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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学生工作

综述

２００９年，学生工作在学校党委、行政的
领导下，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学

生工作“十一五”的总体目标和年初党政工

作要点，遵循“以人为本，个性发展”的教育

理念，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规范管理”为

主线，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风建设、日

常管理、社区建设、帮扶助困、就业服务、创

新创业、队伍建设等方面，务实高效，不断创

新，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圆满完成了年初制

定的各项工作计划。制定了《江苏大学学生

工作考评指标体系（试行）及说明》，对学院

学生工作开展考评，完善了学生工作的目标

管理，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学生工作教育、管

理和服务水平。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辅导

员队伍建设的意见》（江大委〔２００９〕４９号）
和《江苏大学辅导员工作条例（试行）》（学

工处〔２００９〕３２号）文件精神，开展了年度辅
导员考核工作，进一步促进了辅导员职业

化、专家化建设，加强了辅导员队伍建设。

２００９年，学校被教育部授予“全国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首次被评

为“江苏省高校毕业生人才引进工作优秀协

作单位”，“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教育部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和省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并获省高等学校学生

教育管理“创新奖”三等奖。“学生公寓安

全管理预案”荣获全国高等学校学生公寓安

全管理工作安全预案评比二等奖。中央电

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扬子晚

报》、江苏教育电视台等媒体对我校的学生

教育管理等进行了多次报道。

日常管理

２００９年学风建设主要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起止时间 覆盖面

１ 班级班风建设评比 全年 全体学生

２ 党建“三个一”工程 全年 全体学生

３ 学风建设活动督察 全年 全体学生

４ 学习从“新”开始 ９—１２月 ２００９级

５ 我们相约考研 ３—６月 ２００６级

６ “五个文明”建设 全年 全体学生

７ 感恩母校，共享成功 ３—６月 ２００５级

８ 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 全年 全体学生

９ 老教授学业咨询答疑辅导讲堂 全年 全体学生

１０ 戒网瘾、促和谐 全年 网络依赖学生

１１ 诚信教育 ３—６月 全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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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校“百佳宿舍”

学院 宿舍 学院 宿舍

机械学院

１区１栋７０２　１区７栋３１９
３区１栋３２８　３区１栋４３９
３栋７栋５１２

汽车学院

１区１０栋２０７　１区１０栋２０８
２区７栋１０５　３区１栋６５３
３区１栋６５９

能动学院
１区８栋２０５　３区１栋４１２
３区１栋７１３

材料学院
２区７栋２０９　２区９栋１０９
２区９栋４０２　２区１０栋６１３

电气学院

１区１栋２３３　１区１栋１０３
１区１栋１０６　１区１栋１１１
４区７栋２１３　４区８栋４０９

计算机学院
１区１栋４１９　１区１栋４２３
１区５栋５０１　３区５栋６０９

环境学院 ２区７栋１２９　３区１栋３０８

食品学院 １区４栋５０１　２区７栋４１６

化学化工学院 １区８栋５０３　４区１栋４１９

临床医学院

１区４栋４２１　１区８栋７０５
２区７栋２２３　东六楼４１３
东区Ａ座３０１

外国语学院
１区１０栋４１３　１区１２栋６０６
４区２栋１２１

药学院 １区１栋３１７　１区１栋４３５

基技学院
１区４栋２０９　２区７栋３０１
４区８栋２０６

艺术学院
１区１０栋３０１　１区１２栋２２７
４区４栋６０５

人文学院
１区１０栋６１１　１区１０栋７０６
１区１０栋７０７

法学院 ３区１栋２４７

理学院
４区３栋１１９　１区４栋１２８
４区３栋４０７　１区３栋４１５

工商管理学院

１区１栋５１１　１区１栋５２１
１区１栋５３７　１区１２栋３０９
１区１２栋４０７　１区１２栋４１３

财经学院

１区４栋２２０　１区４栋３２８
１区４栋４２０　１区４栋４２２
１区４栋６４７　２区７栋６０３

教师教育学院 １区３栋７１３

京江学院

１区７栋６０５　５区１栋５０６
５区３栋４２９　５区３栋６０７
５区３栋７１２　５区５栋１１０
５区５栋２２１　５区６栋４０７
５区６栋４１８　５区６栋６０１
５区８栋５０５　５区８栋６０７
５区８栋７０７　５区８栋７１５
５区８栋９１８　５区８栋１１１９
５区８栋１２０２　 ５区９栋２０９
５区９栋２１０　５区９栋３０２
５区９栋４１０　５区９栋６０５
５区９栋６２２　５区９栋７０２
５区９栋８１０　５区９栋８０９
５区９栋１１０４　５区９栋１１１６
５区９栋１２０５

２００９年本科生学生工作考核名次

学院 名次 学院 名次 学院 名次

环境学院 １

理学学院 ２

能动学院 ３

法学学院 ４

机械学院 ５

化工学院 ６

人文学院 ７

医学学院 ８

工商学院 ９

计算机学院 １０

财经学院 １１

医技学院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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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名次 学院 名次 学院 名次

食品学院 １３

京江学院 １４

外语学院 １５

教师学院 １６

材料学院 １７

电气学院 １８

汽车学院 １９

艺术学院 ２０

药学学院 ２１

就业与创业

２００９年免试推荐硕士学位研究生名单

学术型研究生（其中，含２４名预备生）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材料学院 冯甜甜 机械学院 张允康 临床医学院 金丽艳

材料学院 叶日安 机械学院 平　洁 临床医学院 朱　灵

材料学院 文　荣 机械学院 沈　翰 临床医学院 闫　岩

材料学院 何凤林 机械学院 庄佳奇 临床医学院 董嗣婧

财经学院 龚毓嘉 机械学院 胡　杨 能动学院 徐　欢

财经学院 马晓睿 机械学院 宋　伟 能动学院 袁　野

财经学院 马　静 机械学院 陈　建 能动学院 孙鑫恺

财经学院 王丽霞 机械学院 乔金平 能动学院 叶丽婷

财经学院 朱　璐 机械学院 羌晨晨 汽车学院 胡　贝

财经学院 吴军香 机械学院 姚舟华 汽车学院 王润才

电气学院 温　娟 机械学院 盛庆元 汽车学院 徐笑梅

电气学院 王朝霞 基技学院 纪润璧 汽车学院 陆存豪

电气学院 盛碧云 基技学院 翁晓琴 汽车学院 柳先强

电气学院 朱丽婷 基技学院 马春芳 汽车学院 孙晓强

电气学院 蒋维婷 基技学院 汪　汀 汽车学院 俞剑波

电气学院 薛丽洁 基技学院 朱琼芳 汽车学院 张　琳

电气学院 季延娥 计算机学院 任　梅 人文学院 魏佳佳

电气学院 彭　丹 计算机学院 马　四 人文学院 周　洋

电气学院 杨辰星 计算机学院 陈　斌 食品学院 田　萍

法学院 许婧婷 计算机学院 茅冬梅 食品学院 邵美丽

管理学院 陈　好 计算机学院 吴志培 食品学院 孙芳芳

管理学院 丁玉洁 计算机学院 林聚伟 食品学院 张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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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管理学院 钱　慧 教师教育学院 赵明星 外国语学院 李　燕

管理学院 李　蕾 理学院 王菲菲 外国语学院 张夏蓉

管理学院 祝　荧 理学院 庄　琳 外国语学院 孔雪敏

管理学院 胡晓癑 理学院 刘亭亭 药学院 邱　晶

化工学院 姜逸倩 理学院 钱佳玲 药学院 李　香

化工学院 陈　静 理学院 许培琳 药学院 李　慧

环境学院 董菲菲 理学院 郭　青 艺术学院 周　宇

环境学院 江　静 理学院 陈　艳 艺术学院 高琨琨

专业学位型研究生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学院名称 学生姓名

机械学院 姜　琴 理学院 王　静

机械学院 卞兆生 理学院 刘舒舒

电气学院 魏　杰 理学院 刘丽娟

电气学院 张红光 食品学院 钱希文

电气学院 葛菁菁 计算机学院 吴荣春

电气学院 王宇成 基技学院 高　硕

汽车学院 管　军 基技学院 王　静

汽车学院 陆　锋 临床医学院 臧　璇

汽车学院 周树仁 临床医学院 闵　敏

材料学院 佟雨燕 临床医学院 李　云

２００９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葛　静　苑　欣　赖嘉玲　李文月
顾甜甜　韩爱红　张春娇　张宏娟
韩瑞峰　何文亮　舒华记　郑小育
付利军　程明朋　苏　贤　赵　抗
汪晓亮　王　峰　杨　晶　赵文俊
郝士帅　黄才英　蔡清汀　梁承伟

刘丽军　王小磊　夏福康　齐善程
王　雪　程　靖　师　愿　孙艳茹
孙　玲　徐　意　李怡静　张　莉
吴乐华　夏宇行　翁乙文　张　辉
田　辉　江天成　陈雨培　朱　锐
裴华军　邵　阳　王明磊　贲云飞
陈志愿　石成伟　何从伟　孙琦昊
刘春福　王国光　郭维伟　梁国山
袁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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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朱　玲　丁　洁　朱玛莉　李云红
靳雪娇　杨文婷　陶　浪　王　坤
吴朝阳　李文锋　闻笔荣　朱卫华
汪成龙　祝　寅　鲍　会　季长宝
王　平　沙雪辉　成建国　周　诚
高源盛　景　波　陈征辉　牟　亮
朱文杰　赵志远　井晓静　杨华静
许采霞　吴维维　王文娟　杨　微
柯楚亮　王松林　孙海峰　杨振中
冯益虎　辛志锋　郑晓谦　赵育星
焦志达　祁海涛　张亮亮　严峰宇
姚志峰　刘永忠　孙飞虎　陈伟名
张　彪　袁角亮　王　建　陈庆镇
刘策文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宋燕妮　张卫云　骞　星　郑倩文
马春华　孙玉洁　孟琳琳　翟　瑞
刘洪波　李　亮　张冬冬　赵广志
吴栋栋　陶　寅　许爱非　王园杰
黄永平　李一彪　李　鑫　刘　飞
刘世超　滕昆鹏　牛俊龙　王昌飞
黄　文　李静娴　都　红　黄　燕
朱逸青　金英义　冯　暖　陈文云
徐文佳　杜玉洲　郭玉刚　李宇翔
曾智中　贺鹏生　陈贤波　孙立荣
黄满均　郑陈超　康霞龙　孙　超
陈　茂　谭　波　汤波楷　李　江
陶　冶　秦名朋　段泽华　张成华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何开光　刘鹏亮　王兴东　张章明
宋纯明　胡　萍　曹建梅　贾玲玲
杨丽英　李洪运　刘恒兴　徐　勇
刘　琦　董星园　陈凌寒　林海生
朱千斌　陈　钢　陆　成　石　磊
张　超　巢鹏瑜　鞠海锋　吴中寅
徐耀凯　姚能健　梁　超　李　滔
汪晓鑫　钟新强　吴家胤　刘金勇

