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际商学院 2020-2021 学年奖学金初评结果的公示

本院全体学生：

按照“沈阳师范大学 2020-2021 学年度本专科学生评奖评优工作”通知,我院成立了学生

奖学金评定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沈阳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沈阳师范大

学本科学生综合测评办法》评定标准和条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学生本人申请、

院评定小组初审，下列同学获得了 2020-2021 学年度奖学金。

从 2021 年 10 月 13 日起 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止，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如教师和学

生对初评结果有意见和建议，请联系我院领导小组。如无异议，我们将初审结果上报校奖学

金评定委员会审核。

联系人：祖可伊（辅导员） 联系电话：024-86578718。

国际商学院（盖章）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 1：评定小组名单

组 长：（党总支书记）刘亚军

副组员：（学生工作副书记）孙福广

组员：（辅导员）吴越 礼英姿 黄海怡 黄晓阳 陈路曦 祖可伊 于泽朋 李永娇 李月 田芳源

（学生代表 10%）白羽珊 卢祎慧 陈星如 林嘉雯 高梦婧 孙思宇 赵晨旭 薛 瑶

刘嘉昕 王 玥 李佳华 郭盈池 王子一 于海航 姜欣卓 孙楚佳 谷雨辰 许昕言 张佳浩

王泽天 王灵祎 赵诗涵 李艾阳 李牧原 马菲晗 周 洲 慕承霖 宋晓尘 王慧劼 陈姝岐

张浩楠 梁质洁 田抒运 王若冰 赵 佳 李香凝 李雪铭 赵锋艳 王贾熔 王 纯 叶贤龙

赖浚琦 安秀青 燕 翔 杨明杰 杜 畅 赵艺惠 崔文超 胡嘉妮 张 帆 田 硕 赵纪涛

周 扬 柏 荷 蒋周袁 李 鸿 和怡冰 刁奕文 刘梓航 孙 欣 刘铭麟 董诗雨 张东沄

王樱洁 孙 诚 李紫柔 董权辉 贾晓栋 孙 彤 胡源芫 杨怀远 曹嘉熙 赵师文 李紫柔

董权辉 贾晓栋 孙 彤 胡源芫 杨怀远 曹嘉熙 赵师文 窦 聪 王茵茵 王 淳 杨璧丞

刘佳祎 李双萍 徐嘉彤 王思亓 王鑫宇 李炫颖 王诗杰 贾子萱 宋田霄 周艾典 宋欣格

张诗涵 兰雅娟 李运来 冯馨悦 赵津艺 廉舒蕲 杨 悦 杨博涵 葛田妮 苏浩南 郭青青

范闻纾 程奕睿 周子饶 冯思雨 任心怡 刘冬妮 张亚鹏 孙兴燕 张童童 郭茹芯 吴怡诺

李子旭 龚凯璐 陈怡洋 吴晗韵 郝奇星 牟冬雪 陈晓双 陈薪竹 韩欣彤 周 倩 遇沫含

李楠楠 贾卓霏 闫力豪 宋丛伊 张天悦 王璐 周思奇 刘睿蒙 张思远 刘安雪 冯瑞琦

张航川 任 爽 刘竞阳 沈小力 倪长龙 代宇骜 葛大铭 曹佳琪 王子月 赵婧淇 陈妍霖

李庄书 郑依明 谷欣格 田又心 高霁玥 方俣衡 孙楷杰 姜竣文 徐业成 赵赫男 唐泽峻

彭楷程 李卓霖 胡哲綦 马 爽 蒋铠逊 张骋蕊 张锐男 郑诗蒙 徐 术 冶星佳 周 安

储鹂莹 吴会琳 邱连鑫 雷 鑫 李小泉 刘若楠 蒋 颉 路 蓉 刘佳妮 赵索闻 孙鹤晴

王馨晨 曲卓然 李子豪



附件 2：各专业（班级）评定小组名单

2018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组长：（辅导员）礼英姿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张璐瑶 赵雁彤 齐泽康 王一淋 林心宇 杨振巍 钟珺晴 王一然

闫美婷 曲妍诺 李俊达 王玥鸥 李晓慧 盛千益 任京洲

（班级学生代表 10%）白羽珊 卢祎慧 陈星如 林嘉雯 高梦婧 孙思宇 赵晨旭 薛 瑶

刘嘉昕 王 玥 李佳华 郭盈池 王子一 于海航 姜欣卓 孙楚佳

2018 级金融学

组长：（辅导员）黄海怡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慕承霖 宋晓尘 王慧劼 吕亚美 吴蕴奇 王添一 刘佳怡 孙瑛鸿

