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市职业大学
扬职大团〔2018〕02 号

关于表彰 2017 年度校级五四红旗团委、五四红旗团支部、

优秀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会干部和

优秀社团干部的决定

各学院团委并转各学生分会，教职工直属团支部，校学生会，校社团

联合会：

2017 年以来，我校各级团组织在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领导下，

大力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团工作，引导全校团员青年积极投

身学校改革建设进程，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学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推动了我校共青团工作创新发展和突破，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

个人。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校团委决定，授予土木工程学院团委等

7 个基层团委“五四红旗团委”称号;授予机械 1709 团支部等 43 个

基层团支部“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授予陈耀等 392 名同志“优秀

团干部”称号;授予葛文杰等 765 名同志“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授

予陈长旭等 172 名同志“优秀学生会干部”称号；授予蔡明菂等 54

名同志“优秀社团干部”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创造新的青春



业绩。全校各级团组织、团干部、团员青年要以先进为榜样，以榜样

为引领，开拓创新，聚焦重点，求实奋进，为学校建设做出更大的贡

献。

附：扬州市职业大学 2017 年度五四表彰名单

共青团扬州市职业大学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扬州市职业大学 2017 年度五四表彰名单

五四红旗团委（7 个）

土木工程学院团委 医学院团委 师范学院团委

园林园艺学院团委 外国语学院团委 管理学院团委

机械工程学院团委

五四红旗团支部（43 个）

机械 1709 机械 1701 模具 1601

机械 1602 机电 1601 机电 1603

电气 1502 建筑 1602 造价 1603

道桥 1701 服工 1701 化工 1501

食品 1701 光伏 1701 电信 1601

环工 1601 环工 1701 网络 1601

软件 1601 园工 1601 园艺 1702

酒店 1601 酒店 1702 护理 1602

护理 1603 护理 1703 护理 1708

房管 1602 商务 1601 会计 1701

会计 1706 会计 1606 会计 1607

商英 1504 数媒 1601 室内 1601

音表 1602 音表 1603 人资 1701

体教 1601 学前 H161 学前 1702

学前 1710

优秀团干部（392 人）

机械工程学院（34 人）：

吴珂楠 机械 1701 孙钰泽 数控 1701 杨胜 机器人 1601

张涛 机械 1702 孙晓亮 数控 1702 陶忆初 机械 1501

洪应宇 机械 1703 金天 机器人 1701 赵玉 机械 1502

粱超楠 机械 1704 戴中原 机器人 1702 徐鑫 机械 1503

于文斌 机械 1705 杨芳芳 机械 1601 秦娇娇 机械 1504

刘庆宝 机械 1706 江林智 机械 1602 朱越 机械 1505



张宇晨 机械 1707 刘梦 机械 1603 戴宝田 机械 1506

姚涛 机械 1708 李万君 机械 1604 朱雨萱 模具 1501

陈奚豪 机械 1709 张萱 模具 1601 韩栩晨 模具 1502

赵烨萍 模具 1701 邓明辉 数控 1601 单绍军 数控 1501

张虎 模具 1702 司海涛 数控 1602 姜荣兵 数控 1502

王兆辰 院团委

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27 人）：

陈耀 电气 1701 王文星 电气 1702 孟繁明 电气 1703

张可 机电 1701 顾鑫 机电 1702 朱振鸿 机电 1703

田忠宝 汽检 1701 王丽兰 汽检 1702 王杨 汽配 1701

吕俊伟 电气 1601 杨旭 电气 1602 张秀娟 电气 1602

候连成 机电 1601 刘希 机电 1602 楚亚东 机电 1603

杨宁 汽检 1601 黄森山 汽检 1602 沈德锋 汽配 1601

罗皓 汽配 1602 张君鑫 汽配 1701 季玉华 机电 1701

吴慧娟 机电 1601 吴一健 机电 1601 房俊琦 机电 1601

朱赵燕 机电 1601 胡鑫琰 机电 1601 吴洪震 机电 1603

土木工程学院（30 人）：

汤甜 道桥 1501 梁允潇 道桥 1502 庄炎 建筑 1501

尤健 建筑 1502 郭家威 建筑 1503 王一知 建筑 1504

章程 造价 1501 卜丽丽 造价 1502 何志刚 造价 1503

陈强蓝 造价 1504 鲁璇武 道桥 1601 黄振洪 建筑 1601

许友成 建筑 1602 鲜佳 造价 1601 马欣伟 造价 1602

葛凤云 造价 1603 吕朱钶 造价 1603 李清月 造价 1604

宋正磊 道桥 1701 陈静 建工 1701 仲飞 建工 1702

朱原 建工 1703 雷雪 建工 1704 丁蕾 造价 1701

陈琴 造价 1702 孙紫微 造价 1703 黄凤清 造价 1704

杨韩悦 造价 1705 王子硕 道桥 1501 王军 院团委

纺织服装学院（9 人）：

刘婉君 服工 1601 曹非凡 服工 1701 张晓露 服工 1702

杜雨晨 服饰 1601 刘昊 服饰 1602 殷英 服展 1701

贺媛媛 服饰 1702 谢文文 服展 1601 纪杰 院团委



生物与化工工程学院（17 人）：

徐秀涛 食品 1501 董莹莹 化工 1601 王平馨 化工 1701

朱艳娇 食品 1502 王翰 药技 1601 王奔 化工 1702

王慧慧 化工 1501 孙汉青 制药 1502 苏婧怡 药技 1701