陈　飞　张　伟　吴懂林　蔡艳飞
冯　赛　朱君君　梁庆荣　孙　洁
冯　郁　张振旺　宋建锋　刘顺利
周　奎　李根虎　夏　星　陈　忠
黄慕海　王瀚林　练智雄　楼超群
蒋　瑞　曹　杰　刘明权　陈　昊
李　宏　孙　崭　兰孟盛　史晋波
杨　垒　韩　伟　王文东
冶金工程专业

向丽萍　刘春涛　赵晴晴　车晓梅
杨　颖　贺　新　李　季　李啸颖
罗　燕　余继芳　朱龙沅　郑晓伟
迟敦苇　谢启洋　苏成礼　乔文强
赵　湖　郭　辉　张　勇　于彦冲
倪冬生　孙大卫　万　勇　王建华
杨明辉　李国栋　陈瑞泷　胡　冬
张　戈　谈盛康　蒲祖派　李贻建

财经学院

保险专业

殷海胜　赵谭嫩寒　张　旭　朱明娇
郝志娟　吴　茵　　姜文君　李　晨
徐晓雨　王　瑞　　尚雪娇　杨清泉
姜大伟　潘　昊　吕明扬　　张　鹏
方　晖　孙　飞　周洪杰　　吴庆铮
滕宏明　王万庆　许　成　　吴雪明
张　毅　夏东方　赵　铎　　许　婷
封　蜜　胡小元　顾　臖　　杨　晨
石天凤　岳　媚　张　芳　　李　润
郭南希　李炳勋　朱俊俊　　支　音
徐　勇　张　惠　胡　庆　　杨加佳
查凯华　王以珍　张瑶骅　　卢　威
徐　军　张晓松　项达恩　　朱丽新
刘金辉

财务管理专业

黄　琨　龙晓君　陈承芳　张　哲
张　璐　狄喜平　陆明莉　郝昌芹
眭　璐　金　枝　王玉芳　费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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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雯　葛　星　蒋雅芳　李婧一
周华艳　刘海燕　刘艳梅　马　蓉
罗士琦　代春林　聂兴岭　张兴余
杭清理　徐德杰　金晓鸣　李义恩
周季亮　李泽果　徐子程　钟大海
唐玉军　贾　甜　许　昕　龙芳芳
张　璨　赵　玲　陈　珂　严　清
金　晶　姚　轶　王　扬　刘金凤
周　羽　李　霞　翟洪娟　陈蜀黔
张　薇　刘思睿　刘生钰　卢家明
陈礼印　梁振益　魏建平　袁熙熙
高明军　陈　睿　张　宇　戴　佳
高振华　蒋志伟
财政学专业

周义静　于　洋　季尔曼　杨　慧
乔　莎　沈　琰　李　琳　陈　蓓
刘　力　潘　封　钱　瑾　张　怡
聂彦容　王欢欢　夏　玮　彭　蔚
吴　丹　高瑞君　周　婷　夏　冰
邓楚宁　吴维贵　刘　军　姜彦飞
顾新华　黄天添　刘　波　魏　新
柴茂华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郭　云　陈文丁　程俊玲　宋一笑
杨赛赛　严　洁　朱洁洁　乐青红
唐　艳　王莉敏　杨颖慧　盛焯荣
王　虹　王　昕　胡文艳　袁　希
邓　露　谈敏慧　方　芳　周尽舒
林　雪　陈康来　王　晴　吴宏明
顾生虎　刘德华　顾　军　唐理鼎
张红月　朱　辉　蒋　乐　王　岩
臧佳佳　施雯娟　海水霞　龙姗姗
顾　娜　蔡　晶　陆依晨　许　丹
宋佳香　庄　洁　刘文修　黄婷婷
刘　铮　陈　琳　虞　琼　贾喜娟
王　怡　范　馨　贾艳芳　冯学文
胡东林　季　亮　潘书浩　钱　达
王子贤　张　健　李　鑫　丁国超

华　杰　韩　俊　杭寅科　赵　鹏
崔超男　缪丙祥　赵美玲　鞠靖波
范小乐　张　华　殷黎梦　邵志萍
许卯杰　吴徐岚　刘晓燕　余　云
陆　珏　宋远洁　张　倩　毛怡婷
陆丽妲　姚艳琳　高　爽　顾晓飞
陈小林　姚俊峰　张传业　伊财强
杨　彬　徐　靖　赵正军　孙文桥
张　振　朱亚明　朱　逸　刘　婷
黄　威　蔡阿宝　朱洪岚　李　梅
叶玲玲　朱秀婷　张健男　曹金秀
平　云　裴香淑　古晓梅　赵　丹
游　婷　梁　颖　陈诗扬　刘天宠
严惠卿　和　瑞　杨　超　周永伟
陈　　李灵霆　孙东雷　孙　强
陆　盛　耿　执　顾　飞　马宇轩
会计学专业

杨　帅　林燕燕　梁媛英　殷维娜
许　燕　李亚芹　徐利杰　石彩云
殷梦婷　瞿嘉英　戴　平　薛粉梅
陆丽莉　叶小玲　王　静　吕　蒙
赵　娟　孙　远　薛　菲　王心玉
章亚文　张　丽　景　卉　万　维
齐　燕　浦　智　张龙华　张杰涯
陈胤豪　汤妙峰　初军军　陈茜茜
陈　薇　黄　蓉　唐　泓　戴　超
缪婷婷　顾　湘　唐　飞　孙　亚
王　芳　杨　阳　张亚萍　欧阳燕萍
张丽梅　张颖奇　袁　晨　李木子珏
吴　洁　荆　逸　朱　珠　邱　晨
吴竟雅　汪　涵　谢云轩　安顺楼
张鹏田　李嘉麒　卢　彬　张　帆
金融学专业

许　花　宋霖霖　郭芳姝　李　顺
严亚娟　朱春红　钮稼宇　王玉红
徐佳佳　刘　丹　杨　丹　宫　婷
刘羡钦　何桂冰　顾　颖　蔡雨湄
张　宇　王　立　张　薇　许永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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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林　张春松　陆　强　周　俊
李维墨　王　旭　陈振华　王有森
荣延鹏　陈大卫　薛　围　吴肖虔
赵晓娜　王　岩　徐　娇　高　欣
凌　艳　朱　傲　申文娟　葛　静
牛　庆　吴　琼　王晓轩　吴　瑾
曹倩婷　房　微　马雪晨　周圆媛
张新荣　马　琰　刘俊铭　何锐予
顾　辉　唐建勇　高　伟　耿良肖
陈　鹏　奚　夏　倪　寅　陶逢强
白植侃　胡小飞　李顺利　陈　超
林　晨

统计学专业

薛　慧　金　香　谢晓燕　向飞飞
施玉仙　陈维菊　张爱曼　黎旋旋
李梅梅　倪晨露　杨艳杰　朱宽福
周永兵　贾文杰　陈世雄　吴福喜
孙　洁　袁双虎　杨　魁　张隆富
蓝锦芳　宋琦光　张瑞涛　徐　斌
刘　丹　朴春姬　任　慧　唐玉婷
夏丽燕　高　伟　徐冰炎　李　臖
闫小云　王颖萍　关　灵　刘　旭
杨宗庭　毋肖锋　杨宪超　李　诚
黄　淞　谢文杰　朱晓敏　张　铮
伍新雷　朱　宁　王红兵　鲜于开阳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徐宜伟　郑　毅　贾志强　徐晓丹
季　伟　何军明　朱　涧　吕溶冰
孙　晓　刘彦齐　栾　娟　杨　帆
张　颖　顾羽洁　丁慧慧　陈　允
沈佳亮　吕艳博　蒋　晓　杨　鹏
徐　俊　马洪清　陈　前　高赛峰
高亚军　宗　峰　严华强　杨晓波
周志敏　周旭东　武　俊　丁桂东
钱　隆　施　涛　陈晓宇　马汇欢
戴科梁　宋建楠　张明顺　齐艳宁

徐高红　顾晶晶　罗　睛　许　莹
许治勇　徐文峰　胡淼淼　李　腾
夏　梁　许　仙　陈贵昌　闫　恒
沈爱华　周立松　黄大伟　郭晨星
王锦波　张　进　霍　亮　肖俊清
王心泽　安　翼　周少逸　包　磊
梅逸岚　王　伟　沈袺然　武　悦
丁　茜　王敏希　张　燕　李淑芳
陈海朋　王东东　曹　虎　印凯源
高东洋　徐青松　戴星榆　林汉俊
王　柳　魏云太　范云栋　彭军军
杨先杰　左思伟　晋　阳　卢显平
彭　湃　陈维刚　吴建波　曹志军
肖　波　周国兴　吕　　马明媛
陈　茜　邵小艳　吴珊珊　张　雷
王　楠　刘　祥　刘哲毅　邵冠杰
王　震　史勇伟　王　磊　张　明
周苏文　肖　帆　邹永刚　毛　凯
沈　聪　满　毅　刘　捷　杨璐华
熊巧珍　花　香　夏玲玲　赵　璐
孟曙明　周青山　李彦飞　蔡　儒
周　菁　熊　晨　梅伟杰　张小飞
张勤利　王小伟　刘娟娟　陈　晨
陆　颖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龙　昊　黄胜理　王颂凯　曹　峰
张　磊　顾虎健　徐绮华　宋　红
许艳伟　吕　雪　徐　燕　黄吕霞
杜淑芳　唐元浩　姚理觉　黄　亮
吕明飞　章哲锋　唐朋成　张　建
曹晓明　俞晓兵　管学松　张　涛
李正刚　王　硕　龚长浩　杨永彪
王　莹　赵励强　吴　波　安明建
杨　亮　潘　政　陈祖富　曾艳华
刘锦娟　许　瑾　严淑君　张　兰
王可心　周　菲　李志鹏　刘浩策
金文斌　魏晓东　王俊超　张　磊
计春华　倪晓伟　杨　爽　朱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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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磊　陆　寅　吴　涛　袁利华
吴绵宇　江年蔚　李　成　黎　宏
陈宝雄　郭祥祥　杨　涛　朱旭茴
杜琼琼　谢　华　吴冬芹　陆文娟
王　茸　王毅坚　曹　旭　陈　庚
何应家　周青晖　李浩杰　黄　伟
陆建国　周海波　朱晓勇　蒋海丰
李　亮　施　律　张传辉　王晨阳
陈宇杰　张　剑　王祥澜　马先萌
黄　凯　陈　永　廖根健　于中直
何小辉　徐鸿元　宋小敏　张亚红
王　燕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刘　伟　邹　静　梁莞亭　张　瑜
方清美　朱　斐　姚　杰　肖钊艺
宗　甫　陈　超　倪　坚　张桂根
康黄津　褚益飞　周广明　杜　丘
胡庆华　周　俊　徐　俊　王三华
杨正东　徐思豪　陈志浩　闫　飞
李慧生　徐　良　朱守防　涂益浪
和　阳　郑隆武　董竹红　戢运清
王　颖　沈芳霞　许　莉　刘凤琳
姚　玲　汪燕倩　尤兴锦　史芳萍
李　磊　李前安　鲁子先　李明明
施学彪　侯　强　朱仙峰　梁海棠
李　辉　郑　方　屠　鑫　羊伟伟
宋晓辉　周燕青　刘春国　卞　祥
田建伟　李德生　谢生美　黄志峰
胡广仁　李永坚　吴红桥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徐　伟　严嘉丽　罗　丹　欧阳晖
陶冬冬　杨　雯　缪　培　方　芳
王　英　顾　婧　杨金群　刘　娟
彭于梅　朱　虹　钟如坤　刘　磊
张林林　叶喜好　周子越　李　川
张文兵　丁跃彬　徐金林　丁旭东
周　昕　曾水荣　戴陈云　肖彦果
沈　琴　沈燕萍　徐乔乔　黄沁波