陈佳希 左鑫洋 郭文卓 朱靖晨 王曦玉 李昕锴 马楚宜 谷雨辰 许昕言 张佳浩 高鹤桐

徐浩翔 王泽天 王灵祎 赵诗涵 董建航 吴环甫 罗博文 白雨鑫 田婉暄 李明辉 周芸妃

石 栋 陈姝岐 张浩楠 梁质洁 田抒运

（班级学生代表 10%）张 玥 李 薇 乔美琪 王一如 赵 悦 任 真 周 磊 金 浩

孙 然 刘 楠 金 塬 付清宇 商露文 苏 晗 钱 澄 刘惠文 刘京京 谭 添 胡 冰

谷 林 金玥玲

2018 级物流管理

组长：（辅导员）礼英姿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李 阳 王 正 曹鹏宇 杨璧宁 苏雪寒 白一兰 廖小荷 李 晨

（班级学生代表 10%）赵锋艳 王贾熔 王 纯 叶贤龙 赖浚琦 安秀青 燕 翔 杨明杰

杜 畅 赵艺惠

2018 级市场营销

组长：（辅导员）黄晓阳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赵纪涛 李昊洋 王怡菲 张 帆 胡嘉妮 周梦桥 孙梦泽 陈锦华

孙梦泽 田 硕 崔大庆 柳世奇 白明谏 崔文超 李倩倩 刘 浩 李若欣

（班级学生代表 10%）周 扬 柏 荷 蒋周袁 李 鸿 和怡冰 张亚琦 李菁菁 宋嘉琪 高雨霏

刘 婧

2019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组长：（辅导员）黄晓阳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刁奕文 张东沄 苗竞文 严笑谊 李晋亦 张潇月 刘梓航 周辛格

陈 喆 宋常雨 宋佳仪 王善跃 孙 欣 王樱洁 张憬翼 肇月明 纪承恩 孟昕如 刘铭麟



卜祥宇 黄彬城 齐家琦 张靖椬 王恺尧 董诗雨 孙 诚 王 锦 刘新彪 秦嘉泽 洪 宇

（班级学生代表 10%）李紫柔 董权辉 贾晓栋 孙 彤 胡源芫 杨怀远 曹嘉熙 赵师文 窦 聪

王茵茵 王 淳 杨璧丞 刘佳祎 李双萍 徐嘉彤 王思亓

2019 级金融学

组长：（辅导员）陈路曦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刘雨桐 刘怡君 杨以岑 朱佳欣 申丽平 李欣格 杨 奕 马思羽

周昊扬 金嘉妮 高 悦 董文婧 张 馨 刘鹏宇 边子怡 韩凯文 德玥妍 刘 域 魏榕廷

窦茁宁 关雨桐 陈雅熙 于岚诗 许哲铭 宁伟超 尹 淇 张思聪 孙斌彬 宋立鹏 兰雅娟

赵天铭 张语诺 辛思睿 王朝辉 刘霜竹 宫本琪

（班级学生代表 10%）王鑫宇 李炫颖 王诗杰 贾子萱 宋田霄 周艾典 宋欣格 张诗涵

兰雅娟 李运来 冯馨悦 赵津艺 廉舒蕲 杨 悦 杨博涵 葛田妮 苏浩南 郭青青 范闻纾

程奕睿 周子饶

2019 级物流管理

组长：（辅导员）祖可伊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林一鸣 梁诗淇 龚凯璐 刘晓新 李佳财 丁 灵 葛沛霖 汪洪海 王

颖鑫 孙亚琪 崔雪莹 李 超 杜雨晴 美 雪 张子倩

（班级学生代表 10%）冯思雨 任心怡 刘冬妮 张亚鹏 孙兴燕 张童童 郭茹芯 吴怡诺

李子旭 龚凯璐

2019 级市场营销

组长：（辅导员）祖可伊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吴佳文 王 磊 孙 悦 梁宇生 林勇强 刘俊廷 张鑫越 全晓雯 刘广

润 李沅浩 顾珺鹏 宋雨飞 张浩言 杜 威 陈豪博 张舒忻 赵雅欣 王圣瑞

（班级学生代表 10%）陈怡洋 吴晗韵 郝奇星 牟冬雪 陈晓双 陈薪竹 韩欣彤 周 倩

遇沫含 李楠楠

2020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组长：（辅导员）于泽朋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沈许昊 赵玲艺 曲逸宣 乔杨杨 李依洋 李梓萌 史泽宁 侯玥岑

