 理学院 化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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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王柳旭 理学院 化学（师范）

96 张静 理学院 化学（师范）

97 那玉杰 理学院 化学（师范）

98 范佳宁 理学院 应用化学

99 尹祺雅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0 张雪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1 曹梅桂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2 苗竞文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3 刘兆汗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4 许翠杰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5 焦明月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6 齐微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7 尹雨涵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8 张悦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09 谢安琪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10 侯明玮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11 齐琪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12 王晓琳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13 郝晗晰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14 姜爽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15 刘雪连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16 刘佳林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17 王子涵 理学院 统计学

118 刘娅 理学院 统计学

119 王仔一 理学院 统计学

120 王鑫 理学院 统计学

121 王佳惠 理学院 统计学

122 张亚杰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23 潘文龙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24 杨晋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25 张美玲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26 徐丽丽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27 赵国晶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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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曹轩瑜 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29 姜茹艳 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30 周广玉 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31 孙翘楚 理学院 生物技术

132 王珂 理学院 生物技术

133 李可欣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34 李思琦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35 赵春佳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36 梁捷 理学院 统计学

137 谢兵兵 理学院 统计学

138 郑志玲 理学院 化学（师范）

139 尧金萍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40 李娅婷 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41 姜雪 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42 宋超 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43 马亚新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44 李紫微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45 陈鹏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46 左镖石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47 杨扬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48 廖嘉鑫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49 王震山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50 林瑞雪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51 张华伟 人文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152 韩玉雪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53 马传啸 人文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54 徐亮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55 张志刚 人文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56 郑锐 人文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57 王丽萍 人文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58 王鑫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59 冯双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

160 丁路瑶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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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芦琳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62 姚红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63 孟祥楠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64 李美玉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65 赵峻 人文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66 刘禹杉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67 单金星 人文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

168 魏煜坤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

169 邹红锐 人文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70 吕梦瑶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71 黄丽妃 人文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

172 张太龙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73 张绵绵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74 卢帅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75 王立志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76 富晓宇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77 袁成禹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78 赵勇凯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79 黄晓萌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80 于博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81 李宁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82 鞠欣彤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83 杨磊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84 杨旭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85 温馨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86 赵云静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87 杨佳楠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88 刘士杰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89 张思旋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90 王微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91 曹斌祥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92 蔡秋璐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93 李树源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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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贾瑞秋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95 单增涛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96 李傲然 外国语学院 俄语

197 栾春月 外国语学院 俄语

198 王宇新 外国语学院 俄语

199 李欣茹 外国语学院 俄语

200 李小涵 外国语学院 俄语（师范类）

201 陈文庆 外国语学院 俄语（师范类）

202 黄佳慧 外国语学院 翻译（俄语方向）

203 方蓄 外国语学院 翻译（俄语方向）

204 王梦婕 外国语学院 翻译（俄语方向）

205 李鑫迪 外国语学院 翻译（俄语方向）

206 李星辰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07 韩颖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08 祝永祺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09 孙璇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10 江宏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11 郗爱雨 外国语学院 翻译（英语方向）

212 李贺杰 外国语学院 翻译（英语方向）

213 刘欣欣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14 杜博峰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15 李晓彤 外国语学院 俄语

216 赵正 外国语学院 俄语

217 刘润 外国语学院 俄语

218 李世伟 外国语学院 俄语

219 王钟瑶 外国语学院 俄语（师范类）

220 张明阳 外国语学院 俄语（师范类）

221 李佳慧 外国语学院 俄语（师范类）

222 刘陆洁 外国语学院 俄语（师范类）

223 潘晓雪 外国语学院 俄语（师范类）

224 张晶晶 外国语学院 俄语（师范类）

225 曾圣婷 外国语学院 翻译（俄语方向）

226 刘舒萍 外国语学院 翻译（俄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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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程慧慧 外国语学院 翻译（俄语方向）