戴润静　韩世华　王　丽　张　舒
郁文洁　汪黎明　谭宗琼　战吉祥
邢晓飞　王　癑　王业潮　张智毅
翁迅波　吴　刚　唐　创　陈　全
邓　凯　朱　飞　李常刚　时　磊
王晓敏

自动化专业

梁杭滨　周佳伟　陈　超　宋艳梅
莫美妮　吕明华　史玉立　刘　莉
张　静　陈奕城　宋　奥　魏正彪
陈键江　冯　鑫　卢　雷　吴　荣
朱正波　曹小静　茆顺亮　张志勇
罗　杰　王宝珂　桂佳佳　宋志勇
闾海涛　刘金鹏　金　石　王一超
余国勤　李　政　谢　伟　陈玲玲
张维煜　洪杨英　王　婧　张　颖
李　琦　曾　亮　王岩磊　林思和
杨　超　刘　瑞　黄金旭　张　杰
周正凯　巩员君　徐耀耀　张　晟
李衍超　荆晓坤　林阿平　葛盈军
胡　霄　高　远　李高勇　罗鹏辉
牛瑞桃　夏　伟　李　锐　潘丽丽
陈　平　余中燕　张东娟　华　臖
刘伟斌　杨增强　乔　磊　林　毅
李永亮　方　毅　薛勇建　王勇鑫
吴桂增　焦志鹏　高　澍　黄赛帅
葛加磊　缪晓明　王卫星　王海文
吴海锋　张　虎　唐秦崴　苏　强
施文旭　杨良栋　李映晟　张海涛

法学院

法学专业

张山荣　李金芸　刘　荣　楚艳枝
安春谊　郭　娟　孟凡敏　严　曦
吴　萍　鞠晓云　王彩霞　吴　菲
蔡兰萍　罗　姣　皋　林　盛　娜
诸丽梅　敖　琦　陈　康　李艳军
郭　钊　彭丹萍　谭小钝　张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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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海涛　韦承延　杨知伟　宋培田
胡元吉　李　欢　王　斌　杨先杰
闵　晨　王淑音　沈珂羽　刘婷婷
李　洁　张　科　王丽丽　吉静静
施燕萍　巢　玲　孙佩君　李　逸
羊　羚　孙莹莹　徐静波　陈阳阳
万小红　兰张娣　朱　萍　曹晨姣
王海超　刘　斌　曹勇勇　朱冠学
江　泓　姚海燕　王国华　乔大伟
周　斌　唐华兵　任敬国　宋志强
盛四平　李　翔　林　燕　张松霞
沈　蓥　冯　艳　周刘亚　周　琼
陈珊燕　徐佩佩　王　敏　王　丽
杨　帆　仇小梅　俞思恩　龙　晟
倪春凤　宫　静　吴　恺　张　静
杨　佳　杨　薇　陈　鹏　陈　成
庄　磊　蒋华伟　鲁小祥　秦广荣
吴鹏飞　刘文彬　古国潼　王跃永
刘汝罡　刘　浩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

杨秋菊　王　红　陈莉敏　马书品
陈玉婷　夏　晔　赵成益　葛海燕
窦晨敏　韩林雪　范　婷　周媛媛
高　媛　李　昭　徐江姗　许　怡
张　敏　李　凤　管丹丹　张海琴
吴太群　王丽娟　王宝鑫　林好好
周文进　张　徽　鞠　磊　汤先帅
周才杰　吴江银　朱春蕾　赵　健
卢红华　王　鑫　曾　林　谢智敏
徐小飞　薛文建　车润平　陈　芳
王墨匀　戚苏艳　裴友平　朱艳丽
彭　程　刘　倩　王　怡　陈　静
戴　泱　尚　磊　殷　莺　仇佳妮
刘晓微　付鲜凤　谢辉兰　唐忠娇
张大为　孙晶晶　马兆福　张　继
吴亮亮　何　涛　柏　杨　梅罖羽

姜海卫　陈　刚　李开拓　顾　健
田国林　李万权
工商管理专业

陈　林　邹聚龙　张春奕　王彩虹
肖明珍　黄玉娟　姚　伟　金梅兰
杨文翠　毕雯雯　蔡　艳　李艳玲
李　娜　吴雯雯　吴　琼　马兆允
郭　鑫　刘　阳　余北京　丁正明
张立勇　陈　建　沈凌峰　施　俊
李万博　彭　爱　蒋润东　吴华林
李琦虎　杜跃先　陶　冶　裴新军
邵　怡　肖丽华　黎晓玲　周　萌
任　燕　仲　丹　赵　双　郭翠燕
成　婧　吴佐梅　王　杰　金玲玲
李　佳　李方心　孙树朝　王生跃
杨亚明　岳建康　蔡爱祥　李晓伟
周朋雨　石明明　刘尊立　贲东建
侍明杰　龚　超　何锐宁　郑　艺
工业工程专业

林焱霞　张源熙　施红玉　张赞赞
蔡玲敏　徐小惠　王雅超　巫永隽
曾永乐　吕文金　赵典珠　胡　宇
石东舟　王　成　陈　辉　钱　磊
唐　亮　刘德慧　李　岩　卢乃昌
孙芦烽　邓俊男　岳小冬　黄振平
吴阳文　连　滨　郑明明　王泽鑫
杨丽影　王　薇　陶　静　朱海利
崔兴鑫　葛翠翠　王　跃　李海新
吕文棂　武志刚　朱晓明　赵佳锋
张　超　黄勇良　唐国静　马小军
高　俊　孙鹏程　李志永　刘达林
杨海潮　何添辉　刘　伟　周绍华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专业

黄梓泳　安　娜　赵文静　刘毅蓓
余海燕　黄章清　程　倩　韦芦健
陈小芳　李竺轩　宋明溪　孙　翠
徐　露　张　瑜　王海玲　汪海洋
王　丽　钱敏逸　王　琳　黄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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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文　苏治蕾　杨伟宏　吴昌鹏
胡永鑫　赵新栋　王宝权　黎泓辛
陈凌飞　罗理良　王登全　蒋　松
万　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陈汉舟　徐苏银　王子亮　吴姗姗
王　超　钱　浪　杜春曼　成　玫
胡雅琴　谢春雅　陈　歆　李　慧
张妙君　姚　伟　史臖洁　单雯雯
倪　静　张丽君　袁　芳　尹　旭
陈丽媛　杨　静　卢春荣　张　萌
黄　婷　李诗瑶　杨国栋　李光辉
冯　磊　权　刚　沙俊杰　滕元新
马　腾　常善杰　邱哲尧　陈　健
韩　薇　姜　婷　王飞飞　邢亚楠
顾晓芳　钱茵茵　秦　洁　苗利民
俞　佳　田　静　戴　谌　杨　奕
刘　莹　勇雨薇　缪　芸　王　婷
宋　佳　于宗芬　陈鹏飞　陈德龙
刘　云　沈佳平　王龙龙　孙王勇
陈　诚　张　宇　叶进琳　陈　君
杨　晓　李津皓
市场营销专业

陈　虎　张少俊　韩春蕊　臧　烨
陈芳平　郭玲玲　张　会　赵欣欣
张雨霞　葛时蕙　陆　婷　胡玉婵
赵梦依　张　茜　王　俊　王天维
赖青桂　徐剑林　谢远林　杜明凯
伏开丰　林大海　茅云平　郭小川
张　健　杨专款　耿德升　成传威
邵　校　王佳乐　吴　斌　梁珞琰
全香锦　张彦杰　孙溢晗　杨雪梅
陶阳阳　吴小花　蒋丽霞　徐檬丹
施隽艳　祝丹华　刘志超　徐　鑫
彭　星　杨　磊　洪　涛　石李荣
丁存胜　冼海武　刘　啸　张　波
杭文超　程细祥　魏鹏程　高　炼
胡凡良　赵德鑫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陈　谦　宋伟弘　姜　帆　焦子彬
徐亚萍　许　鸽　王　琳　戴迎春
尹　媛　陈丽嫣　唐　维　杨崇元
王　鑫　张　琪　袁丹卿　狄　钦
周晓权　管锡坤　陶　靖　卢爱彬
全长龙　王周飞　甄宗勉　代东锋
刘荣平　汪满容　冯　强　孙　琛
杨妍春　祁雅南　于艳琪　司晓艳
张银银　陈　燕　夏　欢　程　宇
李　倩　殷　楠　曹剑锐　李同舟
俞晓凯　张　伟　姚志宏　周俊伟
刘　丰　陆　钰　杨海波　陆伟伟
徐　辉　石朋朋　陈芳杰　彭　冬
刘　欢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专业

赵　驰　陆丽洁　朱秉莹　沈　翔
唐慧敏　居　云　陈　静　余春婷
柳金花　刘玲玲　管　炜　孙王磊
翁佳佳　孟敏佳　朱　禹　钟　

!