杨一凡 殷睿晗 王菁宸 卫煜杨 曾子航 李泓萱 修 卓 李禹瑶 王佳怡 王 蕊 王婷卉

张心岸 田佳宁 马欣雨 钟 瑞 孙小钥 李思晗 刘怡彤 赵星宇 魏 喆 张倍程 付琬童

顾校冰 于小芹 胡 可 李羽彤 魏嘉欣程 张智翔 李青竹 李 泷 金俣含 张晓艺 王誉茵

李明泽 李姝霖 解茗涵 李严铭 白 杨 王晨茜 马浩然 黄万邦 来李智



（班级学生代表 10%）贾卓霏 闫力豪 宋丛伊 张天悦 王璐 周思奇 刘睿蒙 张思远 刘安雪

冯瑞琦 张航川 任 爽 刘竞阳 沈小力 倪长龙 代宇骜

2020 级金融学

组长：（辅导员）李永娇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葛大铭 曹佳琪 王钰涵 魏佳伦 隋 煜 彭诗淇 孙鸿菲 孙艺丹

刘怡宁 李放南 李庄书 郑依明 吕文静 符 钲 栾欣颐 狄慧婷 孙楷杰 靳冠岚 刘柯彤

刘嘉宁 王若曦 师雯羽 邢 泽 马瑞晨 郑锦云 宋秋妍 王名扬 王新瑶 张馨月 任 赫

杨梓艺 王玺尧 王宇晴 王嘉誉 于沐骅 张嘉桐 谷欣格 田又心 高霁玥 方俣衡 张俣山

王子月 赵婧淇 陈妍霖 赵 琳 田兴宇 雷 漳 王思颖 许世达 许雅赫

（班级学生代表 10%）周禹岑 佟潇乐 任涵宇 赵骥滕 翟 悦 赵成龙 钟 妮 丁乙珈

朱雯倩 孙楷杰 姜竣文 徐业成 赵赫男 唐泽峻 彭楷程 李卓霖 刘如海 王舒蒙 张 敏

2020 级物流管理

组长：（辅导员）李月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许 强 邓添一 陈美怡 周英卉 张瀚之 胡尧钧 邓佳宁 姜绣羽

