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学生姓名 奖学金等级

1817440609 陈晟皓 特等奖

学号 学生姓名 奖学金等级

1812020115 江坤 一等奖

1812120122 许东辉 一等奖

1812140121 王千新 一等奖

1812440101 安加婷 一等奖

1812440113 胡锦浩 一等奖

1812440419 吴嘉奕 一等奖

1812480214 李江 一等奖

1812480426 翁祯敏 一等奖

1817440715 金相宇 一等奖

1819640819 刘振峰 一等奖

1819660230 荀镕基 一等奖

1912140103 虞嘉文 一等奖

1913521413 王源 一等奖

1935020323 王嘉栋 一等奖

1935022511 胡锦杰 一等奖

1935030130 张晓山 一等奖

1935030402 冯明倩 一等奖

1935030512 樊世洋 一等奖

1935030532 周浪 一等奖

1935030817 黎夏 一等奖

1935031110 陈杨恺 一等奖

1935031426 谢晔辉 一等奖

1935032111 狄子翔 一等奖

1935040627 武旭东 一等奖

学号 学生姓名 奖学金等级 学号 学生姓名 奖学金等级

1812020101 陈佳琦 二等奖 1935020102 葛澜 二等奖

1812020107 王艳 二等奖 1935020127 杨奕诚 二等奖

1812020127 叶海瑞 二等奖 1935020229 岳坤 二等奖

1812120102 华旖筠 二等奖 1935020417 刘泽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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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120116 卢德祥 二等奖 1935020502 郭海菲 二等奖

1812120125 姚传洪 二等奖 1935021414 李文强 二等奖

1812120212 顾一凡 二等奖 1935021502 黄帆 二等奖

1812140108 李翔杰 二等奖 1935022725 徐雍钦 二等奖

1812140129 郝雨凡 二等奖 1935023504 王庆芳 二等奖

1812440107 徐晶钰 二等奖 1935030106 王青霞 二等奖

1812440111 范哲 二等奖 1935030111 陈泽伟 二等奖

1812440201 曹颖涵 二等奖 1935030122 宋超 二等奖

1812440306 吴毅萍 二等奖 1935030125 王俊杰 二等奖

1812440307 闫旖婷 二等奖 1935030126 伍科运 二等奖

1812440308 赵奕蕾 二等奖 1935030212 杜家阳 二等奖

1812440312 何进 二等奖 1935030230 张昊奇 二等奖

1812440313 黄飞鸿 二等奖 1935030425 韦东山 二等奖

1812440405 王佳滢 二等奖 1935030426 向小奇 二等奖

1812440416 钱程远 二等奖 1935030503 蒋婵 二等奖

1812440417 田思源 二等奖 1935030516 兰博天 二等奖

1812440602 雷欣玥 二等奖 1935030705 司徒晓彤 二等奖

1812440615 马巳然 二等奖 1935030722 孙浩昕 二等奖

1812440704 邱亚婷 二等奖 1935030727 肖怡松 二等奖

1812440706 熊雯婷 二等奖 1935030811 陈梓焱 二等奖

1812440803 刘中慧 二等奖 1935030904 陆琛萍 二等奖

1812480132 张书铭 二等奖 1935030907 杨赵凝 二等奖

1812480204 吴诗玲 二等奖 1935030920 毛璇 二等奖

1812480223 庹明炜 二等奖 1935030932 赵鹏 二等奖

1812480229 许青松 二等奖 1935031002 耿超洋 二等奖

1812480301 李嘉雪 二等奖 1935031006 温昕 二等奖

1812480302 佘霖琳 二等奖 1935031115 侯宇海 二等奖

1812480305 张迪 二等奖 1935031402 郭叶霜 二等奖

1812480407 蔡俊 二等奖 1935031403 李艳希 二等奖

1814080136 赵培森 二等奖 1935031525 吴心远 二等奖

1814410224 马林谦 二等奖 1935031527 薛宇涛 二等奖

1814410635 周嘉航 二等奖 1935031610 陈宇鹏 二等奖

1815010116 许珑央 二等奖 1935031702 代玉凤 二等奖

1817030106 毛萌 二等奖 1935031727 杨成龙 二等奖

1817030325 王俊森 二等奖 1935031821 时晓辉 二等奖

1817440331 张博 二等奖 1935031828 尹旭翱 二等奖

1912140116 刘一珉 二等奖 1935031924 王佳超 二等奖

1912140128 张一帆 二等奖 1935032204 任梦圆 二等奖

1913520827 唐泽奥 二等奖 1935032206 许艳媚 二等奖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612440125 刘家明 三等奖 1812480403 刘心如 三等奖