魏　巍　吴金华　张　嵩　周洪玲
徐洪鸿　崔敏敏　陈丽琴　钱　琴
章鸣枝　徐晓莲　丁艳丽　王巧巧
王　慧　谭程玉　徐　丹　朱　敏
刘桃涛　顾晓仙　潘　俊　邹晓华
许和平　周　新　朱恩伟　张　鹏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廖喜慧　卢　金　邢　敏　王苏香
李　慧　邹萍萍　张瑾瑾　张　伟
曹　发　李永强　杨得权　陈　凯
葛惠炯　陆　波　李绍兴　陆　净
马静峰　史佳君　曹春伟　姚　昶
袁　剑　周建林　陈雁龙　蔡稷元
赖晓伟　王　锏　刘山成　李　丹
张　靖　吴　丹　陈小燕　蔡　丽
姚　晶　李国梁　刘亚洲　韩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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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栋　陶国军　邵　峰　司　淼
朱传贵　孟祥富　胡孟国　石佳奇
张　明　纪效均　胡大银　嵇佳浩
李辉辉　张光军　赵　彤　王正权
余　杉　陈方明
应用化学专业

沈建萍　李彩艳　崔艳丽　刘伟娜
胡敏燕　徐　丽　王　哲　祁　艳
张晓娥　黄　诗　关庆猛　刘　巍
黎旭坤　于文超　方武勇　胡宏远
冯　超　陈　杰　林　露　姜子平
李　军　张　磊　刘永发　何建江
程天宏　王　星　肖　尧　郑晓锐
刘　凌　何丽丹　李　薇　钱海霞
潘西西　苏　颖　程　倩　赵　靓
冯永海　杨聪明　王平立　吴多林
剧　场　张　晶　韩世启　杨孙宝
蒋　伟　陆　意　唐寅涛　丁锋锦
林　明　钱红进　李永亮　王　俊
郭正兴

环境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林仲华　谭皓月　李梅娟　孙菀絅
魏　凤　张晓燕　林　超　苏保超
于长军　师文喜　郑荣虎　荆小军
董　军　巫晓铭　沈希晨　屈成龙
徐永生　朱珉睿　孙　波　李　璐
于小轩　任德建　于大伟　杨　涛
党芙蓉　覃　然　吴　妍　夏　献
张公婧　辛　乐　王玉鑫　陈国涛
段明飞　张　寅　张金金　周东寅
李　森　滕家军　张钰宇　高　才
方　晖　李　超
环境工程专业

张延博　张贝贝　岳依青　李国燕
任　雁　黄婷婷　殷虹叶　顾　玲
厉　青　黄　洁　时松萍　洪　霞

梁　珊　马　丽　吕伟东　王　伟
朱博宇　张　磊　周　彬　钱德鑫
胡晶亮　邹维维　朱佳强　严　成
唐　晓　张新奇　陈　繁　卢　坤
吴之琴　刘慧玲　金婷玲　蒋夏瑜
朱雪睛　王文娜　糜　奕　周　璇
赵妤癑　穆东雪　张　琪　王丹娜
李清峰　倪志敏　徐小锋　吴增跃
吴　炳　徐相君　杨德明　李　靖
胡志刚　钱　程　徐　颖　吴亚平
苏　智　朱文强　王松强　张　琦
赵　娜　李小皎　杭海霞　邵园园
邵丽霞　陈微微　刘晓娟　邓丽娟
张姝晨　陈　红　郭俊英　张晋华
莫厚俊　易小童　翟雷雷　朱伯乐
陈　波　何　锋　陆懿斌　李子强
袁　俊　马兴峰　陈建军　刘　光
李　阳　程　威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赵丽娟　赵聪聪　冯春梅　钟　馨
任晓丹　蔡　凤　石珊珊　梁春蕾
何小平　朱高明　贾辉利　吕　波
姚　

!

　李　锟　徐　振　许小峰
李　华　许新星　李健伟　丁　凯
徐皇云　江大伟　孙志明　周毅华
韩雪岭　王　浩　杨春松　肖　森
李艳华　吴东琴　肖飞飞　吕芳敏
李　艳　陆金青　韩俊玉　吴丽萍
杜　斌　董孝虎　王明联　满朝廷
苏　柏　张　鹏　蔡　浩　费寿美
王　翔　许　威　丁济南　郑世宇
吴淼清　李力希　姜　男　张　帆
汪应山　许　兴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靳　莉　李文儒　吉荣荣　李　培
孙　玲　吴　忠　王德刚　黄　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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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昊　邸　烁　范　超　杨　耀
迟秀春　管海兵　蒋俊杰　陈　伟
顾　軻　杨献斌　李荣金　刘小勃
张　晨　陆韦丞　王　铮　白　晨
肖一胜　聂轩其　宋宝生　陈　燕
陈晓燕　张宏平　姚　峰　丁　露
辛卫军　高乾坤　李佳元　马　骏
崔建峰　贺龙凯　黄于霖　蒋　杰
徐虎成　王青云　陈大江　杨烨奇
戚朝明　李高顺　丁明华　丁敬锋
王馥宇　石　俊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戴骁桓　陈　叶　王小燕　唐晓莉
温绍雷　李　宏　吴勇华　张书彬
费震旦　于浩源　凌　齐　陈铭江
杨　华　李　洲　季欣宇　张　剑
翁建冬　施　慧　朱　华　徐权辉
姜集笋　陆维涛　孟　雷　刘伟鹏
廖龙杰　吕　通　袁　龙　夏　萌
张秀丽　唐　寅　裘　星　吴代明
张士营　薛国正　阚海波　余洪军
范新科　李腾飞　张主光　唐　磊
顾中连　毛希可　张　定　戴　庆
杨　怀　王巨建　林晶莹　张焕岩
侍国防　颜　杰　李　勐　刘昌
姚　可　张　赓　符永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姜逸青　刘云峰　杜建华　何秀春
陈立星　金志强　魏　亮　梁小波
韩　杰　陈　锋　陈　松　刘　洋
黄　慧　陈玲玲　李尊栋　刘智江
杨守银　殷　磊　陈　亮　钱晓明
吕东进　黄栋华　周　亮　丁　伟
张　斌　张　敏　黄志清　陈　星
夏勇俊　端存真　成　城　黄志辉
刘玉军　陈大名　刘　琦　姚国伟
冯　峰　唐满强　魏　超　白欣欣
张洪洁　秦承志　羊炳光　李重华

李　伟　吴兴丛　刘　兵　顾　
孙益飞　汪海波　徐燕云　罗联城
郑　伟　倪清玮　徐　逸　李人望
伏　亮　许刘兵　王建楼　唐　晓
葛　铭　朱法恒　袁　立　李　威
袁　勋　王晓娜　黄　盈　孔楚海
张　伟　徐鹏飞　范洪洋　丁传锋
潘宏伟　于　磊　沈金华　周德吉
周　涛　徐　超　张　翔　汤　炜
顾燕峰　徐　刚　邹　润　袁苏闽
陈金彪　左腾飞　李　林　赛云祥
黄　超　陈　艳　陈彩娇　陈传圭
周俊峰　师二产　李　铭　沈元锡
蒋　林　刘万兵　黄飞雄　陈　俊
赵永向　刘海明　曹庆伦　靖　力
陈　晓　江　北　张　江　冷加荣
孙卫兵　余　凯　韦汉儒　李海全
赵　跃　傅小亮　万家阳　王　凡
冯　杰　冯永信　邹婷婷　倪　齐
马景彬　胡　巍　颜炳鑫　王荣荣
戴树林　许小建　盛培飞　陶　涛
孙朝猛　温建东　张瑞海　葛　磊
高　标　林　斌　黄施宇　韩鹏程
于　挺　王　豪　邱　繤　唐　宁
张建斌　孟宇亭　夏开亚　李　涛
陈瑞韬　蒋楠楠　胡张蓉　周广洋
陈　伟　龚　鹏　杨阿留　臧龙飞
于　雷　汤志豪　潘　晨　赵　昊
张　岳　尤　健　姚志强　胡德均
贲盛兴　冯义勇　江　军　常　飞
周宇龙　李晓荣　郁君健　周子栋
王振宇　高宏范　谢家祥　黄晓超
潘大海　罗　密　周子云　沈玉杰
丁文剑　张国强　闫宏博　陈光明
张　帆　潘震宇　钱忠扬　李永祥
邓永生　朱　磊　肖　俊　沈峥嵘
徐　胜　张劲松　王建华　洪晓春
何振良　袁文华　蒋天明　熊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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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元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专业

李　强　王巧媚　范　琪　沈萍萍
孙玲玲　陈海霞　孙玉莲　潘　红
施燕萍　王颖华　王　岩　郜　燕
闻向梅　吴洁静　刘梦清　路艳芳
张亚楠　严其容　张宇蔺　潘丽莉
张金仿　罗必泰　黄亚军　张宪波
嵇　俊　陈海江　黄　璜　陈卫伟
刘嫣方　邓一脉　曹　娟　刘　荻
沈　菁　吴　琴　颜小云　葛彦文
朱敏娟　钱寅娟　盛　敏　陆斐斐
陈　丽　韩　?　周　怡　朱　婷
朱　雯　孙亚军　孙文杰　秦　超
郑国军　曾惠明　周益斌　蒋亮亮
沈　奕　莫世静　陈兰昕　石慧娜
吴　兰　祝君君　蒋玲玲　夏　娜
史跃燕　朱燕萍　王　洁　缪雪梅
唐　凤　吕　瑾　丁丽洁　李　韵
杨文漪　徐　昕　陆康妍　孙　
只棣媛　伍金倩　曹钦秋　黄文超
石伟强　钟立柱　何志亮　魏祥坤
程　翔　韩清珍　崔　癑　楚　颖
金　晶　朱沙沙　陈　聪　许晓庆
姚文娟　丁晓霞　吴　丹　周海玲
万佳蔚　史　渊　沈　琳　于　琪
胡丽平　苍　　袁　旭　崔云涛
刘丽萍　王　飞　许　俊　季　健
蒋益群　杨永刚　吴　帆
医学影像专业

龚　杰　谭凌云　张　金　竺　帆
刘　晴　秦绪爽　王　君　杨红梅
闫　培　佘　琪　刘　娴　夏珍珍
刘晓丽　吕　艳　仇　杨　丁　宁
戎　慧　宋辛子　王海飞　黄　丹
董群福　施　兵　周　磊　何　朋

朱　彦　李大鹏　李　伟　杨　璐
薛盛林　蔡　捷　刘　戬　孙彬彬
卢海燕　钱超颖　陈晓霞　王海林
张　燕　朱小兰　岳婧婧　刘　娟
陈云云　徐　玮　魏金霞　李　争
苟夏娟　刘　璇　安明慧　林展文
钱海林　吉　剑　王鹤翔　施惠军
祁汉中　何　剑　王　赞　徐新美
沈巧璐　田　丽　邢金丽　刘育殊
朱　婷　徐晶晶　夏莉莉　宗金娟
陆娉娉　薄祥进　薛　秋　何亚男
刘孝萍　高玉玲　甘利伟　徐婷婷
张培贤　朱元中　杨碧林　祁康东
杨亚平　王德阳　金洪伟　邵　杰
郭　华　刘　彬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赵志能　徐志才　李　芳　任国文
李　杰　操　坤　郑利纯　蔡　琛
徐美燕　张　娟　孙宁城　方　琦
金　慧　颜　显　侯　波　王杰清
廖囿淞　玄双华　赵宏亮　杨松辉
严　正　沈钦波　徐　斌　张科泽
胡金金　仲云海　周鹏飞　姚　飞
王晓鹏　笪　伟　俞志星　周守军
张水华　赵　伟　周　涛　王　龙
武芳芳　杨　霞　杨 　张艳丽
秦　颖　熊秋燕　苏嘉洪　刘冬飞
孙修鹏　陆　俊　张金山　胥梦楚
施晓春　马　杰　毛小明　尹健华
祁百聪　王君　朱伟光　刘扬宽
赵　晨　姚卫青　顾　哲　杭正波
刘　凯　钱海波　周剑锋　吴　鑫
黄　铮　张海均　刘佳勇　刘雨轩
仪庆灵　徐甄妮　何　念　张礼菊
陈羽熙　何　静　周　潇　邓　斌
张荣华　梁青超　陈永斌　王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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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可　刘　臻　曹　策　王　磊
罗　毅　张双锣　程　城　陈　波
刘　峰　徐小卫　唐　湛　曹秋枫
黄雅成　郭　进　张明明　肖　龙
周杨森　罗春雄　李冰冰　朱　佳
周　斌　白　璐　季　卉
通信工程专业