228 李美凤 外国语学院 翻译（俄语方向）

229 袁湘楠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30 张雨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31 康晓青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32 王伟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33 杨晓迟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34 蔡坤窈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35 张特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36 杨洋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37 冯常宇 外国语学院 翻译（英语方向）

238 田佳茹 外国语学院 翻译（英语方向）

239 赵梓涵 外国语学院 俄语

240 滕丽秋 外国语学院 俄语

241 刘美琪 外国语学院 俄语

242 夏靖宜 外国语学院 俄语

243 王宏展 外国语学院 俄语（师范类）

244 李长林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45 唐争妍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46 李佳南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47 孙彦卓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类）

248 吴芊 外国语学院 翻译（英语方向）

249 吴丽娜 外国语学院 翻译（英语方向）

250 于秀兰 文化旅游学院 法学

251 侯俣鑫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52 刘悦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53 徐良 文化旅游学院 历史学（师范）

254 寇亚萍 文化旅游学院 历史学（师范）

255 宋滢滢 文化旅游学院 法学

256 王松兰 文化旅游学院 法学

257 王思琦 文化旅游学院 法学

258 曹雪琦 文化旅游学院 法学

259 钱梦婷 文化旅游学院 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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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刘紫怡 文化旅游学院 社会工作

261 周群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62 赵琦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63 孟秀月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64 夏蕾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65 李小萌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66 刘珊珊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67 王玉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68 田国艳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69 张敏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70 时昊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71 王霄元 文化旅游学院 法学

272 王淑艳 文化旅游学院 法学

273 王莹 文化旅游学院 法学

274 张悦 文化旅游学院 法学

275 李宏宇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76 廖秋萍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77 周凡依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78 陈鑫 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279 郝绍波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280 苏智慧 音乐学院 音乐学

281 尚雪松 音乐学院 音乐学

282 王百贺 音乐学院 音乐学

283 金阁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284 赵鑫 音乐学院 音乐学

285 侯天宇 音乐学院 音乐学

286 刘缘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287 李欣宇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288 武淑敏 音乐学院 音乐学

289 杨芳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290 侯丹丹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291 邹莹莹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292 金文昊 音乐学院 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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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郭佳祺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94 厉燕燕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法学

295 武冬旭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96 张浩岩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97 陈晓义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法学

298 张昊杨 美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

299 魏芳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300 邵虹瑄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301 曾磊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302 董宇宁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303 由立爽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304 晁惠珠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305 黄晓菲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法学

306 朱鼎新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307 王洁雯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308 张平 美术与设计学院 工艺美术

309 黄文利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310 宋梦乐 美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

311 赵淑雯 美术与设计学院 工艺美术

312 姜力琪 美术与设计学院 工艺美术

313 冯潇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法学

314 张秋怡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315 霍昱璇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316 高月阳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317 李红楠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318 龚敬博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319 李心蕾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320 杨行政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法学

321 刘爱娟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法学

322 朱嘉彦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法学

323 王珊珊 美术与设计学院 书法学

324 王佳慧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325 刘秋妍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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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董英男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327 徐鑫宜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328 吕壮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329 张敏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330 吴彩颖 美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

331 李梅 美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

332 蒲蛟 美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

333 杨旭 美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

334 杜向杰 美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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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2018742011 #N/A
2020742041 #N/A
2018592001 #N/A
2018762057 #N/A
2018742016 #N/A
2020752028 #N/A
2020752052 #N/A
2018762024 #N/A
2018742008 #N/A
2016592032 #N/A
2019742059 #N/A
2019752045 #N/A
2020593030 #N/A
2020742003 #N/A
2018752024 张爽
2020594045 #N/A
2019742040 #N/A
2019593036 #N/A
2018762020 #N/A
2019592005 #N/A
2020762001 #N/A
2020762004 #N/A
2019592003 #N/A
2020592052 #N/A
2019592078 #N/A
2018762023 #N/A
2019762023 #N/A
2018752023 #N/A
2019762024 #N/A
2019593041 #N/A
2020592077 #N/A
2019592058 #N/A
2020592067 #N/A
2020762066 #N/A
2019742019 #N/A
2020754029 #N/A
2020592081 #N/A
2018772009 #N/A
2018772017 #N/A
2018822060 #N/A
2018822013 #N/A
2018822025 #N/A
2018822022 #N/A



