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05 张硕 一等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96 刘丹 一等

3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8 陶雨棚 一等

4 软件工程 202580514 周萍 一等

5 软件工程 202580512 孙煜 一等

6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22 范志浩 一等

7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86 王誉熹 二等

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90 夏文宗 二等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500 董亚鑫 二等

10 软件工程 202580529 项紫晨 二等

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93 王智 二等

12 软件工程 202580528 刘文昌 二等

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95 荀鹏 二等

14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24 林杰 二等

15 软件工程 202580536 沈思宇 二等

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94 朱嘉辉 二等

17 软件工程 202580527 郭东升 二等

18 软件工程 202580530 郑孝劲 二等

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91 李啟铜 二等

20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2 陈锋 二等

21 软件工程 202580533 李天娇 二等

22 软件工程 202580531 楼泽瑶 二等

23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85 宋婷婷 二等

24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04 刘冰清 二等

25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11 李睿 二等

26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15 董田荣 二等

27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02 付建平 二等

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503 赵旭 二等

29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6 姜云杰 二等

30 软件工程 202580534 王君然 二等

31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08 李玮嘉 二等

32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07 蒯新晨 二等

33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09 王文明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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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软件工程 202580518 罗洁 二等

35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16 曹伟 二等

36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14 杨凡舟 二等

3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506 姚佳浩 二等

38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17 武金伟 二等

3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502 白高磊 二等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505 王威 二等

4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86 吴西博 二等

4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81 李迦楠 二等

43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18 李欣歌 二等

44 软件工程 202580525 曹杰 三等

4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83 诸葛禹阳 三等

4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97 唐伟明 三等

47 软件工程 202580519 张永生 三等

48 软件工程 202580521 王锁成 三等

49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 203590812 李德云 三等

50 软件工程 202580526 张欣怡 三等

5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89 李顺凤 三等

5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87 戴兴龙 三等

53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88 胡琪 三等

54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4 丁冬冬 三等

55 软件工程 202580517 高炳涛 三等

56 软件工程 202580523 祝胜泉 三等

57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1 俞璎时 三等

58 软件工程 202580520 宗旭 三等

59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29 潘杰忠 三等

60 软件工程 202580511 吴远航 三等

61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89 吴航 三等

62 软件工程 202580516 刘采玥 三等

63 软件工程 202580515 许志华 三等

64 软件工程 202580522 陈佳钦 三等

65 软件工程 202580524 张宝兴 三等

66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20 姜勇 三等

67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03 胡清丰 三等

68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23 冯泽坤 三等

69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7 陈钟军 三等



70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31 周率 三等

71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9 刁昕 三等

72 软件工程 202580513 韩建功 三等

7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98 李昂 三等

74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33 李乐阳 三等

7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92 王丹 三等

76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01 李昌辉 三等

77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32 罗琦 三等

7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84 王怡 三等

79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83 尤晨璐 三等

8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504 张文双 三等

81 软件工程 202580532 董明 三等

82 软件工程 202580535 岳彩梦 三等

83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3 张淑淑 三等

84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19 丁亚飞 三等

85 软件工程 202580510 韩俊杰 三等

86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87 邢家熠 三等

87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21 李明浩 三等

88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26 童林 三等

89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84 顾登华 三等

90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13 林明洁 三等

91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5 崔卓栋 三等

92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790 李文楷 三等

93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06 吴明明 三等

9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501 梁树勋 三等

95 电子信息硕士（计算机技术） 203590810 胡汝博 三等

9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460485 刘山林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