杜昊凝 赵勃睿 崔开轶 蒋雷婷 沈斯涵 刘姝含 朱美璇 杨卓奇 满星雨 高璐雅 丁一茗

王裕民 孙榕蔚

（班级学生代表 10%）马 爽 蒋铠逊 张骋蕊 张锐男 郑诗蒙 徐 术 冶星佳 周 安

储鹂莹

2020 级市场营销

组长：（辅导员）李月

组员：（全体班级干部）刘婧雯 臧骏驰 闫景隆 何以珊 栗赫营 孙晓晗 王天驰 冀震菲

宋 宁 赵琳蕊 宋晨珂 李雨萌 常旖旎 谢 菲 岳昊喆 于亚楠 薛佳宇 靳涵迪 孙鹏壹

张文星 韩梓实 吴未可 郑卉桐 朱秋相 李睿奇 于博涵 任 喆 周耘锋 崔 希 姚雨杭

徐鹤桐 李任苒 李依霖 贲 放

（班级学生代表 10%）吴会琳 邱连鑫 雷 鑫 李小泉 刘若楠 蒋 颉 路 蓉 刘佳妮 赵索闻

孙鹤晴 王馨晨 曲卓然 李子豪



附件 3：初评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含学号）

1.校长奖学金（2人）

赵雁彤 18147001 郑天财 18147146

2.学习优秀奖学金一等（81 人）

张璐瑶 18147095 赵雁彤 18147001 齐泽康 18147131

郑天财 18147146 白羽珊 18147115 卢祎慧 18147136

陈星如 18147024 林心宇 18147092 田抒运 18175002

陈姝岐 18175192 白雨鑫 18175169 孙琳 18175075

张浩楠 18175216 付清宇 18175154 王灵祎 18175145

商露文 18175048 高鹤桐 18175116 张译丹 18175113

金塬 18175200 赵锋艳 18176103 王贾熔 18176099

曹鹏宇 18176074 王纯 18176102 苏雪寒 18176005

周梦桥 18131041 崔文超 18131100 胡嘉妮 18131051

张帆 18131013 孙豪祥 18131109 张杰 19147147

王思亓 19147167 孙诚 19147171 王宇琪 19147176

王茜怡 19147124 秦嘉泽 19147175 崔笑瑜 19147004

胡源芫 19147089 马思羽 19175078 周美含 19175111

张馨 19175006 韩凯文 19175034 杨悦 19175113

程奕睿 19175124 年志伟 19175130 邓诣之 19175222

董文婧 19175112 任婧溪 19175196 王颖鑫 19176080

杜雨晴 19176075 冯思雨 19176091 任心怡 19176053

陈怡洋 19131106 郝奇星 19131102 孙悦 19131002

陈豪博 19131082 吴晗韵 19131083 黄万邦 20147081

陈奕帆 20147083 李姝霖 20147098 李严铭 20147089

曹佳琪 20201005 狄慧婷 20201060 刘嘉洋 20175045

郑锦云 20201086 陈佳宁 20147049 王姝雅 20175042

马瑞晨 20201081 李卓霖 20175039 关雅文 20175031

章宇凡 20176065 崔开轶 20176036 周安 20176075

邱曼莹 20176001 陆文惠 20176060 谢菲 20202053

杨孟杰 20202044 杨建榕 20202055 吴青云 20131082

张文星 20131028 沈佳琳 20131048 邓紫奕 20131085

学习优秀奖学金二等（170 人）

林嘉雯 18147184 高梦婧 18147020 孙思宇 18147102

赵晨旭 18147157 薛瑶 18147174 刘嘉昕 18147173

王玥 18147009 李佳华 18147175 郭盈池 18147150

王子一 18147156 钟珺晴 18147012 于海航 18147160

姜欣卓 18147086 孙楚佳 18147103 王雪宁 18147166

段悦彤 18147123 李祉逸 18147140 赵诗涵 18175129

谢典辰 18175168 许若冰 18175195 何昕儒 18175071

慕承霖 18175014 赵思佳 18175219 唐嘉璐 18175136

许欣言 18175098 刘君阳 18175173 李明晖 18175156



贺佳煜 18175126 田琬暄 18175183 都然 18175188

董一霖 18175013 王一帆 18175019 曹宁芮 18175096

邓佳 18175203 张瀛月 18175141 王添一 18175040

谷雨辰 18175124 张新钰 18175157 叶贤龙 18176088

赖浚琦 18176078 安秀青 18176078 白一兰 18176079

燕翔 18176080 杨明杰 18176002 杜畅 18176028

赵艺惠 18176086 马天依 18176054 陈锦华 18131053

李若欣 18131091 刘辰琪 18131081 和怡冰 18131034

李菁菁 18131044 贝湘飞 18131106 王怡菲 18131004

柴诚元 18131105 王香龙 18131068 单雨莹 18131066

祝元泽 19147146 刘家祎 19147066 曹嘉熙 19147128

王非凡 19147088 贾晓栋 19147180 姚欣雨 19147182

黄倩 19147140 郭丹琪 19147173 叶雪 19147165

刘铭麟 19147110 杜冰妍 19147184 刘冰 19147081

邱迎雪 19147072 陈琼 19147123 胡思惠 19147166

黄榕杉 19147090 巨芷昕 19175035 宋田霄 19175224

史雨琪 19175197 兰雅娟 19175223 张语诺 19175173

李鹏州 19175098 冯馨悦 19175146 徐辰琳 19175210

李炫颖 19175020 郭青青 19175004 郝博锐 19175207

林婧 19175193 张思哲 19175068 范闻纾 19175028

葛田妮 19175046 魏榕廷 19175125 王鑫宇 19175008

黄淑瑜 19175001 平雨鑫 19175139 何程 19175086