刘鹏浩 化工 1502 张艾蓓 药技 1602 王逸鸣 药技 1702

袁硕婕 制药 1501 刘妮婷 食品 1601 邱月 食品 1701

李耀东 化工 1602 吴美瑾 院团委

电子工程学院（16 人）：

孙雨成 电子 1601 陈帅 电子 1602 王鑫 电信 1701

万铭 电子 1602 陈冠男 光伏 1601 袁帅 电信 1702

曹杰 电信 1601 马润泽 光伏 1601 郭吉 电信 1701

孙振扬 通信 1601 倪伟杰 电子 1701 吉涛 通信 1702

毛加明 光伏 1601 万程阳 电子 1702 仲崇鹏 光伏 1701

梅妍玭 院团委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14 人）：

李靖 环工 1601 曹琬青 环工 1702 刘煜文 环工 1702

马识途 测量 1701 周雪 国土 1601 刘泽 测量 1602

黄琛 国土 1701 赵子剑 国土 1701 王宁 环工 1701

王硕 环工 1701 吴枭腾 测量 1601 宋顺顺 测量 1601

李贞娟 环监 1601 倪赛男 院团委

信息工程学院（23 人）：

张俊杰 计应 1601 胡史杰 计应 1602 袁耀明 计应 1603

付文祺 网络 1601 张忆宁 网络 1601 丁旭 网络 1601

潘鹏程 网络 1602 张名博 网络 1602 何冬 网络 1602

嵇煜 软件 1601 王晶 软件 1601 钱峰 软件 1601

黄国聪 计应 1701 胡秋玮 计应 1702 吴依纯 计应 1703

朱语 计应 1704 冯相杰 计应 1705 蔡静瑶 网络 1701

张家劲 网络 1701 徐杰 网络 1702 姚文君 网络 1703

朱硕 软件 1701 姚雪纯 软件 1702

园林园艺学院（13 人）：

成依依 园林 1601 刘煜 园林 1602 方虎 园艺 1601

徐田洋 园艺 1601 徐丹 园艺 1601 陈雨凡 园艺 1602



陈业翎 园艺 1603 高乔玉 园艺 1603 朱琳琳 园工 1601

彭小甜 园艺 1701 韩茹 园艺 1702 封宽裕 园林 1701

刘晨 风景园林 1701

旅游学院（14人）：

张敏 旅游 1501 李博 旅游 1502 张茜 旅游 1503

陈琪 酒店 1502 朱玲 旅游 1601 孙浩哲 旅游 1602

李星 旅游 1603 崔新月 酒店 1601 陈燕琪 酒店 1602

高倩雯 旅游 1701 刘家伟 旅游 1702 郏鑫杰 旅游 1703

柳晓静 酒店 1703 朱蕾 酒店 1702

医学院（41 人）：

印雪婷 护理 1501 刘宇涵 护理 1502 蔡晴 护理 1503

王颖 护理 1504 章颖 护理 1505 李琳 护理 1506

徐静 助产 1501 葛秋燕 助产 1502 吴丹 医检 1501

刘思远 医检 1502 吴艳 药学 1501 马璐 护理 1601

张也 护理 1601 刘雯 护理 1602 马紫怡 护理 1603

牟凡 护理 1604 许琳 护理 1605 曹梦婷 助产 1601

葛赵静 医检 1601 王双 医检 1602 陈雨婷 药学 1601

田盈 药学 1601 倪娜 药学 1602 司振伟 护理 1701

胡颖姗 护理 1702 尤斐斐 护理 1703 郭凯璇 护理 1703

豆修月 护理 1704 姜冬胜 护理 1705 陈程 护理 1706

孟杰 护理 1707 司文 护理 1708 曹月 助产 1701

关秋晨 医检 1701 李惠玉 医检 1702 陈吉祥 医检 1703

张雷 医检 1704 吴铭 医检 1704 于晓晨 药学 1701

贾文文 药学 1702 卞冬萍 院团委

管理学院（13人）：

徐芷旋 商务 1702 段子纯 商务 1701 刘成 商务 1701

张旭 商务 1704 陈圆梦 商务 1703 马昕静 商务 1704

乔李婷 营销 1701 刘蕊 房管 1602 谢颖 营销 1601

潘国婷 物流 1702 张如婧 营销 1701 万丹 营销 1702

冯彪 营销 1601

经济贸易学院（39 人）：

黄杨 会计 1701 笪玉洁 会计 1702 缪妙 会计 1703

陈瑞曦 会计 1704 唐健 会计 1705 刘国豪 会计 1706



徐子文 会计 1707 黄书雅 会计 1708 岳心蕊 会计 1709

徐紫莹 财管 1701 万慧 财管 1701 汤剑波 金融 1701

崔苗苗 金融 1702 张琳 国贸 1701 钱钰玲 会计 1601

曹烨 会计 1602 潘清贤 会计 1603 芮慧铭 会计 1604

张慧 会计 1605 方雨洁 会计 1606 孙梦 会计 1607

刘茜茜 会计 1608 朱深南 国贸 1601 时柱 国贸 1602

王坤宇 会统 1601 宋如梦 金融 1601 王宵 国贸 1701

邵想臻 国贸 1702 王雅诗 国贸 1702 顾皓深 金融 1601

党喜荣 会计 1608 张雯 会计 1703 张超 会统 1601

马瑞阳 国贸 1501 彭昊辉 金融 1501 马迎芹 金融 1501

马鑫怡 会统 1502 王紫云 会电 1505 孙蒙 院团委

外国语学院（13 人）：

蔡朝晖 商英 1501 郭华 商英 1502 于贝贝 商英 1503

顾宜燕 商英 1504 石文娟 商日 1501 杨和顺 商日 1502

彭良翰 商英 1601 刘晨露 商英 1602 李新莹 商日 1601

王韵秋 商英 1701 王粒莹 商英 1702 蔡婷婷 商日 1701

崔晨旭 商日 1702

艺术学院（32人）：

沈梦寒 环艺 1601 朱雯慧 环艺 1601 蒋玉洁 环艺 1601

赵逢泉 视传 1601 樊晓庆 视传 1601 李伟 室内 1601

陆晓波 室内 1602 杨志远 产品 1601 邱心悦 产品 1601

李真 数媒 1601 钱佳敏 数媒 1601 高越 数媒 1602

刘畅 环艺 1701 蒋忠原 环艺 1702 周莹 视传 1701

卞彤 视传 1702 谈瑶卿 视传 1703 李可欣 视传 1704

陈翔宇 室内 1701 靳笑然 室内 1702 陈鑫渺 室内 1703

朱荆晶 音表 1601 梁怡 音表 1602 杨洲 音表 1603

王慧 音表 1603 焦梦婷 音表 1603 宋俊宏 音表 1604

李雨芯 音表 1604 刘杰 音表 1701 赵静 音表 1702

周洲 音表 1703 纪贝贝 音表 1704

人文学院（11人）：

钱云 人资 1501 陈杰 文秘 1502 王信震 新闻 1601

邓琴 文秘 1501 顾青 新闻 1501 高闯 人资 1601

顾盼 新闻 1502 马静娴 文秘 1601 陆皖宁 文秘 1701

杨婷 新闻 1701 胡紫薇 人资 1601



体育学院（11人）:

王雨航 运训 1601 宣霖霖 体教 1501 黄河 体教 1502

王宸 体教 1601 汤景瑞 体教 1502 赵彥 体教 1601

陈钰洁 体教 1501 王凯 体教 1502 李少聪 院团委

周美君 体管 1501 程江北 体教 1502

国际交流学院（6 人）：

陈凉秋 学前 H161 袁晓东 电气 H161 甘苹 学前 H161

高倩 会计 G161 郑莹 机械 H161 朱亦卓 电气 H161

师范学院（26人）：

万鸿姿 学前 1501 赵雨 学前 1502 胡小云 学前 1504

吴婷 学前 1601 王蓉蓉 学前 1602 卢雯 学前 1603

盛洁 学前 1604 袁敏 学前 1605 王文娜 学前 1701

张雯婧 学前 1702 黄炎炎 学前 1703 杨婉婉 学前 1704

张思雨 学前 1705 朱静艳 学前 1706 杨青 学前 1707

朱倩 学前 1708 史佳雯 学前 1709 王雪梦 学前 1710

陆颍 学前 1602 马辉 13 小教理 马倩 13 小教文

李娜娜 13 学前 马琴 14 小教理 马欣悦 14 小教文

梁爽 14 学前 周倩 院团委

数学学院（3人）：

李子欣 统计 1501 张咪 统计 1601 郭梦娇 统计 1701

优秀共青团员（765 人）

机械工程学院（65 人）：

何悦欣 机械 1701 刘虎 模具 1701 王长吉 数控 1601

倪晓明 机械 1701 刘磊 模具 1701 吴衡 数控 1601

丁冬 机械 1702 魏瀚文 模具 1701 李双喜 数控 1602

杜辉祥 机械 1702 周鑫 模具 1701 陆贵游 数控 1602

谭道鹏 机械 1702 尚庆琳 模具 1702 邵世硕 机器人 1601

李大虎 机械 1703 王邦国 模具 1702 王志娟 机械 1501



刘奇 机械 1703 陈鑫 数控 1701 陈静秋 机械 1502

左方银 机械 1703 李旭鹏 数控 1702 沈辉 机械 1503

李梦昊 机械 1704 彭豪杰 机器人 1701 赵铭洋 机械 1503

尹继叶 机械 1704 陶舰 机器人 1702 田光远 机械 1504

张子洋 机械 1704 李保吉 机械 1601 胡力文 机械 1505

申玥莹 机械 1705 徐智鹏 机械 1601 刘志恩 机械 1505

谭荣贵 机械 1705 姜鹏 机械 1602 陈子阳 机械 1506

袁鹏 机械 1705 李金城 机械 1602 张李 机械 1506

陈力 机械 1706 蒋竹青 机械 1603 陈川发 模具 1501

姜超 机械 1706 蒋梦玲 机械 1603 王艳菲 模具 1501

谭杨 机械 1706 胡行超 机械 1604 许美霞 模具 1502

张肇元 机械 1707 朱香裕 机械 1605 金俊杰 数控 1501

闫佳旭 机械 1708 吴章健 机械 1605 周雨秋 数控 1501

李晓伟 机械 1709 陈晨 模具 1601 薄宇宸 数控 1502

仲皓宇 机械 1709 徐步冉 模具 1601 徐辉 数控 1502

郭绪 模具 1701 李恒 数控 1601

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52 人）：

吴蓓 电气 1701 蒋志刚 电气 1701 刘丹 电气 1702

尉爱东 电气 1702 陈阳 电气 1703 梁猛 电气 1703

李曾 机电 1701 王中全 机电 1701 刘鹏飞 机电 1702

钱阳 机电 1702 谈振沣 机电 1703 章伯兆 机电 1703

邓桂灿 汽检 1701 徐蕾 汽检 1701 董北帅 汽检 1702

朱孟涛 汽检 1702 何鑫 汽配 1701 胡鑫 汽配 1701

李笑孟 汽检 1601 许立豪 汽检 1601 杨猛 汽检 1601

温少帅 汽检 1602 庄光亮 汽检 1602 沈一飞 汽检 1602

成鑫铷 机电 1603 吴洪震 机电 1603 王存霞 机电 1603

严马胜 机电 1602 杨大方 机电 1602 周敏 机电 1602

陈广原 机电 1601 王权 机电 1601 赵迅 机电 1601

周瑶 电气 1601 季越 电气 1601 陈云鹏 电气 1601

权泽凡 电气 1602 李旭 电气 1602 谢爱国 电气 1602

陈伟 汽配 1601 丁生 汽配 1601 赵聪 汽配 1601

柏佳音 汽配 1602 陈健 汽配 1602 张帅 汽配 1602

姜罗阳 机电 1702 李柳彬 汽检 1702 李扬 汽检 1702

程天润 机电 1701 陶青 机电 1701 许智鹏 汽检 1702

嵇学龙 汽检 1701



土木工程学院（52 人）：

兰香锡 道桥 1501 张梦银 道桥 1501 候路路 道桥 1502

仲博涵 道桥 1502 丁金潇 建筑 1501 周洲 建筑 1501

赵振 建筑 1502 钟寿旺 建筑 1502 陈东阳 建筑 1503

张宇 建筑 1504 王荣 造价 1501 魏晓贤 造价 1501