2018822011 #N/A
2018822010 #N/A
2018822064 #N/A
2018822012 #N/A
2020774025 #N/A
2020774045 #N/A
2019772019 #N/A
2019772008 #N/A
2019822059 #N/A
2019822005 #N/A
2019822012 #N/A
2019822058 #N/A
2020772021 #N/A
2020772056 #N/A
2020772060 #N/A
2020822019 #N/A
2020822058 #N/A
2018782009 #N/A
2018782056 #N/A
2018782051 #N/A
2018782089 #N/A
2018782068 #N/A
2018832052 #N/A
2018832001 #N/A
2020834015 #N/A
2018932009 #N/A
2018932019 #N/A
2018932016 #N/A
2018932013 #N/A
2018932011 #N/A
2019782007 #N/A
2019782018 #N/A
2019782003 #N/A
2019782021 #N/A
2019832035 #N/A
2019832041 #N/A
2019832016 #N/A
2019832012 #N/A
2019932001 #N/A
2020782047 #N/A
2020782066 #N/A
2020832039 #N/A
2020832008 #N/A
2020832078 #N/A
2020832077 #N/A
2020932002 #N/A
2020932013 #N/A



2020932005 #N/A
2018732014 #N/A
2018732009 #N/A
2018582038 #N/A
2018582040 #N/A
2018582037 #N/A
2018582001 #N/A
2018682023 #N/A
2018562019 #N/A
2018562054 #N/A
2018562008 #N/A
2018562003 #N/A
2018562043 #N/A
2018562025 #N/A
2018562013 #N/A
2018562029 #N/A
2018562041 #N/A
2018562030 #N/A
2018562009 #N/A
2018702039 #N/A
2018702027 #N/A
2018702021 #N/A
2018702092 #N/A
2018702093 #N/A
2018702050 #N/A
2018702096 #N/A
2018962020 #N/A
2018962040 #N/A
2018962009 #N/A
2018962034 #N/A
2018962005 #N/A
2019702065 #N/A
2019702021 #N/A
2019702095 #N/A
2019702069 #N/A
2019702087 #N/A
2019702043 #N/A
2019642063 #N/A
2019642096 #N/A
2019642004 #N/A
2019732015 #N/A
2019732004 #N/A
2019562002 #N/A
2019562059 #N/A
2019562047 #N/A
2019962030 #N/A
2019962009 #N/A



2019582007 #N/A
2019682016 #N/A
2020642009 #N/A
2020642067 #N/A
2020642053 #N/A
2020702079 #N/A
2020702018 #N/A
2020702042 #N/A
2020702015 #N/A
2020682052 #N/A
2020562033 #N/A
2020562032 #N/A
2020544001 #N/A
2019922004 #N/A
2020544088 #N/A
2018942013 #N/A
2020662007 #N/A
2018942011 #N/A
2018942026 #N/A
2020942048 #N/A
2020544004 #N/A
2018542130 #N/A
2019662006 #N/A
2019662016 #N/A
2019542044 #N/A
2018662027 #N/A
2018542024 #N/A
2020942029 #N/A
2018542039 #N/A
2020922025 #N/A
2020542133 #N/A
2020942026 #N/A
2020662015 #N/A
2018542135 #N/A
2018522024 #N/A
2018522022 #N/A
2018522018 #N/A
2018523022 #N/A
2018523008 #N/A
2018523014 #N/A
2018523028 #N/A
2018523052 #N/A
2018522034 #N/A
2018972063 #N/A
2018972062 #N/A
2019522006 #N/A
2019522003 #N/A