张羽桐 19175057 牟冬雪 19131023 李楠楠 19131005

陈晓双 19131078 李淑楠 19131094 陈薪竹 19131020

张浩言 19131099 赵雅欣 19131092 韩欣彤 18131094

周倩 19131088 遇沫含 19131017 孙兴燕 19176072

张童童 19176074 梁诗淇 19176005 郭茹芯 19176094

张亚鹏 19176103 李超 19176076 吴怡诺 19176105

孙亚琪 19176081 李子旭 19176092 刘冬妮 19176041

王菁宸 20200037 曾子航 20200044 王泽辉 20200056

王佳怡 20200045 侯玥岑 20200028 赖薇同 20147075

王誉茵 20147099 刘晓 20147085 刘思恬 20147066

付琬童 20147001 沈小力 20147041 邱兆十 20147059

方子桓 20147088 李青竹 20147044 刘嘉宁 20201071

翟悦 20201031 王璐瑶 20175089 明柯欣 20201088

黄小一 20201068 赵赫男 20175003 邢泽 20201078

李嘉骥 20131021 赵琳 20175075 王浩安 20201059

谢正杰 20175087 杨艺竹 20131050 武佩萱 20201087

谢冰青 20175091 胡哲綦 20175097 葛大铭 20201027

王砚珩 20175022 王雨欣 20175004 王蓝青 20201079

许文搏 20176072 王梦可 20176073 傅小龙 20176066

刘晓薇 20176085 王紫薇 20176059 王静雯 20176087

刘姝含 20176045 刘星宇 20176007 吴岳阳 20176089



冀震菲 20202032 宋宁 20202034 李梓卓 20202050

韩佼妍 20202043 庄洪伟 20202060 杨秋霞 20202038

朱新宇 20131053 吴未可 20131036 李昊洋 20131015

李依霖 20131079 武子睿 20131055 贲放 20131051

张皓妍 20131071 王一迪 20131052

学习优秀奖学金三等（248 人）

陈月瑶 18147080 佟瑶 18147025 王一淋 18147031

姜佳慧 18147141 赵天琪 18147089 李佳馨 18147028

杨茹雯 18147022 韩越 18147129 曲妍诺 18147116

胡燕萍 18147185 李欣然 18147167 裴华维 18147132

何禹萱 18147106 李晓慧 18147004 王潇晗 18147003

刘宝鑫 18147133 董瑞娇 18147152 曹雨晴 18147096

王雨浓 18147019 杨泽婷 18147169 戚凯豪 18147182

姚雅涵 18147145 齐帅 18147143 王一然 18147164

白天义 18147171 杜金梦 18175149 樊力葳 18175135

刘京京 17175056 姜世彬 18175073 苏晗 18175186

王慧劼 18175030 乔佳曦 18175187 孙瑛鸿 18175041

王依阳 18175137 乔美琪 18175046 赵月彤 18175045

梁质洁 18175208 宋晓尘 18175005 李薇 18175191

沈雅琦 18175148 董建航 18175147 张颖奇 18175214

王诗博 18176068 罗博文 18175184 王泽天 18175155

付楚舒 18175057 王雯 18175063 李炎昱 18175146

马嘉艺 18175161 汪庥妍 18175142 韩汝天 18175049

王凌月 18175044 钱澄 18175199 张远 18175015

李昱 18175174 张舒涵 18175123 陈美彤 18175144

崔筱涵 18175007 孙翌竣 18176030 李阳 18176071

李怡瑶 18176100 郑佳苗 18176090 刘婷婷 18176011

董洋彤 18176107 李琬莹 18176056 谷雨蓓 18176009

郭梦冉 18176082 谭燕珊 18176061 王颜春 18176024

牛超越 18176101 刘敬云 18176083 张雲舒 18176043

梁帆 18176029 高雨霏 18131049 张亚琦 18131079

李龙玲 18131064 李鸿 18131059 李经络 18131102

王一茗 18131099 田硕 18131071 刘思薷 18131080

柳世奇 18131075 李倩倩 18131085 杨帆 18131077

尹艺颖 18131029 柏荷 18131048 刘婧 18131069

于文晴 18131046 屠佳怡 19147027 李宛霖 19147174

胡阳 19147058 徐嘉彤 19147115 潘宏通 19147097

杨璧丞 19147006 张自琦 19147150 苗竞文 19147036

李尧 19147002 刘新彪 19147153 李佳圆 19147129

王泽鑫 19147141 鲍文 19147144 潘思夷 19147060

黄彬城 19147113 李侠锟 19147022 王奕钦 19147149

卢俊豪 19147148 宫鹤 19147055 王祉晔 19147063

李佳纹 19147056 相姝羽 19147023 颜希名 19147025



许靖依 19147054 许文洋 19175079 赵津艺 19175156

许楠 19175184 窦茁宁 19175141 魏爱芳 19175047

贾子萱 19175055 赵天铭 19175154 钦晴 19175218

高悦 19175094 彭雨婷 19175194 姚羽嘉 19175168

宗炳丞 19175103 齐晶萍 19175043 孙诗阳 19175023

秦美瑶 19175157 田硕 19175093 李嘉仪 19175214

丁梦帆 19175188 安佳琪 19175127 周艾典 19175160

张艺怀 19175012 苏浩南 19175054 刘怡君 19175065