魏　涛　周晓宇　　高　晟　谈笑然
陈静芸　陈建娟　　李　敏　王佳甜
丘素君　蔡　慧　　卢叶琴　冯海欣
陈伟晴　蔡景华　　汪　秀　许　月
张　魁　何小军　　王　跃　徐晓亮
邓绍刚　王瑜镭　　武　剑　汪德林
张晨晓　石　军　　张开鹏　沙　磊
郭志毅　欧阳晓清　李　瑞　鄢玉岚
郑小春　张丽霞　　陈晓英　徐　苏
黄　艳　郭智英　　王　芳　吴青青
王　苗　董　滨　　王　静　杨霞斌
丁京鑫　陈　武　　李永生　刘洪飞
陆柳柳　翟云龙　　钱　磊　李　力
赵　愉　冯芝印　　张晓娜　王　癑
于春艳　吴先会　　陈　烨　卞珏平
孙飞燕　高翠平　　于萍萍　陈　晨
张亦阳　伊西超　　卢文龙　朱朝辉
顾子成　郭俊杰　　姜立红　黄　彬
张　俊　仝　进　　宋海青　施春鹏
王　宁　王　磊　　郭　峰　郭　炜
陈　沧　彭秀清　　王艾琳　倪　静
熊　炜　丁　佳　　费伟娟　殷亦敏
薛　珊　肖光晔　　潘　杰　张晓东
徐文翔

信息安全专业

言洪萍　张　翼　邢廷辉　刘建明
许丝妍　陈　颖　尹　翔　廖海芬
章毓趚　蔡桂秀　佟敏征　郑德翔
邹海军　宋万军　王飞龙　焦　辉
张　彦　王　辉　李　俊　陆耀强
刘　磊　周顺淦　王克南　华　悦

钱震宇　黄　超　刘善成　孙少林
史恭波　刘　飞　孙　一　张晓松
汤　斌　徐宇杰　王　鹏　孙鸿儒
李少冰　尤金娟　聂　蕊　姜培黎
许　琳　徐佳俊　戴炜炜　韩立波
谷　琦　张玉军　吴乃翰　纪　凯
虞开开　周友建　王亮亮　曹　纯
徐　飚　王　伟　狄　斌　郑　炜
朱　

!

　沈　磊　陈　飞　钱鹏飞
彭　钊　林学任　李永平　刘峻源
谢其扬　朱文杰　李　延　吴　鹏
刘占博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专业

汤　静　徐婉玲　张　婷　王佳寅
袁　飞　张　倩　周　境　冯爱芹
叶玉婷　方晨晨　陈燕岚　周玲斐
吴芝霞　沙　莎　蒋　玲　刘智敏
朱　婧　卜婷婷　霍春燕　陆小莉
周丹丹　芦燕芳　祁　莹　蔡晓菲
章琳燕　魏蓉蓉　孙安平　蒋　跃
钱东伟　尹敏江　沈维志　何　超
李雪虎　孙芝佳　张　杰　张　熹
谭　永
教育学专业

鲍　湖　王　菲　戴红艳　徐　娟
徐进华　吴海华　王敏娟　丁　铭
俞叶璐　陈　鑫　丁彩云　潘平平
李泽慧　张璐瑶　徐　杰　吴　莉
姜　蕾　姜倩颖　徐　玲　康莉莉
张婧川　辜红兵　邹佳国　万　晶
凌　斌　季尊银　马小路　陈　啸
罗长荣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许云飞　范　锋　吉　珊　许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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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洪磊　黄丽丽　范晓林　金汝蕾
王宠惠　高欣欣　戴海阔　刘海洋
郭建启　赵　群　薛　召　吴罗勇
卞　悦　翟金龙　朱仁华　丁大维
马　力　封　磊　李　杰　孙国海
张　聪　项武明　聂建华　陈　涛
阮英旺　张无瑕　于　丹　李欣欣
张　莲　周　洁　施丹佳　丁　蕾
陈广东　李亚伟　于国涛　梅　路
徐　聪　唐钦漾　唐景东　田志伟
张　仲　金洪伟　冯　林　汤增辉
曹　雷　李保东　陈未杰　王鹤然
黄华主　范　艳　金朴贤　戚美琴
王丽娟　董海艳　徐晓丽　周星星
范淑艳　郁茜茜　李国巍　丁智敏
唐　宝　徐忠益　耿文寅　王井华
翁陆野　孙　成　殷江荣　张开常
邹　芬　张　艳　尹金梅　许美玲
张　云　李　　高琳琳　曹　芳
徐蓉蓉　朱　珠　杨　磊　顾　军
俞　通　李冰瀚　张善村　陈　岘
吴　巍　杨风云　陈　希　薛　飞
杨云峰　王逸茹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专业

高明　朱超华　谢　倩　曹群杰
隋晓东　张升阳　张　伟　陈晓霖
肖　芸　张景萍　刘　哲　王　涛
任征南　沈　寅　刘　新　李金虎
张　俊　王崇吉　张　驰　徐春敏
李宝才　夏　鑫　余寒冰　吉宏俊
沈　晖　李寅峰　唐　宇　张立兴
薛志敏　葛　奔　佘　凯　刘明开
王文燕　徐艳红　曾润敏　贾国强
刘　博　杨　磊　袁明峰　孙　贺
袁海健　杨玉清　张连喜　姜荣斌
查云华　马　垠　胡　康　高书康
周　鑫　陈　立　沙夕建　赵　波
时枭鹏　仲　帆　倪希然　黄小星

杨　喜　董伟伟　徐　青　汤家银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专业

史丽红　李明君　李怀刚　温龙伟
冯　磊　刘海亮　吴　杰　陈　旗
梁玉龙　李龙龙　赵　龙　卜　松
彭康平　晋　松　王　成　刘长明
晏　翔　时　俊　杨　凯　盛　俊
汤庆超　汪雪风　张邵峰　陈　涛
王　静　李增富　唐格林　

"

佑东

汪守创

物理学专业

翁银燕　苏　珊　杨丽佳　周旭梅
刘丹丹　柳　思　陈春娣　朱冬月
赵凡淇　姚焕芹　李　任　周　晨
朱　镇　余风潮　徐　伟　韦春余
茆逸民　陈延飞　李卫平　石　磊
沈　强　孙　成　马　斌　夏　

!

顾俊文　吴　凯　黄　亮　范　佳
陈慕亭　徐远飞　毕海涛　王可乐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王廷虎　张伟伟　王　迅　王　敏
顾安君　缪　婷　李　宁　周文娟
骆　薇　苗振华　徐琴琴　赵婷婷
李　楠　刘　娟　韩静晶　魏昌华
史东亚　路　敏　吴　晟　雷晨雨
彭　诚　应　健　高　进　黄　力
王海良　宋若军　赵志军　郭森治
李　跃　皮守成　刘　静　吴　芬
王月姣　王　苹　朱　培　苗丽娟
王　霞　王文娟　陈　新　刘雅婷
常　虹　明瑞铃　李　辉　冯益星
沈文宽　沈　龙　薛　义　洪伟平
朱潇磊　胡海坤　谭延琪　杨　博
陈　斌　冯　江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

陈　芳　孙　曦　钱　明　毛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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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雪　杨景妤　顾晓明　高润娣
王　鹤　冯　娜　顾婷益　曹小菊
刘　悦　孙倩茹　宋立敏　潘晶晶
杨　丹　张婷婷　朱　彬　陈益春
张　颖　陈思思　康　晨　王世艳
章百业　袁　方　顾凌巍　朱功民
周　健　孙秋明　徐天池　周　栋
杨　洋　刘　畅　毛卫江　徐文琦
肖玉春　耿　杰　毕建华　庄　晶
朱亭亭　费　玲　李华鸯　秦小雯
刘清清　张　幸　任　怡　张　敏
葛建华　施美洁　周　逸　杨　萍
沈　愉　孙国辉　张齐臻　汤静攸
居峰华　黄　俊　朱海锋　姜　鹏
徐文俊　王天潇　朱现玮　黄　维
纪　?　王春月　张　微　叶　萍
严雪娇　刘　季　芮兰英　张　琳
张　婷　施婷婷　丁晓娟　蒋日月
汪茜茜　王　点　范　洁　蒋丽萍
孙媛园　王书涛　赵　逸　张　浩
贾　鹏　陈春华　戚玉东　李大鹏
屠　白　陈望昊　朱金磊　王　晶
许潮丰　王腾飞　谢燕丽　程　

#

胥黎明　张　婷　龚丹丹　崔　玮
庄丽荣　陈小利　孙　锐　施静漪
陈　炎　孙　益　宋　丽　徐　丹
羊东辉　邵　帅　王　硕　刘　军
潘　栋　王　聪　朱晓军　丁　磊
史卿菁　戚海磊　陆　晶　赵　亮
路　丞　田　舍　吴君俊　张　琳
朱泱蓓　冯　娇　支　莹　俞俊芳
薛　琦　李　磊　陈梅霞　杜雪萍
李先敏　朱庆亚　张　娴　陆洋洋
严菊芳　潘　静　陈　琛　徐　斌
周黎明　王　玮　赵　乐　张　科
眭新军　徐　佳　黄　震　徐　进
薛一峰　王　俊　陆　游　徐　婕
孟静雯　严春燕　冯春霞　邬莉萍