2019522017 #N/A
2019523025 #N/A
2019523029 #N/A
2019972018 #N/A
2019972057 #N/A
2019972066 #N/A
2019972022 #N/A
2020523024 #N/A
2020523038 #N/A
2020523040 #N/A
2020972018 #N/A
2018952037 #N/A
2018952040 #N/A
2018952044 #N/A
2018953004 #N/A
2018552013 #N/A
2018552042 #N/A
2018902019 #N/A
2018902011 #N/A
2018902013 #N/A
2018902036 #N/A
2018572024 #N/A
2018572005 #N/A
2018982018 #N/A
2018982067 #N/A
2018982076 #N/A
2018901004 #N/A
2018901010 #N/A
2020574013 #N/A
2020574051 #N/A
2019952010 #N/A
2019952005 #N/A
2019952069 #N/A
2019953061 #N/A
2019552024 #N/A
2019552026 #N/A
2019552010 #N/A
2019552043 #N/A
2019552036 #N/A
2019552021 #N/A
2019902012 #N/A
2019902018 #N/A
2019902005 #N/A
2019902022 #N/A
2019982010 #N/A
2019982038 #N/A
2019982060 #N/A



2019982036 #N/A
2019572002 #N/A
2019572013 #N/A
2019572004 #N/A
2019572007 #N/A
2019901005 #N/A
2019901007 #N/A
2020952080 #N/A
2020952027 #N/A
2020953077 #N/A
2020953047 #N/A
2020552012 #N/A
2020982043 #N/A
2020572047 #N/A
2020572052 #N/A
2020572044 #N/A
2020901018 #N/A
2020901021 #N/A
2020994001 #N/A
2020794014 #N/A
2020794010 #N/A
2019602030 #N/A
2019602008 #N/A
2019992036 #N/A
2019992004 #N/A
2019992039 #N/A
2019992042 #N/A
2019672010 #N/A
2019672007 #N/A
2019792002 #N/A
2019792035 #N/A
2019792032 #N/A
2019792037 #N/A
2019793001 #N/A
2019793003 #N/A
2019793045 #N/A
2019793015 #N/A
2019793018 #N/A
2019793063 #N/A
2020992014 #N/A
2020992059 #N/A
2020992038 #N/A
2020992019 #N/A
2020792001 #N/A
2020792015 #N/A
2020792008 #N/A
2020793068 #N/A



2020812012 #N/A
2020514003 #N/A
2019513020 #N/A
2018512038 #N/A
2020512048 #N/A
2019513009 #N/A
2018512054 #N/A
2020814008 #N/A
2018812043 #N/A
2018512016 #N/A
2018812006 #N/A
2018812025 #N/A
2018812024 #N/A
2019512004 #N/A

2019612072 #N/A
2019842054 #N/A
2019852021 #N/A
2019852028 #N/A
2019842025 #N/A
2019622009 #N/A
2019532027 #N/A
2019852012 #N/A
2019612049 #N/A
2019533025 #N/A
2019852024 #N/A
2019852059 #N/A
2019842072 #N/A
2018852039 #N/A
2020852077 #N/A
2020692027 #N/A
2020852052 #N/A
2020622003 #N/A
2020692039 #N/A
2020692013 #N/A
2020842027 #N/A
2020533056 #N/A
2020533028 #N/A
2020612006 #N/A
2018612015 #N/A
2018612014 #N/A
2018612035 #N/A
2018842020 #N/A
2018842035 #N/A
2018842013 #N/A
2018842015 #N/A
2018532030 #N/A
2018532005 #N/A



2018533024 #N/A
2018533025 #N/A
2018852011 #N/A
2018852029 #N/A
2018622030 #N/A
2018622022 #N/A
2018622068 #N/A
2018622009 #N/A
2018622002 #N/A