宫本琪 19175174 宋伽璐 19175176 王思艺 19175052

陈丽媛 19175171 张诗涵 19175162 王祚源 19175096

王飞燕 19175038 崔琳悦 19175126 邢诗佳 19175165

龚凯璐 19176034 崔雪莹 19176095 尹小玮 19176078

赵宸 19176049 潘宇环 19176009 李天怡 19176067

郑屿璠 19176036 霍紫薇 19176057 廖雨虹 19176065

刘雪莹 19176021 滕宇 19176040 黄金睿 19131076

司振祎 19131108 罗艺 19131011 常泽辉 19131103

杜威 19131080 任婧竹 19131100 何佳怡 19131062

王凯旋 19131016 曹苗苗 19131061 王艺霖 19131025

杨慧 19131105 刘安雪 20200040 张思远 20200038

殷睿晗 20200039 张沥文 20200058 曹宜文 20200047

冯瑞琦 20200041 叶雪飞 20200043 修卓 20200035

张宛柠 20200027 史泽宁 20200007 曹颖 20200010

崔婉莹 20200025 毛鹤霏 20200008 李媛 20200030

王蕊 20200046 轩玮 20147100 王晨茜 20147067

李嘉莹 20147055 胡可 20147056 王欣蕊 20147007

王璐 20147025 康诗琳 20147008 金俣含 20147036

靳冠岚 20201069 路婷婷 20201050 方雨淇 20131069

高爱璘 20202027 张聪聪 20201080 刘艺睿 20175034

吴仪 20201051 余俊良 20201085 彭楷程 20175037

薛莉凡 20201028 雷漳 20175077 周艾霖 20131040

蒲越 20201083 冯嘉怡 20175006 于沐骅 20175035

李放南 20201037 张嘉桐 20175047 徐业成 20175005

韩新悦 20201047 谷欣格 20175050 王亭文 20175040

李真 20175065 李陶然 20175078 赵婧淇 20175062

李庄书 20201038 吕文静 20201044 张嘉璐 20201023

王新瑶 20175014 高璐雅 20176082 马爽 20176044

张锐男 20176013 张根源 20176091 梁文馨 20176010

孙榕蔚 20176086 刘宇涵 20176032 朱姗姗 20176003

李鑫竹 20176011 王裕民 20176100 邢新瑶 20176018

丁金明 20176097 常胜 20176077 黄志梁 20176067

李腾飞 20176078 李雨萌 20202048 蔡颖 20202049

常旖旎 20202047 赵琳蕊 20202046 张珮煊 20202040

王进 20202051 王靖涵 20202052 曹佳荟 20202009



李小泉 20202031 韩梓实 20131060 郑卉桐 20131041

岳昊喆 20131005 杨帆 20131083 姚雨杭 20131091

王奥博 20131049 刘歆煜 20131095

3.思想品德奖学金（136 人）

张璐瑶 18147095 赵雁彤 18147001 郭盈池 18147150

薛瑶 18147174 王一淋 18147031 白羽珊 18147115

郑天财 18147146 高梦婧 18147020 齐泽康 18147131

何禹萱 18147106 孙思宇 18147102 赵晨旭 18147157

李晓慧 18147004 杨振巍 18147158 盛千益 18147101

任京洲 18147124 孙琳 18175075 唐嘉璐 18175136

白雨鑫 18175169 王灵祎 18175145 田抒运 18175002

陈姝岐 18175192 慕承霖 18175014 何昕儒 18175071

谢典辰 18175168 许欣言 18175098 谷雨辰 18175124

张浩楠 18175216 赵诗涵 18175129 苏晗 18175186

付清宇 18175154 王泽天 18175155 王添一 18175040

高鹤桐 18175116 董建航 18175147 孙瑛鸿 18175041

宋晓尘 18175005 曹鹏宇 18176074 赵锋艳 18176103

杨璧宁 18176051 王纯 18176102 苏雪寒 18176005

白一兰 18176079 李阳 18176071 郑佳苗 18176090

马佳乐 18176053 王正 18176022 和怡冰 18131034

张帆 18131013 周梦桥 18131041 胡嘉妮 18131051

崔文超 18131100 李若欣 18131091 高雨霏 18131049

刘辰琪 18131081 李菁菁 18131044 李倩倩 18131085

孙诚 19147171 张杰 19147147 刘铭麟 19147110

秦嘉泽 19147175 祝元泽 19147146 黄彬城 19147113

姚欣雨 19147182 贾晓栋 19147180 刘新彪 19147153

马思羽 19175078 董文婧 19175112 宋立鹏 19175208

韩凯文 19175034 张馨 19175006 平雨鑫 19175139

兰雅娟 19175223 魏榕廷 19175125 周美含 19175111

张语诺 19175173 刘怡君 19175065 巨芷昕 19175035

高悦 19175094 范闻纾 19175028 于岚诗 19175142

葛田妮 19175046 贾子萱 19175055 张思聪 19175211

窦茁宁 19175141 杨以岑 19175072 刘域 19175009

王颖鑫 19176080 杜雨晴 19176075 李超 19176076

刘展朋 19176098 孙亚琪 19176081 崔雪莹 19176095

潘宇环 19176009 吴佳文 19131021 牟冬雪 19131023

陈豪博 19131082 郝奇星 19131102 陈薪竹 19131020