刘　钊　曹　　　张　翼　凌　霞
潘燕萍　朱　敏　　成婷婷　王　译
刘　臖　刘癑皎　　惠晓莹　岑小宁
高永俊　戴　兴　　钱鑫锋　胡亚杰
肖辉辉　刘　诚　　吴　吉　沈华君
姜　驰　端木雪峰　李艳林　尹志斌
王福娟　巫莹莹　　吴宇侠　潘晶晶
孙春燕　彭　程　　吉　梅　佘　丽
张娟娟　沈菁华　　王　苏　查　婷
周菲菲　苗园园　　许　群　刘　磊
谭　军　王　超　　秦海峰　杨　洋
宋　君　杭佑宝　　胡　旭　刘全海
陆伟杰　朱晓磊　　朱　俊　王炫均
贺　寒　赵丹丹　　葛宇曦　朱　娟
严婧奕　赵　菁　　金益羽　崔　艳
施旭婷　金延鸿　　李红燕　姚　秋
朱明珠　陈　星　　王　磊　王　莹
傅余相　厉　浒　　庄　超　吴　翟
董　晓　孙帮寅　　茅松奕　沈　峰
郑　君　曹俊杰　　陶志文　范庭涛
何　盼　李丹丹　　臧　丽　曹　瑾
刘芹芹　戴　珊　　王　静　杨治平
刘丽鹏　周商言　　徐艳秋　徐　娟
赵怡兰　李峄清　　方寅飞　左振霞
魏　强　范　立　　贾志强　赵际童
岳正阳　陈海宁　　潘存骏　嵇　超
彭　玮　肖　丹　　耿　玮　章诚成
张　静　宗天舟　　惠璐璐　顾　烨
张佳佳　曹丹霞　　顾文文　吉盈盈
方　妮　储雯雯　　吴呈员　王　雍
朱　桐　陈　阳　　杨海静　杨振兴
赵　斌　李光飞　　周晓华　徐　润
沈亦亮　王　涛　　朱天翊　戴　力
孔　磊　潘　鑫　　李　滨
护理学专业

赵　鹏　刘　清　郭培培　朱海香
陈　静　王　莉　陶亭亭　五菁菁
李春玲　袁　莉　林艳云　闵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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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娟　黄秀敏　陆　云　李　娟
甄文菁　顾明慧　王春梅　金　悦
周悦娴　叶　婷　刘　敏　倪　丽
张　梦　鲁　艳　周敏霞　瞿　啸
成　城　张　瑜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专业

王金梁　程　虎　胡贵忠　肖胜男
梁　策　林燕群　吕佩娟　曹红丽
叶丽键　张银丽　丁丽娟　高翔媛
冯保利　唐巧明　郑　诚　刘　挺
游少芳　邓海青　倪青云　夏建洋
杜胜利　杨永利　李　盛　黄志强
刘明浩　荣亮亮　龙胜涛　段　帅
潘　龙　张文静　原雪迪　马丽娜
王　珏　杨　琳　钟小芸　任　芳
王　娜　宋　松　国成龙　朱川林
钟主海　王宇宁　毛文龙　金克雷
未　凯　王　虎　闫晨昊　胡　迪
金镇浩　李　杰　王泓博　郭　震
姚守峰　徐　楠　魏　巍　于海东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自动

化）专业

吴　群　崔志成　杨　健　刘　璐
郭传芳　李　洁　钱凤至　陈　洁
姚小青　黄　云　李　冰　王贵金
廉洪强　王　磊　张纯璞　耿连志
严剑山　王巍楠　张华伟　顾凯杰
蒋为佳　张靓靓　孙　仪　林政帅
杨小进　王　鑫　王东华　杨　欣
王　毅　胡细顺　陈　刚　杨　
沈　娜　刘青青　徐　臻　卢大杰
汤　兰　赵琳琳　张　璐　张　磊
崔　昊　李　锋　胡涛涛　高银民
张　洵　孙晓光　邵延超　卜　得
杨培军　张　振　董浩宇　周志飞
何　均　权祖彪　胡圣锋　刘　凯

李秉昕　陈生超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过程及自

动控制）专业

刘青华　孟凡玉　袁　东　刘菊燕
陈　慧　李康宁　王金平　肖家良
王国新　陈慧博　韩　飞　芮庆西
陈　杰　黄建清　蒋寅刚　薛晓峰
李海波　戎乘波　刘志丹　陈　哲
贺振宗　管光民　郭其涯　赵玉鑫
周海军　聂传伟　程俊杰　耿长林
张　迪　王　苹　刘　莹　郭晓庆
吴虎娥　司志锰　徐建广　陈　波
曲常山　韦韩泖　马　戟　谢　伟
杨进华　殷煜皓　吴　鹏　李景清
曾　朋　田　勃　徐建华　叶海翔
黄云龙　刘　阳　李　军　余求宝
尹亚洲　罗小虎　任　维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

制）专业

段　鑫　王　姣　李　健　罗晓丽
周茜茜　刘东生　孙　阳　于志成
高　超　金　平　郭仕锐　吴　昊
王　浩　梁红权　张　华　王基超
陈　斌　陈　杰　王　健　朱　焱
朱　彪　许恒源　杨　晨　梁锦文
杨锋赢　朱廷玮　李中龙　孙　远
汤　虎　师延盛　史亚婷　韩春晖
时小娟　牟仁原　肖　霞　祝　磊
李立志　泮伟杰　杨东升　王亮亮
曹永斌　冒汹涌　王　磊　王　浩
赵　飞　穆行元　葛　杰　章　立
王玉春　成　钊　阳云峰　方　杰
曹隆彩　周百祥　李泽林　尹必行
王　川　张程程　金　铎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张伟文　张　晓　吴　萌　秦少隽

２７９



陈文婷　黄清文　唐志强　高明亮
李辉成　喻　力　张礼德　李洪利
胡宝宝　赵小旭　徐泽华　方　佳
汤超群　吴君军　梁辛欣　胡青飞
李　征　杨德胜　龚进松　姚盛勇
孟　斐　宋　卯　许　乐　龚　磊
范　渝　黄晨春　谢　伟　陈希亮
张弓弦　吕秀娥　张野华　陈志华
梁琳林　王中雷　李仕伟　李向聪
符　凯　张　军　李　浩　高交通
茅峻杰　梁大为　吉　炎　刘　雨
徐雁

!

　陆永佳　许连平　林益冬
徐　建　李　超　廉　飞　郑汉清
纪良萍　王　　梁　超　赵　珂
宦圣操　邹　鹏　李铭迪　杜滢君
金佳白　彭龙峰　邹华鑫　梁传庆
许晓巍　高健茗　陈燕青　孙晓辉
朱　健　徐　健　彭明明　郑　晶
王屹峰　翟渊韬　王　歆　刘　松
张益锋　邹海平　张　昕　仲　实
许丁力　李　溯　杨　光　马正明
管　理　魏　巍　吴　昊　杨　超
马　明　樊　婷　王　宁　辛捷昊
杨晓平　刘一夫　主承全　李廷庆
黄厚记　朱　力　周恒增　徐　铭
邵　嘉　许文超　朱怀勇　黄嘉星
刘　滨　史益朋　章海辉　潘　登
高立飞　张大卫　臧玺名　江　俊
喻　丹　孙　畅　朱远栋　孟繁浩
黄顺伟　李　昌　隋　旎　许　锦
交通工程专业

戢才萍　郭丽娜　覃荣兰　李　伟
柴丹丹　张　艳　许　渊　邹迪明
王上吉　尹　超　周　源　蒙发登
周　实　李　强　夏　伟　孙　磊
刘晓伟　金　梁　张　沛　姜　边
霍　鹏　林　旭　付海全　高　瀚
乔小艳　李梦雪　张　曦　黄锦秋

丁向燕　刘　畅　樊英慧　邹华才
叶本远　郑明伟　王进峰　张　康
吴　磊　陈　果　戴　杰　石春健
李　磊　徐兴川　赵海峰　刘永炜
周其虎　陶勇羽　沈　科　汤海旺
姚宇伟　姚　雕　祝雄杰　刘建辉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专业

华　莹　张飞飞　吴　靖　凌秀云
张　营　王　男　杨春莉　赵　美
陈蓉蓉　王桂莲　曾勇初　王　江
金　栋　赵　晶　孙志良　曹　毅
钟　欣　丁　力　江奕红　王镇豪
秦庆伟　王邦强　曹　建　李　林
何　凯　周春媚　郑　锟　李秀萍
刘　玲　关诗　兰　双　曹竞成
黄应继　王英俊　纳玉霞　宋德玲
郑清坤　张广杰　王学强　李钦地
张　敏　钟　声　李兴福　周小军
李元军　王学平　章近隆　裴紫嵘
滕　涛　孙立全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专业

刘　诚　顾　君　林丽姗　包石挺
梁嘉俊　李晓东　刘海涛　曲庆国
徐　刚　刘炼营　汪家全　赵宪东
季　承　王新颜　邵　达　刘毅成
陈　林　刘　畅　张　扬　唐卫鑫
夏崇虎　范钦友　项达尚　陈鹏飞
张中亚　张　勇　吴伟平　李　波
陈　伟　熊　杰　余李辉　田　璐
林寅龙　管　磊　王兴朝　蒲小雄
赵　明　董成林　李　俊　杨冬明
张　凯　刘　超　张　凯　关　涛
葛建林　韩文赫　庄林俊　黄中义
葛海飞　王栋明　谈秉乾　郑荣耀
余光建　张　明　艾　晶　周健豪
方小军　于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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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刘　佳　黄银元　邹　静　徐皓洁
蒋　莉　邹雪君　秦振英　张宝琴
王一凤　毛丽娜　周寅星　项　芳
蔡敏洁　蔡薇蕙　朱明玲　孙　颖
李　璐　刘　丽　王　艳　桑　月
姜　蓉　张　萍　徐阳萍　陈　雯
沈震州　李　奕　奚春燕　张　慧
陈　娴　钱晓丹　嵇　娟　孔　晶
王怀兰　沈赛娜　杨　清　王智丹
张　慧　孙苏静　傅　莹　曹敏蕾
张晓曼　徐凯丽　张　青　杨　乐
柳晓云　许玲玲　董晓薇　董　培
周　智　梅琴雄　刘　洋　钱静亚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专业

刘迎春　蔡　芳　贾玲花　孙微微
陆　玲　唐　琦　郭红娟　冯　杰
傅　妍　许　静　万若鸿　徐　青
高　嫱　顾文清　张丽芳　姜丽媛
曹　琳　范艳华　卢　莹　张海龙
虞玉洁　金　粟　吴秀燕　苏　慧
王一闳　聂士山　陶　定　陈星星
方　敏　陈晓燕　夏　阳　颜　卫
王乐凤　王汝鑫　李文莲　王广霞
朱　鹰　陈　燕　成林云　黄玉婷
姜　瑾　马　丹　谢　莉　朱　宇
刘成婷　王树荣　王　静　张　雨
夏　静　袁　婧　吴　晶　孙锦涛
张崇文　韩姚源　宫　楠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蔡　健　许　丹　沙　莎　都瑾娇
赵利娟　周　燕　孟丽娜　冯　晟
卢青青　韩　颖　朱梦盼　洪殷芝
赵　琰　吴　燕　周　凯　王　建
朱克东　钱松杰　吴　亮
历史学专业