2016882167 任鹏

2016882135 崔竟尹

2016882173 郭婷婷

2016642026 贾俊祥

2015632004 李阳明

2016882142 张耀

2016882134 叶丽丝

2016882170 林木然

2016642036 庄成林

2015632001 张豪

2016842012 梁云洁

2016842006 赵芮

2016542006 龚珊珊

2016942100 周莹莹

2016942077 王靖凯

2016542017 沈欢云

2016942071 张萍萍

2016942002 王周

2016872088 孙悦

2016552019 冷琨

2016872109 程艳琦

2015873216 张天玉

2015872026 姚梦

2016552028 曹秋圆

2017902021 董璐

2015872256 刘月

陈涛

温凯程

温凯程

温凯程

王瑞

2015862142 卢宇恒

2015862045 于海鹏

2015862052 蔡伟东

2015862027 谢涛

2015862055 张宁

2015862058 时云峰

2015862026 胡琦

2015862053 吉仁龙

2015862136 孟维豪

2016832126 付琳

########## 王晋荣

2016782066 李诗

2017834026 朱彧

2016832102 廖东洋

2017832046 亢啸

2016782031 滕华



2016782059 吕健超

2016782057 张海超

2016782045 柳迎

2017782055 韩语轩

2015782054 孙悦

2017932002 李赛

2017832059 唐萌

2017782070 尤雪莹

2017782068 邢春萌

2017832120 刘思佳

2017852013 邹祖昊

2017533048 杨家萁

2017533058 鹿诗晗

2017622064 李晶

2014593043 蔡广昊

2016612037 黄千濒

2015862016 胡琦

2015862140 王宇

2015862045 于海鹏

2015862026 周少军

2015862043 王瑞

2015862053 吉仁龙

2016612036 王正

2016612067 栾恩泽

2.017E+09 孙小瑜

2014622103 郭晋

2016533081 刘雨辰

2016592078 徐伊民

2.016E+09 谢雨婷

2.016E+09 高爽丽

2.016E+09 张茗

2016972057 屈雪峰

2016612063 杨镜吉

2014982041 姜佳奇

2016533040 王镛

2016533016 孙靖松

2017793047 付迎迎

2016822021 杨楠

2016822081 苏欣宇

2016822085 王欢欢

2016822016 张梦瑶

2015782056 胡楷旋
2015832053 温雨晴
2015782052 刘岩峻
2016782060 郑丽颖

2016782083 朱昱琏



2016782013 罗蒙蒙
2016782045 柳迎

2016832100 苗迪
2016832019 毛慜佶
2016832021 唐胜君
2016832141 刘威威
2016782077 齐梦钰
2017782010 黄楚方

2017782003 王宇

2017932010 邹沅晏
2017932021 温光剑

2017932065 姜华磊
2017932067 任宇飞

2017932014 贾佳欣
2017932006 韩超群

2017932026 刘美芯
2017932057 于靖怡

2016762060 贾博凯

2017752038 刘竹欣
2016772028 佟美姗

2016822079 王艺琏
2.02E+09 罗楷儒
2016962001 于春萍

2017842020 张萌

2017612059 郑霖
2017612070 刘少晗

2017612040 马骏
2017533043 鲁旭涵
2017612075 李越玮
2017612068 何牟
2017612060 李勃然
2017612065 周俊豪
2017612066 蔡坤
2017902025 朱愿如

2017592019 卢思逸

2017952035 李汉宇

2017952009 朱耀伟
2017953013 张家铭

2017793035 赵野
2017793041 武文鑫
2017992031 刘峻
2015793080 蒋婷宇
2017992016 杜显宇
2017992011 刘智慧
2017793040 赫雪冬
2016793104 孟祥宇
2016792029 申静