刘畅 造价 1502 韦雨鑫 造价 1502 胡蕾 造价 1503

秦佳慧 造价 1503 邬悦 造价 1504 熊喜 造价 1504

王金铠 道桥 1601 陈小双 建筑 1601 谢月红 建筑 1602

徐倩 建筑 1602 卞勇萍 造价 1601 胡曹森 造价 1601

申莹莹 造价 1601 蒋砚雨 造价 1602 章娟 造价 1602

霍佳敏 造价 1602 张梦晗 造价 1603 陈伟 造价 1603

马铭苑 造价 1603 绪兴旺 造价 1604 郑雪蓉 造价 1604

刘俊杰 建工 1701 倪添洛 建工 1701 谭志成 建工 1702

秦阳 建工 1702 孙仁杰 建工 1703 李婷 建工 1703

张宏程 建工 1704 冉令臣 建工 1704 陆含含 造价 1701

周军涛 造价 1701 李翠翠 造价 1702 韩梦佳 造价 1702

张鹏文 造价 1703 黄书涵 造价 1703 刘畅 造价 1704

李娟 造价 1704 宗涛 造价 1705 沈鑫 造价 1705

薛云帆 道桥 1701

纺织服装学院（12 人）：

葛文杰 服工 1601 苏思 服工 1601 姜汝 服工 1701

万玥 服工 1702 杨凯珺 服饰 1601 殷小兰 服饰 1602

曹志 服饰 1701 王慧芳 服展 1701 李雨萱 服饰 1702

刘志强 服饰 1702 陈子君 服展 1601 任欠欠 服展 1601

生物与化工工程学院（30 人）

杨苗苗 食品 1501 邓斌 化工 1601 羊云霞 化工 1701

张风 食品 1501 孙敏 化工 1601 高培超 化工 1701

顾馨 食品 1502 束莹 药技 1601 林坤 化工 1702

宋思奇 食品 1502 李文洁 制药 1502 韦淮 化工 1702

王静怡 化工 1501 张雨晴 制药 1502 卢婷玉 药技 1701

郭中玉 化工 1501 王雪可 药技 1601 王钰 药技 1701

谷开岩 化工 1502 孙凡琪 药技 1601 廖恩慧 药技 1702

石琪琪 化工 1502 相菲 药技 1602 薛源 药技 1702

金晓依 制药 1501 李晓凤 食品 1601 张紫叶 食品 1701

陈管娟 制药 1501 王园缘 食品 1601 朱方 食品 1701



电子工程学院（31 人）：

吴敏 电子 1601 梁辉 电信 1601 邵万灵 电子 1701

郭文静 电子 1601 刘岩 通信 1601 王泽龙 电子 1701

谢志勇 电子 1602 周权 通信 1601 向成龙 电子 1702

孙学良 电子 1602 吴亦函 光伏 1601 陆雨丝 电子 1702

崔梦月 电信 1601 马润泽 光伏 1601 吴锦烨 电信 1701

杜楠 电信 1702 王超杰 电信 1702 刘凤侠 通信 1701

程乾 通信 1702 崔云云 通信 1702 洪逸 通信 1702

朱英豪 光伏 1701 陈志华 光伏 1701 鞠梅 电子 1601

曹杰 电信 1601 万铭 电子 1602 孙童 电子 1601

徐开成 光伏 1601 张梅 通信 1601 王程善 光伏 1601

张肖肖 电子 1601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26 人）：

石贺冰 测量 1701 代慧慧 测量 1701 独康 环监 1502

刘欣 国土 1501 左浩 环工 1702 王婷婷 环工 1702

程昊源 环工 1702 邓迪月 环工 1601 刘代甜 环工 1601

汤明池 国土 1601 唐闽妍 国土 1601 吴凡 测量 1602

李典 国土 1701 储梦婷 国土 1701 曹天宇 测量 1501

杨玲 测量 1502 王靖善 环工 1701 张靓 环工 1701

朱彤 环工 1701 吴丹 测量 1601 钮越 测量 1601

刘欣伟 测量 1601 武小敏 环监 1501 葛梦棣 环监 1601

王坚 环评 1501 周鑫 测量 1701

信息工程学院（46 人）：

白雪 计应 1601 刘文龙 计应 1601 花海艳 计应 1601

沈阿波 计应 1601 韩世琦 计应 1601 任钰鑫 计应 1602

郭进 计应 1602 徐笠 计应 1602 顾明明 计应 1603

丁利平 计应 1603 孙淑男 计应 1603 李梦 计应 1603

王明月 计应 1603 魏如心 计应 1603 杨俊锋 计应 1603

郭燕 网络 1601 丁敏 网络 1601 曹静静 网络 1601

王星宇 网络 1601 葛春梅 网络 1601 秦宇 网络 1602

于绪龙 网络 1602 黄俊杰 网络 1602 王祥安 软件 1601

王庭瑞 软件 1601 孙莹 计应 1701 马文清 计应 1701

朱佳慧 计应 1702 陆繁 计应 1702 邵梦颖 计应 1703

赵红侠 计应 1703 蒋颖 计应 1704 孙廷钰 计应 1704

徐浩然 计应 1705 陈宣伯 计应 1705 曹家乐 网络 1701

朱聚贤 网络 1701 顾守业 网络 1702 郁思文 网络 1702