1612440304 欧霞 三等奖 1812480416 李夏 三等奖

1612480323 卢伟 三等奖 1812480417 刘佳豪 三等奖

1811410323 肖海强 三等奖 1812480419 罗英伟 三等奖

1812020110 陈柏羽 三等奖 1812480422 沈嘉昱 三等奖

1812020112 高岩 三等奖 1813490203 何美漫 三等奖

1812020130 袁英杰 三等奖 1813491011 熊凡 三等奖

1812020133 折禄 三等奖 1814080127 孙皓 三等奖

1812120101 崔诗晏 三等奖 1814410420 盛泓云 三等奖

1812120105 朱婷 三等奖 1817030403 李鎏晏 三等奖

1812120123 鄢小飞 三等奖 1817040106 余辰婷 三等奖

1812120204 尹婷 三等奖 1817440422 王逸帆 三等奖

1812120226 张豪 三等奖 1819640520 李彦博 三等奖

1812140102 冯正云 三等奖 1819660201 付佳敏 三等奖

1812140103 韩超 三等奖 1819660206 黄瑞羚 三等奖

1812140111 梅哲璇 三等奖 1819660216 张瑞 三等奖

1812140126 杨扬 三等奖 1820040102 洪维 三等奖

1812440104 陆莹洁 三等奖 1822020111 刘金伟 三等奖

1812440106 文雪勤 三等奖 1826410230 张钺 三等奖

1812440120 忻纪元 三等奖 1912140104 张蕙然 三等奖

1812440204 马天昀 三等奖 1912140107 樊鑫磊 三等奖

1812440302 华诚懿 三等奖 1912140114 李凌顿 三等奖

1812440311 范志伟 三等奖 1912140125 叶鹏飞 三等奖

1812440403 梁钰婷 三等奖 1913521324 李润昌 三等奖

1812440404 穆光婕 三等奖 1935021417 龙子洋 三等奖

1812440522 张雨鹏 三等奖 1935021829 张涵 三等奖

1812440601 陈杉杉 三等奖 1935022103 卢筱祺 三等奖

1812440603 刘若妍 三等奖 1935023005 杨静怡 三等奖

1812440618 王晓龙 三等奖 1935023330 赵家毅 三等奖

1812440709 陈宇涛 三等奖 1935023506 杨璐 三等奖

1812440711 高源 三等奖 1935023710 过文昊 三等奖

1812440802 李若彤 三等奖 1935030107 许怡雯 三等奖

1812440813 李贝 三等奖 1935030115 黄嘉伟 三等奖

1812440820 姚奕辰 三等奖 1935030203 贾博茜 三等奖

1812440821 张尚涛 三等奖 1935030206 王思锐 三等奖

1812440823 朱嘉磊 三等奖 1935030312 杜睿杰 三等奖

1812480102 黄诗佳 三等奖 1935030313 龚昊泽 三等奖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812480103 黄宇宁 三等奖 1935030316 孔祥瑞 三等奖

1812480112 蒋镇雄 三等奖 1935030321 丘海锋 三等奖

1812480125 吴迪 三等奖 1935030408 张文婷 三等奖

1812480136 庄逸尘 三等奖 1935030519 卢泰宇 三等奖

1812480205 徐妍 三等奖 1935030531 赵晨阳 三等奖

1812480209 邓朝军 三等奖 1935030605 石璇 三等奖

1812480212 滑翼 三等奖 1935030608 张悠靖 三等奖

1812480303 沈一宁 三等奖 1935030629 杨云龙 三等奖

1812480325 苏绍杰 三等奖 1935030701 车红玉 三等奖

1812480401 陈文玲 三等奖 1935030716 雷成凯 三等奖

1935030729 杨志豪 三等奖 1935031509 曹海腾 三等奖

1935030731 张逸杰 三等奖 1935031529 张晋升 三等奖

1935030802 高源璟 三等奖 1935031619 罗代均 三等奖

1935030805 宋琰琳 三等奖 1935031630 张贞文 三等奖

1935030819 鲁映杰 三等奖 1935031719 罗吉祥 三等奖

1935030824 王斌 三等奖 1935031721 石尚轩 三等奖

1935030908 张偌婕 三等奖 1935031729 张青荣 三等奖

1935030922 孙小雨 三等奖 1935031803 梁善淇 三等奖

1935031003 李苗苗 三等奖 1935031911 代振宇 三等奖

1935031005 苏捷莉 三等奖 1935031921 潘孝安 三等奖

1935031007 杨瑾 三等奖 1935032105 王静 三等奖

1935031028 许若琪 三等奖 1935032115 金宇杰 三等奖

1935031033 周子斐 三等奖 1935032218 马俊杰 三等奖

1935031123 谭鸿燊 三等奖 1935032223 王峻韬 三等奖

1935031230 张裕聪 三等奖 1935032228 于富强 三等奖

1935031301 陈珍妮 三等奖 1935032230 张宸旭 三等奖

1935031314 侯皓严 三等奖 1935032232 钟子彦 三等奖

1935031317 梁杰 三等奖 1935040423 潘晨阳 三等奖

1935031332 朱子豪 三等奖 1935040703 侯苗 三等奖

1935031406 吴小莉 三等奖 1935040705 李玮新 三等奖

1935031427 薛嘉玮 三等奖 1935040709 王星悦 三等奖

1935031501 程婕 三等奖 1935040827 项鹏 三等奖

1935031507 余雪琴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