2016992059 苏欣
2016792040 王静
2016992003 高孟云

2016992049 战梦莹
2.02E+09 师皓楠
2.02E+09 边晶
2.017E+09 李萌

2018814009 赵海涵
2016812018 王开元

2016812002 张选
2016812006 于婉婷
2016812013 楚留洋
2017772022 毕俊杰
2016972029 朱彦泽

2016972023 吴迪
2014523036 仲一论

2014523050 李桂平

2017523022 刘伟

2017523011 孙玉溪
2017523045 申佳楠
2.02E+09 刘云辉
2.02E+09 冯可瀚
2018932035 王佳伟

2018932050 王天阳
2018622037 张宇欣

2018842007 张瑶
2017542040 董双双

2018544003 毛嘉慧

2017612066 蔡坤

2017522010 王彦超

2016762068 张玉清

2016592078 徐伊民

2016762081 王坤

2016932009 张余良

2016782043 马超

2016782044 裴浩男

2016782056 张睿

2016782046 朴泽旭

2016782075 李宏运

2016932053 张聪

2016932049 范晓东

2016782047

2017612005 袁婷

2017533046 崔宇婷

2017533049 张启迪

2017533015 项铮

2017622037 孙伊乐



2017852010 蒋广红

2016533037 陈天祥

2016533059 刘禹阳

2016622021 王泽楠

2016533016 孙靖松

2016533007 金明述

2017523015 肖爽

2017992015 程怡

2017992021 吴丹丹

2017992022 刘萌

2017992030 张欣

2016882142 张耀

2016793019 刘雨晴

2016532004 王萌

2016942091 刘墨晗

2016942010 袁新睿

2018902015 杨琳

2017793013 李鹏

2018514007 刘玉菲

2016742063 高佳缘

2016793038 朱姗

2018752075 刘新宇

2018752069 孙国正

2018752079 席健峰

2018752065 华云鹏

2018752003 罗玉波

2018752063 马博文

2017532023 邱金达

2017852072 刘森明

2017832135 胡跃

2017832020 孟天琦

2016782061 夏源鹏

2016782046 朴泽旭

2016832102 廖东洋

2016832103 孙海悦

2017832001 陈聪慧

2017832017 迟润鑫

2017832114 王菲

2018932039 韩宗昊

2017832143 王渤

2017932049 张哲铭

2016532003 张文慧

2016622028 庄雅琳

2016622048 刘宇曦

2015872040 柴璐

2016532041 刘佳伟

2016952034 江畔



2016952077 史彭媛

2016952099 王晔

2016552031 梁鑫宇

2017592032 杜敬泽

2017592033 郭振宇

2016523050 任浩东

2016523048 李梓铭

2016523047 乔石

2016523005 孙帅

2016523018 尹航

2016523058 尹秀旭

2016523007 由田

2016523049 张琳

2016523021 孙强

2016523013 顾向阳

2014523050 李桂平

2014523036 仲一论

2017972055 金键

2017972018 马也

2017972036 孙鹤

2017782069 党佳欢

2017932019 王心然
2018533047 王芊力

2018533045 王冠琪

2017782067 窦爽

2016772025 张懿涵

2016922017 温馨

2016872089 段立秋

2016593050 林新宇

2016593030 李昭阳

2016593006 付森

2016593046 刘宇轩
2.02E+09 郭明昊

2.02E+09 赵斌
2016593029 王建辉

2016593002 齐艺泽
2016593036 于谆

2016593012 王鹏
2015862043 王瑞

2015862142 卢宇恒

2016742067 曲贲昊

2016742069 于涛

2018593020 宋佳鹏

2016742064 张雷

2018593050 蒋如旭

2016762074 王梓尧

2016742060 王子鸣



2018593044 丁野轩

2017832030 杨焱舜

2.02E+09 赵新雨

2017782066 周鑫楠

2016832114 刘雪纯

2015862178 徐庆珂
2016762068 张玉清

2016592078 徐伊民

2016593007 于放
2016762067 刘洋

2016593009 张宝航
2016593013 杨鑫磊
2014752038 武子维

2016592043 贾古坤

2016752019 王超

2016593008 由佳奇

2016622024 吴情雨
2016622004 李晚宁
2016662020 王雪晴
2016942081 李嘉新

2017972034 田丽伟
2.02E+09 陈思
2015862179 王娟
2016602017 陈俊豪
2017793021 付荣生
2.017E+09 杨承昊

2.02E+09 张笑禄
2.02E+09 张德智
2017832075 李铁
2017972021 贾朋龙
2017972003 卢雪健
2.017E+09 王梓尧