祁磊 网络 1703 钱燕 网络 1703 朱珩 软件 1701

曹楠 软件 1701 周效黎 软件 1702 夏伟 软件 1702

李志强 软件 1702

园林园艺学院（26 人）：

刘洁 园林 1601 韩佳慧 园林 1601 黄睿 园林 1601

吴宇桐 园林 1602 孙雨晴 园艺 1601 吴浩然 园艺 1601

华敏 园艺 1601 崔明月 园艺 1601 张雷 园艺 1601

程超月 园艺 1601 李淑贤 园艺 1602 徐丽 园艺 1603

沈宇君 园艺 1603 张雨静 园艺 1603 王彦洁 园艺 1603

宋雅兰 园工 1601 陈才 园工 1601 曹甜 园工 1601

魏朔 风景园林 1701 洪玉兰 风景园林 1701 张怀文 园艺 1701

徐娜娜 园艺 1702 潘亮羽 园艺 1702 沈爱婷 园林 1701

夏雨桐 园林 1702 王慧 园林 1702

旅游学院（29人）：

王艳 旅游 1501 郭沙沙 旅游 1501 俞珍妮 旅游 1502

杜红霞 旅游 1502 刘圣希 旅游 1503 王雨欣 旅游 1503

朱月圆 酒店 1501 胡梦凡 酒店 1501 朱平霞 酒店 1502

李晓锋 酒店 1502 丁元可 旅游 1601 王颖 旅游 1601

孙姝颖 旅游 1602 刘银晴 旅游 1603 王慧慧 酒店 1601

蔡一林 酒店 1601 刘佳宇 酒店 1602 季慢 酒店 1602

张崯 旅游 1701 周子玉 旅游 1701 庄斯景 旅游 1702

陈怡 旅游 1702 黄锦珊 旅游 1703 朱叶园 旅游 1703

丁维宣 酒店 1701 吕秋怡 酒店 1702 姚甜 酒店 1702

侯青 酒店 1701 徐洋 酒店 1703

医学院（82 人）：

戴泽颖 护理 1501 王昱 护理 1501 胡月 护理 1502

任露露 护理 1502 戴红艳 护理 1503 孙迪 护理 1503

顾倩 护理 1504 施文艳 护理 1504 吕凯丽 护理 1505

冯悦 护理 1505 徐春林 护理 1506 周珊珊 护理 1506

蒋媛 助产 1501 杨梦凡 助产 1501 王艳 助产 1501

刘希婕 助产 1502 梁晨 助产 1502 陈璇瑶 助产 1502

吕茜 医检 1501 刘翠 医检 1501 朱泽南 医检 1502

杨芮 医检 1502 朱倩 医检 1502 李雪芹 药学 1501

李凤 护理 1601 费蓉 护理 1601 孟刘荣 护理 1601



龙青 护理 1602 徐影 护理 1602 郭梦婷 护理 1603

陆瑶 护理 1603 符蒋毅 护理 1604 王淑浈 护理 1604

李恬 护理 1605 朱迅 护理 1605 俞候平 护理 1605

王记博 护理 1605 郭思婕 助产 1601 曹颖 助产 1601

焦慎慎 助产 1601 周保琦 助产 1601 戚梦婷 医检 1601

张闯 医检 1601 孙蓓 医检 1602 王天赐 医检 1602

陈艳 药学 1601 池昊 药学 1601 刘妍 药学 1602

周佳慧 药学 1602 张晨晨 护理 1701 李秀玥 护理 1701

沈梦晨 护理 1702 陈诗凡 护理 1702 夏小雨 护理 1703

狄崇杰 护理 1703 马健 护理 1704 张莫易 护理 1704

盛贵芝 护理 1705 吴慧雯 护理 1705 龚敏洁 护理 1705

王彤 护理 1706 陈颖 护理 1706 吴梅 护理 1707

翁文萱 护理 1707 张雨 护理 1708 万雨静 护理 1708

刘春艳 护理 1708 叶叶 助产 1701 葛文琪 助产 1701

王楷凡 医检 1701 周胜 医检 1701 汤茂瑞 医检 1702

唐羽 医检 1702 陈瑜 医检 1703 陈德洲 医检 1703

张建凤 医检 1704 张馨尹 医检 1704 周霖欣 医检 1704

王萱 药学 1701 黄秀 药学 1701 喻晨曦 药学 1702

黄伟玲 药学 1702

管理学院（43人）：

黄晨雨 商务 1701 李修伟 商务 1701 王悦 商务 1701

颜正莹 商务 1701 王新月 商务 1702 魏超颖 商务 1702

魏宇 商务 1702 郁怀亭 商务 1702 卞玉琳 商务 1703

宋肖楠 商务 1703 王漪荷 商务 1703 周洁 商务 1703

马昕静 商务 1704 王成明 商务 1704 张旭 商务 1704

丁煜 商务 1601 朱茵萱 商务 1601 陈慧 商务 1603

何汶举 商务 1603 曹培雅 营销 1601 张敏洁 营销 1601

张新婷 营销 1602 程天时 营销 1602 陈斌 营销 1602

孙静 营销 1602 吴梦洁 营销 1602 王淇钰 营销 1701

谢欣 营销 1701 杨梦娇 营销 1701 朱婷婷 营销 1701

高宁 营销 1702 万丹 营销 1702 石慧云 物流 1601

章炎妍 物流 1601 董笑笑 物流 1702 韦烨笑 物流 1702

陆翠萍 物流 1702 吴丹 物流 1702 张世敏 物流 1702