张浩言 19131099 王凯旋 19131016 孙悦 19131002

殷睿晗 20200039 王菁宸 20200037 修卓 20200035

王佳怡 20200045 张航川 20200014 王誉茵 20147099

李明泽 20147080 李青竹 20147044 葛大铭 20201027

邢泽 20201078 王新瑶 20175014 曹佳琪 20201005

王砚珩 20175022 王晴 20175058 李庄书 20201038



赵婧淇 20175062 狄慧婷 20201060 赵赫男 20175003

陈秋宇 20176038 许文搏 20176072 张根源 20176091

周安 20176075 高璐雅 20176082 丁一茗 20176071

满星雨 20176094 王淑涵 20202021 赵琳蕊 20202046

刘婧雯 20202023 黄衎 20202056 冀震菲 20202032

李昔宸 20202017 吴未可 20131036 韩梓实 20131060

郑卉桐 20131041

4.社会工作贡献奖学金（167 人）

张璐瑶 18147095 赵雁彤 18147001 齐泽康 18147131

王一淋 18147031 林心宇 18147092 杨振巍 18147158

钟珺晴 18147012 王一然 18147164 闫美婷 18147067

曲妍诺 18147116 李俊达 18147137 王玥鸥 18147007

李晓慧 18147004 盛千益 18147101 任京洲 18147124

郑天财 18147147 慕承霖 18175014 宋晓尘 18175005

郭文卓 18175083 王添一 18175040 刘佳怡 18175042

王曦玉 18175078 高鹤桐 18175116 朱靖晨 18175088

谷雨辰 18175124 许欣言 18175098 樊力葳 18175135

董建航 18175147 王泽天 18175155 王灵祎 18175145

唐嘉璐 18175136 白雨鑫 18175169 陈姝岐 18175192

田抒运 18175002 罗博文 18175184 吴环甫 18175151

石栋 18175209 孙琳 18175075 付清宇 18175154

杨璧宁 18176051 王正 18176022 李阳 18176071

白一兰 18176079 苏雪寒 18176005 曹鹏宇 18176074

廖小荷 18176003 李晨 18176008 赵锋艳 18176103

张帆 18131013 周梦桥 18131041 胡嘉妮 18131051

崔文超 18131100 田硕 18131071 李若欣 18131091

李倩倩 18131085 赵纪涛 18131008 王怡菲 18131004

刁奕文 19147014 张东沄 19147001 王樱洁 19147102

陈喆 19147064 张杰 19147147 刘铭麟 19147110

孙诚 19147171 董诗雨 19147159 纪承恩 19147109

屠佳怡 19147027 黄彬城 19147113 宋常雨 19147047

孙欣 19147092 刘新彪 19147153 张馨 19175006

刘雨桐 19175039 刘怡君 19175065 董文婧 19175112

魏榕廷 19175125 窦茁宁 19175141 张语诺 19175173

赵天铭 19175154 韩凯文 19175034 张思聪 19175211

刘域 19175009 杨媛媛 19175206 贾子萱 19175055

平雨鑫 19175139 马思羽 19175078 杨悦 19175113

宋田霄 19175224 宋立鹏 19175208 周美含 19175111

冯馨悦 19175146 刘霜竹 19175166 梁诗淇 19176005

龚凯璐 19176034 丁灵 19176064 葛沛霖 19176047

汪洪海 19176038 王颖鑫 19176080 孙亚琪 19176081

崔雪莹 19176095 李超 19176076 杜雨晴 19176075



吴佳文 19131021 孙悦 19131002 张鑫越 19131039

全晓雯 19131041 刘广润 19131049 李沅浩 19131048

张浩言 19131099 杜威 19131080 陈豪博 19131082

赵雅欣 19131092 殷睿晗 20200039 曾子航 20200044

叶雪飞 20200043 王菁宸 20200037 修卓 20200035

王蕊 20200046 王佳怡 20200045 张航川 20200014

李明泽 20147080 王誉茵 20147099 李青竹 20147044

李严铭 20147089 李羽彤 20147045 金俣含 20147036

曹佳琪 20201005 靳冠岚 20201069 于沐骅 20175035

葛大铭 20201027 刘嘉宁 20201071 谷欣格 20175050

王钰涵 20201016 邢泽 20201078 赵婧淇 20175062

李庄书 20201038 王新瑶 20175041 赵琳 20175075

狄慧婷 20201060 杨梓艺 20175018 雷漳 20175077

李放南 20201037 胡哲綦 20175097 邓添一 20176009

陈秋宇 20176038 满星雨 20176094 崔开轶 20176036

刘姝含 20176045 高璐雅 20176082 丁一茗 20176071

王裕民 20176100 张锐男 20176013 刘婧雯 20202023

冀震菲 20202032 杨孟杰 20202044 赵琳蕊 20202046

栗赫营 20202026 王天驰 20202008 岳昊喆 20131005

韩梓实 20131060 吴未可 20131036 郑卉桐 20131041

李依霖 20131079 张文星 20131028 李昊洋 20131015

姚雨杭 20131091 戚凯豪 18147182

5.文体活动奖学金（124 人）

赵雁彤 18147001 郑天财 18147146 张璐瑶 18147095