周　萍　张　平　张　敏　陈嘉雯

汤丽丽　范　窻　袁　娟　孙琼艳
戈小丹　朱　虹　潘　玲　朱　健
王丽英　于卫红　倪念念　陈亚丽
尹嘉舟　徐　园　马彦超　史俊卫
魏尊严　邵　敏　周永军　王力伟
周小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刘贞祥　钱　媚　梁　凤　蒋曾新
严　蕊　田　甜　姚国琴　廖　霜
欧阳琴　余雅斌　曹丽娟　任　翔
苏　丽　杨紫荔　丁文洁　石燕强
徐富斌　宁　哲　赵　飞　蒋　剑
惠　?　郭学斌　许　伟　黄　星
杨艳阳　王　烨　陈佳文　冯惠玲
廖　艳　靳莎莎　陈杰华　彭　蕾
葛晔雯　王　婷　胡　癑　刘丽丽
戚　琦　成　颖　朱雅荣　崔树茂
陈　哲　罗　虎　王秋里　杨元元
陈芳伟　周　磊　陈正伟　管叶峰
吴　波　杨　鑫　余东文　邹平华
陈中海

生物技术专业

金海燕　姚　萍　白海燕　闫　慧
冯海燕　兰凤超　刘永娟　黄娇娇
王艳梅　仲元华　乔一慧　陈丹丹
雷青云　滕　毅　郑永刚　赵　源
顾守来　吴惠龙　李怀民　陈　浩
段云飞　葛　军　钱　钰　陈　永
陈　瑞　张　强　吴建财　李　静
张　平　石　岚　朴海丽　丁慧娟
高梅梅　潘怡琼　周向雅　冯晓莹
范　博　白英楠　杨亮亮　孙海波
韩强强　胡曲锐　李　岩　徐善锋
田　扬　李庆磊　顾健力　黄　治
朱　健　俞　露　朱臣君　时　松
于　巷　刘　兵　吴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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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张　骏　刘雪莲　陈美华　鞠晓晓
季　静　金俊慧　莫晓静　姚文景
全莲花　戴　丽　朱亚萍　张　翼
牛慧虹　邵春梅　杨　阳　钱群丹
浦琴琴　蒋　斐　张　玲　胡真珍
祝　苑　沈珂平　宣乃毅　万胜平
王玉娟　李　琨　刘　强　郭　磊
沈冬宇　王江明　徐付勇　王丹平
张晓丽　郑云慧　白明静　李　颖
闫　萍　陈燕云　芮秋璐　赵　莉
陈素素　朱　琳　圣贵华　潘晓洁
夏蓓蓓　羊　玲　李　霞　薛家庆
郑芳芳　杨真真　张　微　陶　梦
许蓉蓉　张　霞　陈晓姣　丁海超
唐　杰　董　鑫　龚　健　王二正
吕　辉　马瑞宏
英语专业

浦　炯　尤雯臖　马佳佳　管　琳
罗妙虹　向　聪　董海燕　崔　岑
徐　佳　王莉华　林　燕　彭梦姣
管玉华　唐燕婷　吴雅雯　于玲玲
尤换换　张春燕　罗文娇　沈　雪
黄　燕　张学慧　朱　辰　张宇侠
郑青青　毛阿玲　刘立允　苗桂杰
黄一峰　陈　斌　张剑飞　韩　睿
陈　旺　姚文浩　邓艳平　何坤丽
王佑嘉　刘宝连　张文玉　黄一丹
盛　莉　何　静　李淑谦　吴　瑛
朱秋玲　成小飞　何金燕　王卫琴
顾敏芳　顾宏美　李洪梅　白秀华
堵　菡　顾　彦　顾蓉颖　朱　娜
徐佳蕊　秦增宝　孙旭宇　章钱泽
卢玉诚　沈　晨　薛晓磊　苏　乐
吴海超　肖晶钰　潘亚男　管　婕
周　静　孙　琳　周云娟　王小欢
董智红　尚晓旭　陆　婷　沈中华

章　璐　徐　晶　胡　云　车英慧
李　珊　王晓兰　谈　君　单甜甜
薛　铃　唐　敏　倪　路　郭英俊
郗天亮　施洪华　夏赛赛　陈峰华
季星星　丁升龙　代启超　李　丹
徐丽娟　耿甜甜　万爱平　祁永皎
戚跃丽　过　軻　蒋　敏　盛寒嘉
刘　娟　俞思佳　王　晨　徐　艳
倪敏花　卢　炜　张丽娟　庞　艳
高　丹　朱淑敏　严奕虹　李　娜
朱　卉　胥志香　陆业飞　王　苏
过琪人　盛　洁　朱加佳　王　丹
王晓玲　吕　燕　仲荷萍　杨小舟
马　娟　杨　瑶　胡　雪　庄　婷
马丽娟　王　雪　晏菲菲　季　君
王亚萍　殷　莹　薛晓慧　谭　诗
朱奕倩　濮　艳　张　超　严　薇
顾哲君　胡大伟　王一飞　史丽媛
王嘉婧　黄　淼　曹卓昱　岳婷婷
黄　静　汤　莉　赵秀梅　朱　琼
尹琳华　鲍明华　蔡　佳　杨　倩
刘　璐　吴高花　芮蓉蓉　包　煜
陈　怡　仲夏阳　蒋益飞　宋　癑
钱　列　顾　佳　周　鑫

药学院

药物制剂专业

王素革　杨宏鸿　张　丽　桑丽霞
陈旭丽　孙　炎　葛云虹　李　岚
张叶来　胡小娟　孟玉霞　陈　骁
陈　俊　王　清　张　敏　周　峰
陶益龙　何　浩　耿敬坤　刘　兵
张国顺　李东霖　张良方　费新欣
段隆慧　赵　怡　何新星　陆美美
吴　云　吴慧萍　刘春凤　李鹏霄
李菁菁　李厚兵　张国栋　黄　健
夏伟科　钱程远　沈康平　顾亚刚
汪甫友　陶理想　秦　波　薛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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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升　方星昌　荣浩钧
药学专业

徐　凯　莫文俊　劳志芹　叶　丽
张　甜　苟　莹　陈慧贞　严佳瑾
王子君　杨晓燕　徐文娟　谢雅婷
杨开琴　李　淼　朱伟康　刘运军
王照斌　张　勇　储开红　缪巍巍
赵凯迪　万立成　史亚军　王嘉祥
钱　峻　崔军军　罗志洪　许景寅
段　楠　胡瑞娟　邱　悦　居丽娜
刘小丹　莫丽琴　叶　　柏兰妹
王青青　李玉英　王建锦　黄　彪
杨德龙　周伟希　刘　祥　吴　璋
吴双庆　邵　志　田　雨　李　菁
杜云飞　蒋　明　葛新星　张冰涛
黄宇捷

制药工程专业

李　峰　刘锡梅　李陆晖　牛成成
邵盈盈　曹　宁　丁燕雯　马蓓蕾
浦秀华　刘长凤　姜　薇　潘金凤
陈　荣　倪　佳　黄　鸿　王庆庆
顾仙风　张洁静　孙富成　朱孟江
刘海涛　金旭康　魏建锋　周　君
唐　亮　杨海冬　方成斌　储　强
柳庆金　印昌宽　高春燕　万芝宴
孟祥雪　韩　培　何　洋　罗　印
周亚琴　周　丽　甘秀英　张丹丽
徐培培　付　杰　王巧巧　杨秀志
张　瑶　杨　雪　姚　俊　赵　坤
闫培杰　崔　寅　钱裕超　桑建忠
殷　伟　陈　益　毛志安　陈建阳

艺术学院

动画专业

谈　琰　李晓萍　朱琦睿　徐　佳
丁　欣　黄佩莉　郭　倩　吴　菲
周婷婷　孔云霞　刘　芳　周思娇
邓锡琴　梁文婕　张　杰　梁道怀

史康键　姚　慧　李　猛　张健仿
陆　洋　朱江涛　刘德宝　林诗力
陈　旭　陈思宇　裴亚奇　汤　俊
张　赛　周　寅
工业设计专业

魏秀洁　丁晓红　李　君　李毕琴
黎洪明　王　欢　杨　丽　王文冰
潘科强　谢少波　黄伟友　刘有源
秦恩亮　洪露寒　傅剑平　毛薛钧
郁　暄　裘如能　阙圣虎　聂真建
张　荐　陈沿煌　侯　国　咸亚洲
邓俊宝　蒋治国　李　烁　张金领
陈芝丽　管丽菊　张　丽　邓　妤
刘　烨　赵欢欢　徐灵灵　于　静
张颖娟　韩业敏　刘园园　马晓璐
黄淑慧　刘　贺　陶晓明　杨楠楠
蔡鹤群　方　勇　李二磊　杨中跃
曹骏陶　周　晓　刘　强　马　剑
李　剑　黄晓东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专业

王　洁　徐　慧　刘冰冰　周　敏
曹　萍　冯　琰　陆　舒　白　羽
高金芝　郑碧婷　张琼予　钟　聪
吴　杭　顾婷珏　杨　阳　刘瑞梅
杨红艳　徐少红　叶　瑜　谢梦青
李东征　韦宝进　侯佳嘉　高　鹏
王　宇　陈作源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陈芳芳　施雯云　汪雨环　陈　蓓
陈美琴　孙　静　吕宋倩　姚　君
孙立莹　祁冠菁　石凤菊　昝金金
魏　猛　刘玉宝　徐　搏　徐梓彦
丁刘伟　董　润　任　磊　李　鹏
李梦影　姜　莉　陈萌萌　孟朝佳
王　璐　周　欣　黄金真　孙　浩
阚　雨　刘　冬　周　鹏　袁　磊
朱忠元　陆家豪　张笑啸　张丹磊
段宏博　宋云龙　刘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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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装饰设计）专业

朱婷婷　刘立云　王　硕　邵　璐
庞丽娜　徐文杰　韩静静　高琳琳
汤修红　郭晶瑜　孙　卉　杨贝贝
姚鹏楠　朱丽丽　徐海云　林　洁
郑　佳　邵久东　刘玉祥　方金达
艺术设计（新媒体艺术与设计）专业

施燕华　侯　聪　王荣荣　柳　瑛
马　晋　李佳洁　刘馥君　虞雯臖
韩翠连　张　洁　尚艳琳　戴玲娟
王　秦　董　芸　师敬芮　孙芹芹
蔡菁菁　高建光　桑海滨　周　津
蔡圣元　陈剑钢　刘慕孜　张　聪
马阵方　许明杉　洪胤哲
美术学专业

汪　澈　陆盈盈　潘婷婷　罗美玲
恽　蕾　梅　倩　龚绯霖　曾若男
马晓沛　孙　浩　张　倩　冯明明
居玮 　周文成　赵芳芳　王　瑛
张瑞明　宋国衡　袁　昱

京江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朱园园　沈健飞　缪薄凤　吕　雪
严晓艳　顾纯纯　李雅娟　高　萍
宋玲燕　孙明珠　孙　怡　花艳春
黄　芳　颜晓芳　倪海萍　路　雯
赵顾曼　李　超　黄　舟　钱　增
秦超宇　沈　浩　冷松喜　陶晓芸
张挺松　高　明　汪　洋　陈　雨
沈　欣　宋　凯　白　骁　虞可达
刘　贤　曹荣升　王宏亮　王玮之
赵志敏