李亚美 营销 1701 丁佳欣 营销 1701 陈文秀 营销 1701

谢雨萱 商务 1603



经济贸易学院（74 人）：

李珊 会计 1701 李艳 会计 1701 刘音 会计 1701

张琳 会计 1702 章佳慧 会计 1702 周仕佳 会计 1702

刘欣曼 会计 1703 沈文婷 会计 1703 潘子源 会计 1704

王迎迎 会计 1704 杨晓娇 会计 1705 王惠 会计 1705

辛子涵 会计 1705 陈淑雯 会计 1706 杨洁 会计 1706

黄怡新 会计 1706 郭佳慧 会计 1707 王嘉诚 会计 1707

史梦娇 会计 1707 成金金 会计 1708 汪雅琦 会计 1708

舒丽文 会计 1708 张慧敏 会计 1709 姚凯丽 会计 1709

张星宝 会计 1709 徐金艳 财管 1701 孙悦 财管 1701

孙扬 财管 1701 夏颖 金融 1701 杨佳妮 金融 1701

朱琳 金融 1702 范永慧 金融 1702 左彬 国贸 1701

王碧蓉 国贸 1701 施雅君 国贸 1702 沈强梅 国贸 1702

刘相卿 会计 1601 陈向南 会计 1601 王钏 会计 1602

陈万乡 会计 1601 丁静怡 会计 1602 夏雨晴 会计 1603

董陈丹 会计 1602 尚修玲 会计 1603 丁雅越 会计 1605

刘雪纯 会计 1604 姜婉婷 会计 1604 陶玉滢 会计 1606

周梦 会计 1605 徐梦雨 会计 1605 张倩倩 会计 1607

孔成艺 会计 1606 常晓敏 会计 1606 彭佩 会计 1608

尹利珍 会计 1607 屈培瑶 会计 1607 徐天翔 国贸 1602

钱佳辉 会计 1608 陈名 会计 1608 张星宇 会统 1601

黄轩雨 国贸 1601 张帮敏 国贸 1601 袁婕 金融 1601

沈洁 金融 1601 李丹妮 国贸 1602 朱君 会统 1601

陈倩颖 会计 1607 雍慧敏 会计 1602 刘敏 会计 1708

陈婉玉 国贸 1702 朱冰冰 会计 1709 秦志省 金融 1702

李天琴 会计 1704 龚青松 会电 1501

外国语学院（23 人）：

王微微 商英 1501 李影 商英 1501 张可 商英 1502

廖倩 商英 1502 李倩雪 商英 1503 单艳 商英 1503

周倩 商英 1504 杜尚睿 商英 1504 魏静雅 商日 1501

魏玲 商日 1502 李茹 商英 1601 许佳钰 商英 1601

胡博远 商英 1602 董雨昭 商英 1602 王春华 商日 1601

童琦 商英 1701 朱珠 商英 1701 廉雯丽 商英 1702

戴福萍 商英 1702 王鹏 商日 1701 刘缓 商日 1701

周昊 商日 1702 董炎鑫 商日 1702



艺术学院（64人）：

韩丛楠 环艺 1601 邵媛媛 环艺 1601 王牧 环艺 1601

陶文慧 环艺 1601 江昊成 室内 1601 戚旺 室内 1601

范珺 室内 1602 杨翔 室内 1602 徐倩 室内 1602

彭溪 数媒 1601 成冉 数媒 1601 邓晓婉 数媒 1601

颜文娟 数媒 1601 顾寿翠 数媒 1602 夏玉霞 数媒 1602

王琳 数媒 1602 刘璐 视传 1601 臧云 视传 1601

潘慧 视传 1601 潘矾 视传 1601 吴畅畅 视传 1601

顾霞林 视传 1601 王萱 产品 1601 陈桃 产品 1601

李峪安 环艺 1701 黄安 环艺 1701 吉营蝶 环艺 1701

李盼盼 环艺 1702 李冬慧 环艺 1702 孙玉芝 环艺 1702

刘凯 视传 1701 马锦沉 视传 1701 周灿 视传 1701

王雷 视传 1702 陈欣 视传 1702 徐李威 视传 1702

毛雨 视传 1703 刘中阳 视传 1703 邱语桐 视传 1704

苏洪锐 视传 1704 吴秋文 室内 1701 相生龙 室内 1701

王孙来 室内 1701 王跃 室内 1702 王彤彤 室内 1702

沈悦欣 室内 1703 石志远 室内 1703 孙周 室内 1703

戴思媛 音表 1601 经午 音表 1601 高宇 音表 1602

聂康 音表 1602 刘春 音表 1603 王安琪 音表 1603

杨雨璇 音表 1604 高祥梅 音表 1604 金奥妮 音表 1701

王伟 音表 1701 韩婷婷 音表 1702 梁万叁 音表 1702

倪丹丹 音表 1703 李玉 音表 1703 袁松 音表 1704

谢茗乔 音表 1704

人文学院（18人）：

朱茵 人资 1501 陈喵喵 新闻 1501 黄小芩 文秘 1502

李雅纯 人资 1501 黄丽雯 新闻 1502 刘梦云 文秘 1501

张正生 文秘 1501 沈培 新闻 1502 刘宏 文秘 1601

邹思怡 文秘 1601 李茜磊 新闻 1601 王座 人资 1601

高炳贤 文秘 1701 郭运发 文秘 1701 袁梦洁 新闻 1701

王子强 新闻 1701 黄辉 人资 1701 徐贝贝 人资 1701