林嘉雯 18147184 李佳华 18147175 于海航 18147160

白天义 18147171 赵晨旭 18147157 齐泽康 18147131

薛瑶 18147174 高梦婧 18147020 刘嘉昕 18147173

杨茹雯 18147022 董瑞娇 18147152 田抒运 18175002

张浩楠 18175216 付清宇 18175154 陈姝岐 18175192

白雨鑫 18175169 孙琳 18175075 商露文 18175048

赵诗涵 18175129 张译丹 18175113 高鹤桐 18175116

谢典辰 18175168 王灵祎 18175145 金塬 18175200

董一霖 18175013 杜金梦 18175149 李艾阳 18175108

郑昱桐 18175180 苏晗 18175186 王添一 18175040

赵思佳 18175219 贺佳煜 18175126 曹鹏宇 18176074

赵锋艳 18176103 郑佳苗 18176090 谷雨蓓 18176009

王正 18176022 周梦桥 18131041 胡嘉妮 18131051

崔文超 18131100 孙豪祥 18131109 张帆 18131013

和怡冰 18131034 刘辰琪 18131081 刘浩 18131104

崔大庆 18131074 王思亓 19147167 张杰 19147147

屠佳怡 19147027 祝元泽 19147146 李宛霖 19147174



李佳纹 19147056 孙诚 19147171 曹嘉熙 19147128

刘家祎 19147066 王宇琪 19147176 马思羽 19175078

葛田妮 19175046 韩凯文 19175034 巨芷昕 19175035

周美含 19175111 贾子萱 19175055 范闻纾 19175028

张艺怀 19175012 张思哲 19175068 刘雨桐 19175039

王祚源 19175096 德玥妍 19175031 程奕睿 19175124

赵津艺 19175156 宋立鹏 19175208 刘域 19175009

杨以岑 19175072 董文婧 19175112 王颖鑫 19176080

任心怡 19176053 冯思雨 19176091 李文洋 19176042

刘晓新 19176035 潘宇环 19176009 杜雨晴 19176075

尹小玮 19176078 张亚鹏 19176103 赵雅欣 19131092

陈怡洋 19131106 牟冬雪 19131023 郝奇星 19131102

陈豪博 19131082 李淑楠 19131094 黄金睿 19131076

侯玥岑 20200028 殷睿晗 20200039 李媛 20200030

李青竹 20147044 陈奕帆 20147083 刘晓 20147085

李明泽 20147080 李严铭 20147089 马瑞晨 20201081

王蓝青 20201079 关雅文 20175031 曹佳琪 20201005

李嘉骥 20131021 方雨淇 20131069 刘嘉宁 20201071

刘嘉洋 20175045 高璐雅 20176082 周安 20176075

马爽 20176044 张根源 20176091 王裕民 20176100

许文搏 20176072 章宇凡 20176065 梁文馨 20176010

杨建榕 20202055 杨孟杰 20202044 王淑涵 20202021

刘婧雯 20202023 韩梓实 20131060 李依霖 20131079

岳昊喆 20131005

6.科学研究奖学金（86 人）

姜佳慧 18147141 曹宁芮 18175096 孙诚 19147171

齐泽康 18147131 王颖鑫 19176080 崔笑瑜 19147004

赵雁彤 18147001 冯思雨 19176091 曹嘉熙 19147128

樊力葳 18175135 梁诗淇 19176005 周美含 19175111

杜冰妍 19147184 崔开轶 20176036 高鹤桐 18175116

宋田霄 19175224 李嘉骥 20131021 贺佳煜 18175126

杨悦 19175113 金塬 18175200 付清宇 18175154

邱迎雪 19147072 张译丹 18175113 张玥 18175162

商露文 18175048 李楠楠 19131005 刘冬妮 19176041

魏榕廷 19175125 程晓涵 19131051 张亚鹏 19176103

郝奇星 19131102 任心怡 19176053 宋婷婷 19176097

遇沫含 19131017 李超 19176076 郑天财 18147146

赖浚琦 18176066 王一淋 18147031 刘铭麟 19147110

叶贤龙 18176088 白雨鑫 18175169 胡阳 19147058

张璐瑶 18147095 张杰 19147147 徐嘉彤 19147115

赵锋艳 18176103 王茜怡 19147124 苗竞文 19147036

郭蕙宁 19147053 贝湘飞 18131106 陈姝岐 18175192



刘佳祎 19147066 王一茗 18131099 王佳怡 20200045

周梦桥 18131041 高雨霏 18131049 张锐男 20176013

王香龙 18131068 于文晴 18131046 裴华维 18147132

韩汝天 18175049 崔文超 18131100 胡源芫 19147089

田抒运 18175002 孙豪祥 18131109 年志伟 19175130

刘君阳 18175173 陈锦华 18131053 冯馨悦 19175146

都然 18175188 屠佳怡 19147027 陈怡洋 19131106

孙兴燕 19176072 张浩楠 18175216 许若冰 18175195

陈佳宁 20147049 孙琳 18175075 祝元泽 19147146

张嘉桐 20175047 王灵祎 18175145 张馨 19175006

吴青云 20131082 赵思佳 18175219 曹鹏宇 18176074

白羽珊 18147115 孙思宇 18147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