2.02E+09 李振武
2.02E+09 任继瑶
2.02E+09 刘小畅
2.02E+09 于佳鑫
2.02E+09 王明瑛
2.02E+09 于若楠
2.02E+09 李彤
2.02E+09 许震
2018742046 曲泰安

2018762007 刘鲁丽
2018742052 成若琦

2017822088 王新雨

2017772030 张淼

2016732038 邹旭

2017682003 张佳雨



2017562008 高茁林
2017782059 张艺莹

2017932038 王杨畅

2017782019 孙露洋

2.02E+09 李克轩
2018832022 陈研齐

2.02E+09 朱敬一
2017782067 窦爽
2017832116 王洁

2.018E+09 陈璐

2.017E+09 刘雪纯

2.019E+09 杨嘉程

2.02E+09 王琪
2.019E+09 凌嘉

2017782070 尤雪莹

2017532054 范泽家

2.02E+09 刘文涛

2.02E+09 李瑞奇
2017752035 刘嘉艺

2.02E+09 薛中智
2017762024 于泓涛

2017762029 孟繁休
2017762017 王博远

2017762074 杨炳

2017762056 林皓然

2015872063 余英
2017572030 张琦

2016972029 朱彦泽

2018542124 张沐雨

2018792001 朱恒

2.02E+09 桂琳琳
2.02E+09 王超
2.02E+09 魏俊男
2.02E+09 刘少晗
2.02E+09 李越玮
2.02E+09 郑霖
2017612005 袁婷
2.02E+09 刘岸枫
2.02E+09 刘岩奇
2017762064 吕文博