体育学院（22人）：

李琼 运训 1702 杨航 运训 1701 王清潭 体教 1702

陈飞 体教 1702 李伟丰 体教 1701 曹正阳 体教 1701

向仲禹 体教 1501 彭双丽 体管 1502 金鑫 体管 1501

陆文珺 体管 1601 朱旸 体管 1601 汤淇媛 运训 1601

王坤 运训 1601 蒋正伟 体管 1603 孙永辉 体管 1603



张强 体管 1702 郑建华 体管 1702 张一鸣 体管 1701

张宁 体管 1701 戴军 体教 1601 徐春来 体教 1601

周凯祥 体管 1603

国际交流学院（13 人）：

李渊淇 会计 G161 史梦雪 会计 G161 陈茜 视传 G171

施玲玲 会计 G161 刘岚 学前 H161 周玉虎 视传 G171

闾慧玲 会计 G161 裴蓓 学前 H161 康东升 建工 G171

潘雨欣 学前 H171 曾泽锐 电气 H171 魏炜 国贸 H161

徐志力 机械 H171

师范学院（51人）：

朱泽佳 学前 1501 张敏 学前 1501 邵运 学前 1502

姜慧 学前 1504 杨宇虹 学前 1504 戴文娜 学前 1601

丁方芳 学前 1601 成亦佳 学前 1602 赵一鸣 学前 1602

高子晗 学前 1603 刘冉 学前 1603 吴思锦 学前 1603

李思璇 学前 1604 陶慧 学前 1604 常晴晴 学前 1605

满孝怡 学前 1605 王璐 学前 1701 程汝梦 学前 1701

王苏肖 学前 1702 高佳琪 学前 1702 刘瑞敏 学前 1703

万诗雨 学前 1704 王子瑶 学前 1704 王雯钰 学前 1705

曹萌 学前 1705 王诚信 学前 1706 史展 学前 1706

焦晴 学前 1706 罗文益 学前 1707 秦文燕 学前 1707

党宁 学前 1708 翁雨暄 学前 1708 陆孜颖 学前 1709

顾悦 学前 1709 王百炼 学前 1710 赵云 学前 1710

丁春雷 学前 1710 马芳 14 小教文
迪丽娜尔·

艾沙江
13 小教理

侯文静 13 小教文 洪晓琴 13 学前 张红梅 13 学前

再米热·

亚森
14 小教文 马雪梅 14 小教文 马晓红 14 小教文

王诗颖 学前 1703 马雪燕 14 小教理 马琴琴 14 学前

美热依·

巴合提别克
14 学前 程慧敏 学前 1601 徐婷婷 学前 1704

数学学院（6人）：

黄柔 统计 1501 王子瑾 统计 1601 曹宏伟 统计 1701

薛明珠 统计 1501 徐金晶 统计 1601 任亚会 统计 1701



优秀学生会干部（172 人）

机械工程学院（9 人）：

戴育龄 机械 1601 王辰 机械 1605 陈一德 数控 1601

戴清清 机械 1601 胡驰 机械 1605 杨传耀 机器人 1601

赵明 机械 1601 张畅 机械 1605 宋文 数控 1602

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8人）：

吴洪震 机电 1603 陈伟 汽配 1601 吴一健 机电 1601

杨大方 机电 1602 庄光亮 汽检 1602 杨猛 汽检 1601

陈广原 机电 1601 罗皓 汽配 1602

土木工程学院（8 人）：

王文杰 建筑 1601 张健 建筑 1602 姚世界 建筑 1602

孙丛林 造价 1601 徐秀芸 造价 1601 周玉航 造价 1602

杨杰 造价 1603 李炳楠 道桥 1601

纺织服装学院（4 人）：

王昱苏 服饰 1601 薛慧敏 服饰 1601 沈佳玺 服饰 1601

王曼倩 服工 1701

生物与化工工程学院（8人）：

陈长旭 化工 1602 陆萍 化工 1601 朱秋阳 药技 1601

兰佳敏 化工 1601 解静文 药技 1602 朱淑云 药技 1602

刘梦梦 化工 1602 彭朝雨 药技 1601

电子工程学院（8 人）：

谢志勇 电子 1602 孙振杨 通信 1601 李海波 电子 1601

张梅 通信 1601 朱勇 电子 1601 廖菊 通信 1601

胥宝杰 电子 1601 陈帅 电子 1602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5人）：

王茺 测量 1602 黄文鑫 环工 1601 陈宏昕 环工 1601

嵇敬涵 测量 1601 殷磊 测量 1601



信息工程学院（8 人）：

徐达 计应 1601 韩伟 计应 1701 顾浩 计应 1603

何欣 网络 1601 李长坤 网络 1602 魏金炜 网络 1602

任政 网络 1602 柳星池 软件 1601

园林园艺学院（5 人）：

黄睿 园林 1601 仇君宜 园艺 1602 陈雨凡 园艺 1602

王彦洁 园艺 1603 沈宇君 园艺 1603

旅游学院（4人）：

季慢 酒店 1602 孙姝颖 旅游 1602 王淑宁 旅游 1602

王慧慧 酒店 1601

医学院（12 人）:

张文彬 护理 1601 顾禹 药学 1602 张艳 药学 1601

张珊珊 护理 1601 周佳慧 药学 1602 陈仕祺 护理 1605

符蒋毅 护理 1604 杜白云 护理 1604 卞光非凡 助产 1601

徐璐 助产 1601 苏添 助产 1601 张玲 护理 1601

管理学院（5人）:

冯彪 营销 1601 韩硕 营销 1602 刘硕 商务 1603

刘瑶 营销 1601 周莉 营销 1602

经济贸易学院（11 人）:

何静 会计 1606 朱静雯 会统 1601 沈菲菲 会计 1602

杨溢 会计 1603 阮钰婷 国贸 1601 相源 国贸 1602

张乐妍 会计 1607 乔榄 会统 1602 黄晨研 会统 1601

居笑冉 会计 1608 袁婷 会计 1602

外国语学院（5人）:

朱以廷 商英 1601 靖荣荣 商日 1601 解焕 商英 1602

黄琼 商英 1602 鲍燕玲 商英 1602



艺术学院（12人）:

周天地 室内 1601 程丹彤 室内 1601 孙国茹 室内 1601

王古文 环艺 1601 张文轩 数媒 1601 徐伯如 数媒 1601

阮杰 产品 1601 朱文君 音表 1602 刘林 音表 1602

张涵 音表 1602 王璐 音表 1604 丁现扬 音表 1604

人文学院（5人）:

单壮 人资 1601 张寅岚 文秘 1601 唐艳玉 文秘 1601

徐曼 新闻 1601 樊爽 人资 1601

体育学院（5人）:

仝浩 体教 1601 韩旭 体教 1601 杨广飞 体管 1603

汪旭欢 体管 1603 董吉 运训 1601

国际交流学院（5 人）:

周怡平 学前 H161 薛振宇 机械 H161 席溶蔓 会计 G161

李萌 学前 H161 王磊 会计 G171

师范学院（12人）:

王锦怡 学前 1605 丁方芳 学前 1601 张静 学前 1604

姜雯 学前 1603 胡莹佳 学前 1601 杨洁 学前 1602

王丹 学前 1601 沈凡 学前 1604 刘晓楠 学前 1605

孟茱萸 学前 1601 潘常青 学前 1601 丁志锋 13 小教理

数学学院（2人）：

陆微微 统计 1601 蔡宇 统计 1601

校学生会（31人）:

汤明池 国土 1601 姜婉婷 会计 1604 王泽 汽配 1601

卞亚玲 学前 1604 赵明成 电子 1602 刘思明 学前 1605

苏梦珍 药学 1602 钟行 机电 1603 付啸 人资 1601

杨程帆 汽检 1602 钱婧 营销 1602 陈文颖 学前 1605

殷小兰 服饰 1602 王燕 学前 1604 程晓东 机械 1603

王鹏 房管 1602 刘涵之 服工 1601 马硕伟 道桥 1601



张力 会计 1608 项怀骏 测量 1601 韩萧历 机械 1602

张艽 药学 1601 奚家秀 酒店 1601 曹胜男 营销 1601

陈振宇 网络 1602 胡史杰 计应 1602 蒲学敏 服饰 1602

王文筱 汽配 1601 王远奔 汽配 1601 许纯 环工 1601

秦蓉蓉 食品 1601

优秀社团干部（54 人）

机械工程学院（2 人）:

居远程 机械 1603 王顺 机械 1604

纺织服装学院（1 人）：

仲纪萍 服饰 1601

旅游学院（1人）

蔡明菂 旅游 1602

管理学院（3人）：

孙敏 营销 1601 陈彩虹 营销 1601 陈蒙恩 商务 1603

经济贸易学院（1 人）：

徐安琪 会计 1601

校社团联合会（33 人）：

沈洁 会计 1604 马盈盈 会计 1604 张萱 模具 1601

朱颖 助产 1601 黄森山 汽检 1602 相雨菲 学前 1602

张梦楠 运训 1601 吴滢 商务 1601 陈翰 药学 1601

杜焕 学前 1605 郑茂森 汽检 1602 董娟娟 会计 1603

郭萍萍 13 小教 刘希 机电 1602 吉少秋 药学 1601

丁志锋 13 小教 辛旭 建筑 1602 任静 会计 1603

苗明静 环监 1601 董莹莹 化工 1601 夏雨晴 会计 1603

李娜 测量 1601 张圣威 体管 1603 韦一 旅游 1603

周建鹏 道桥 1601 蒋正伟 体管 1603 孙恒利 数媒 1601

王彦洁 园艺 1603 孙东华 管理 1602 赵利梅 旅游 1603

吴梓杰 电子 1602 徐嘉福 造价 1601 孙显娅 旅游 1603



其他校级学生组织（13 人）：

王玉强 商日 1601 王建唯 学前 1605 李清照 国贸 1601

李强 机械 1604 闫涵 测量 1601 陆游 统计 1601

惠迎迎 服工 1601 谭丹飞 文秘 1601 丁敏 网络 1601

沈梦颖 学前 1602 何燕燕 新闻 1601 蔡成功 营销 1602

陈晨 机械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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