2.02E+09 邢万基
2017953055 刘颖
2.02E+09 谢雪琦
2016962015 杨道平

2.02E+09 王秋月
2.017E+09 辛彤彤

2018622006 蒋艳



2018622016 宋雨
2.02E+09 李志超
2016532026 贤祝超

2018622020 王菲
2.02E+09 纪茹
2015662031 尚鹏达
2015955022 李宏宇
2.017E+09 安俊男

2.017E+09 裴浩男

2.02E+09 郜天祥
2.017E+09 王超帅

2017533026 王钰莹

2017532032 王鑫1

2015932026 谢晨庚

2.02E+09 田野
2015942035 刘禹锡

2015942107 李显兴

2015582031 海旭东

2015582031 海旭东

2018532028 陈权

2018742024 王建宇

2018642044 于佳文
2018612019 石胜玉

2016852005 鞠海涛

2016852033 张逸华

2018533033 胡鸣昊

2018852008 冯硕升

2018852036 李晓宁

2018942071 王梦迪

2015872152 李承泽

2018792044 王春明

2016793050 徐乾宇

2018792023 颜廷先

2018794031 明美妍

2018794056 李慧星

2018794011 石志远

2018792058 陈浩庚

2018793072 毕效龙
2018793016/2018593051 王赫铭

2015942025 高溢辰

2016752030 石代

2017782041 李铭哲

2018953033 史钰莹

2018593044 丁野轩

2017792004 张慧莹

2016612073 范帅

2016612078 徐贞凯



2016533072 邱志强

2016922032 王丽琪

2016882030 李凡

2016882029 许洪

2016962001 于春萍

2016962008 刘凯旋

2018782102 周庆彤

2018782065 吴忠航
2018782088 李响

2018782076 李瑞东

2018533033 胡鸣昊

2018852036 李晓宁

2018542133 戚万昱

2018512024 董锦涛

2018812002 高铭洋

2018782086 姚恩临

2018782041 王思懿

2018782067 邵柏轩

2018782086 姚恩临

2018782087 石雨鑫

2017952021 武龙

2017952010 孙奕阳

2017932062 杜荣荣

2016533028 杨永泽

2017852011 康泽宇

2017942016 郎宪章

2017952045 桂立冬

2017953050 王禹佳

2017952030 曲文月

2017952035 李汉宇

2018542133 戚万里
2017762045 吴昊宸

2016742060 王子鸣

2016972045 安俊男

2016972023 吴迪

2016972024 尹博成

2018953030 李欣茹

2018822071 隗静儒

2017762040 胥金彪
2017533022 齐佳瑞

2017533029 刘晶龙

2017533025 曹云鹏

2017533028 韩纯博

2017762020 彭博
2016972018 汤海鹏

2016523038 李镇镐

2018752024 张爽



2017592047 蒋春瑞
2017762074 杨炳
2018782067 邵柏轩

2017782020 王哲

2016832053 蔡伟

2018834015 李润行

2018834013 郝朔

2018834014 杨嘉程

2018782095 姚博

2017932018 丁长志

2017932017 盛田田
2018782080 李一丹

2018932014 刘彩玉

2019523019 姜昊志
2019522038 于潇翰
2018972029 杨庆博
2018972064 于宁
2017972019 孙海博
2019523029 张赢宇
2019972025 祁雨
2019972061 刘彦辰
2018642053 徐子豪

2.017E+09 税梦

2.017E+09 高笛

2.02E+09 史林玉
2.02E+09 李静思
2.017E+09 卢玉哲

2.02E+09 杨威
2018592020 王修斌

2016592077 王鑫

2016742060 王子鸣

2017523037 闻金博

2017523045 申佳楠

2017523051 边佰权

2015942025 高溢辰

2018942061 焦钰恒

2016942081 李嘉新

2017593017 程瀚

2017593046 刘政卓

2019774029 姜鹏飞

2019774028 陈正奇

2019774009 王怡茗

2019774019 陈琪

2019774007 张新盼

2019774020 王宇菲

2019774012 王洋

2.02E+09 张振



2016972034 唐铭笙

2.02E+09 吴越洋
2.02E+09 刘春梅
2.02E+09 王旭
2018752025 李威隆

2017762044 于再水

2017762021 王宇

2017762048 马骏驰

2018762063 宋维东

2019592042 俞洋

2019742053 赵杨

2019762060 崔晓宇

2018752027 李文玉

2017762020 彭博

2018593044 丁野轩

2019772007 荆凡凤

2018822033 张爽

2019772025 王思宇

2019772036 杨茗童

2019822032 祁孟桥

2019772002 朱君

2.02E+09 郭岩松

2015582006 颜俊

2.02E+09 吴霁思
2.02E+09 霍岩

辛双雷

2019642066 刘春雷

2017982007 秦孝双

2020533051 程鹏

2020532019 张平

2017953008 林梦琦

2.02E+09 林梦琦
2016832084 杨阳

2.02E+09 王鹏
2.02E+09 孟格
2.02E+09 李杰
2.02E+09 谢晶晶
2.02E+09 于飞
2.02E+09 吴彤
2.02E+09 李雨欣
2.02E+09 潘博文
2.02E+09 林泽峰
2.02E+09 崔晨一
2.02E+09 刘信宇
2.02E+09 于昊玄
2.02E+09 周瑞凇
2.02E+09 祁峥



2.02E+09 李景帅
2.02E+09 刘宁
2.02E+09 韩亮
2.02E+09 乔煜
2.02E+09 周韦曦
2.02E+09 贾宗义
2.02E+09 高飞
2.02E+09 谢德馨
2.02E+09 初君宇
2.02E+09 田佳鑫
2.02E+09 李亚鹏
2.02E+09 朱晓宇
2.02E+09 汤振忠

学号 姓名

2019752043 吕天赐

2018682054 刘超

2.02E+09 吴柏权

2019622002 刘琪

2019692005 张万宝

2019542040 姜硕
2018982061 魏新月

2.02E+09 侯旭
2019593034 杨浩

2018901018 李鑫

2017513012 刘聪

2021812018 刘梓旭

2018512004 王晨宇

2020513027 鲍冠伯

2020513029 田志豪

2020513021 高健

2020813023 何宇轩

2020982042 赵时

2021513033 刘启璐

2021513032 邓圣远

2020593031 杨伟新

2020593035 姜超

2020642078 黄春宇

2021814008 邹天怡

2020512012 张军威

2021814042 王子航

2020512046 张春杰

2020512021 杨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