车辆工程专业

姚　健　顾正茂　李杏军　钱飞虎
丁丽琴　陈晏萍　贾　亮　唐　梁
陈　诗　曹　飞　徐金星　何　康
万　敏　张　峰　余　洋　孔　何

朱　伟　孙　晶　柯栋植　史紫毫
陈海华　左　俊　陈　杰　周　峰
陈　凡　贡源滨　林　超　温彦元
周利明　赵　晶　陈　明　姚　倩
林　敏　孙　雷　陈　健　高威威
杨　波　陈　博　顾维杰　汪庆寅
李　炜　朱　笠　郭　飞　翟　磊
缪镜清　邵恒健　张可立　华正超
仇　伟　邓　锋　王胜利　戴逊寅
潘　健　濮宗茂　江　山　孙晓威
衡耀宇　周　斌　刘　伟　朱彬聪
贾文澜　詹　祥　倪　晨　杨啸宇
沈　健　姜亚峰　方　笑　施　海
何全洲　朱昭晖　朱　昊　周少清
周　俊　刘　宝　许　鑫　张　鹏
张科尧　宋于勤　胡　伟　杨治华
凌　晨　许继杰　邹　达　秦　諂
刘天意　马鹏杰　马　磊　谢　鹏
车辆工程（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陆静芬　钱　璐　吴茜莉　朱　敏
黄　伟　蒋鸿伟　陆涛涛　倪　演
陈　磊　金　虎　李光中　凌　琳
张　鑫　黄伟峰　沈　银　陶　侃
翟春臣　张　金　方　立　徐　洁
尹恒健　尤　亮　朱　斌　曹　红
李　楠　宋云艳　张　佳　冯城振
李　林　马小虎　吴金牛　赵　平
任书恒　唐　皓　张于飞　周爱军
周旭东　陈　力　黄恩搏　蒋　进
张林波　陈爱华　秦亚东　张　连
仲小宇　杨应军　钱飞虎　施　伟
华　静　袁秋红　赵春燕　唐晓静
徐　萍　许水萍　朱辉霞　陈小云
陆　斌　陆　波　眭展翔　郭海军
姜卫伟　张　锦　黄　恩　梅　嘉
吴　斌　蔡新浩　顾　俊　顾　琪
杨莉丰　杨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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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黄海燕　倪洵一　杨丽芳　周　丽
潘玉娥　沈珊珊　汪　飞　朱宁燕
蔡　丹　曹敏洁　宋雅娜　薛磊磊
巢丽仙　江　桦　李红燕　马　萍
陈　强　李　诚　王　斌　于　磊
于　龙　段潇鹏　聂　飞　王金虎
严云祥　陈志华　顾明锦　汪红光
徐　晨　周　凯　冯园园　韩慧萍
李　茜　潘余玲　袁金华　庄　寅
曹雯雁　陈　琪　葛丹丹　王菲菲
李静娴　王　萍　邢　莉　严玲燕
丁飞翔　胡　伟　黄　栋　黄　亮
李　虎　钱乐恺　谢　新　安　全
陆晨伟　路洪祥　路笑荣　倪海峰
刘娴娜　谢莉莎　臧迪恂　周丽霞
刘海丹　吴超兰　徐官兰　朱华明
杜绘情　景子玮　张卫娟　张圆圆
何　伟　李　晨　司马威　赵洋城
顾　维　胡义荣　陆海峰　沈海伟
张　鑫　王庆祝　徐子安　陈　江
王乃成　吴小虎　谢秋盛　周　斌
郁冠雯　徐　瞡　王凯翔　徐　晶
赵启芳　徐　晶　范鑫鑫　施玲玲
赵婉璐　陈安麒　钱　鹏　朱俊毅
陈文俊　徐一峰　何世江　王　杨
王　健　高卫彬　杨时鹰　仝　宁
孙峰旭　吴宇涛　陆　伟　王春飞
邢凯旋　陈天熙　张　佳　王伟根
张　雷　刘　梅　丁　玲　杨　婷
赵晚晚　徐　莹　陈佩倩　张　源
梅　平　吴　超　杨　阳　潘　健
陈　俊　胡英超　赵昌华　万志杰
朱　童　赵　博　潘　硕　吴树清
茅　桦　夏亚平　夏允楠　钱　钰
王　伟　陈　涛　沈晨华　潘玉奇
电子商务专业

吕　晶　张　晨　万凝华　李园婷

杨　婷　冯婷婷　石秋娟　张瀛予
王　婷　周　弘　庄　桃　沈朔朔
秦　波　钱　蓓　仇华玉　刘　程
吴佳春　陈　艳　倪　鹏　姚震宇
莫小程　高　亮　傅文　唐　晟
邹倩锖　刘志琴　林　婷　吴　伟
王　晨　周　芳　沈世春　樊　歆
徐燕萍　朱丽君　周亚琼　唐冬琴
吴　湘　尹　悦　汤依依　瞿　励
李　勇　杨　彦　汤　沁　高　盠
王　凯
动画专业

王昀泠　陈　越　顾晨婷　陈　蕾
张　瑛　朱晓燕　徐玉洁　程　珊
袁佳芑　乔　沙　薛君琪　陈?颖
恽佩玉　郭秉礼　杨吟咏　陈　楠
苏　新　黄秋贺　侯　飞　卢二伟
王爱武　张　聪　翧　晟　邵　浩
王　彬　申　升　施於辰　佟　年
李　桦　赵佳露　丁　琳　蒋　晗
蒋晓婷　陈　艳　夏琪芳　翟雅婕
景俊华　钱婷婷　张丽莉　许益琴
刘　

!

　王　丽　陆　超　储晓雷
宋伟程　黄　晨　李大栋　胡君伟
乔　远　刘馥毅　刘佳美　刘新媛
石京艳　沈珍屹　孙唯一　陆　香
韦　蓉　张　倩　徐　莺　赵燕桦
何霜剑　张　娴　于　筠　韩唯佳
徐秋兰　黄　勇　魏　磊　祁鹏飞
马　励　倪　鑫　侯　飞　王晨玮
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王　香　徐　聚　何　亚　许君尉
张培娟　姜　虹　张晓美　吴敏捷
雷　燕　徐　涛　冯　阳　孟令雷
仇　彬　许俊涛　顾剑锋　高　迪
杨军军　姚成军　周泉伟　黄天祥
颜　翔　李　强　张华建　郑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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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渊　林　杰　龚新科　王　杰
工业工程专业

沙　霞　王小莉　孙晓萍　俞　鸽
钱宇丹　黄娟娟　缪　丹　陈雪娟
贡瑶珏　李　颖　蒋丽华　车　悦
孙钰洁　李　昕　陈　婷　沈鸣佳
陈　波　马黎晖　陈　瑶　李　俊
王　磊　孙宝苏　陈　刚　潘兆斌
刘忠阳

工业设计专业

徐　芳　陈　静　顾　莉　浦　蕾
张露露　卜　静　陈小艳　杜军平
谢一阳　王　强　周小二　杨宵宵
吴　骞　韩　贺　沈玉石　颜　乐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陈　颖　顾明兰　姚亚花　徐　艳
谈　婧　钟　艳　朱丽云　李蓓蓓
缪　苗　沈　晨　朱　瑾　许　敏
杨元媛　柳　洁　周海艳　孟涵文
戚晶锦　何　燕　唐祝萍　董　姣
徐　黎　徐丽敏　何育新　曹慧丽
冯　勤　顾秋敏　尹兰兰　戴　卫
陈　晨　杨　俊　吴晓华　伍俊新
钱子家　虞　凯　顾晗晋　朱小林
陈　超　严亮亮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专业

刘　聪　贲玲玲　蒋　莹　陆亚婷
蔡玉美　刘　诣　高凌静　郑瑞呢
张媛媛　李雯雯　王　芳　沈　鑫
郭迎辰　唐颖雯　沈思思　李亚静
王　艳　曹　磊　韩维娜　王丽群
陆　琳　王丽君　张　敏　杨　政
张昭鑫　栾　迈　钱庆国　须　文
蒋祝君　董　伟　杨　斌　赵　路
宋　淼　李　寅　刘京韬　陈　芹
何玲玲　刘　平　施丽娟　孙文静
管　姣　孔燕洁　李　丹　倪　丹
坎乙星　滕妍娜　杨　繤　朱晓

姜　咪　毛　清　王　珍　朱洁琼
王舒君　王　月　俞文秀　朱晨琳
陈　媛　钱　芸　秦亚玲　殷文艳
柴梦蓉　陈　玲　陈　龙　杜晨良
华　涛　李继山　闵　玮　张晶晶
何秋萍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汤敏捷　王可言　朱　清　陈　琳
冯　洁　郭妍妍　蒋春艳　李雪雯
刘　菲　刘亚洁　赵梦芸　陈　

!

丁彩霞　高　艳　余林娜　陈俊羽
仇菊芬　严文艳　张　磊　贡燕萍
谢　敏　张　琦　沈　强　徐峰磊
周鸣军　吴言智　仇　诚　杨　磊
吉　丽　袁玲丽　朱晓玲　徐艳怡
马　卉　马燕平　陈　燕　曾　燕
范　璐　钱　叶　张黎丽　钱雅君
刘梦佳　陈梦媛　徐　慧　徐　莉
王　晶　高　欢　赵文荣　顾鹤群
周　锋　蒋文超　季孙敏　周　强
蔡　哲　陈　叶　邹怡杰　韩　潇
沈　涛　刘　灿　孟广智　魏云平
冯海瑛　梁沭宁　张美娟　费　艳
吴佳怡　贡　芸　芮　洁　芮　雯
朱　筠　王乐琳　陈　琳　邵　铭
李　鹏　陈　静　潘倩婕　周　蓉
冯　兵　卞朝爽　吴明博　施文祥
徐　怡　任　强　顾大为　赵　剑
孔　欢　薛　凯　苏东贤　吴　圣
孙　波　黄　鑫　李云彤　蒋　姣
高斯诺　陈　莹　吴　静　吴　楠
刘　敏　戴敏花　吴　莉　邵　珍
殷　青　刘　晓　朱　清　王宜澄
金　梦　沈　星　杨　洋　费丽娜
树　伟　汤科勇　徐　俊　孟佳林
潘学钰　徐　寅　庄　乾　徐　磊
肖　涛　徐晓磊　张锦才　房立洵
谢　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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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顾　悦　徐　佳　陈玉君　潘慧琦
许丽娜　王晓红　张叶泓　吉　阳
薛妍娜　范晓英　王　颖　蒋　雄
谢志清　王　海　张　璐　陆　斌
张　翔　徐　军　孙　鹏　丁海辉
谈如豪　唐振华　高　杨　虞　跃
时　昆　邵海华　姜　宇
会计学专业

黄　嘉　许　祥　孙　婧　汤　蓉
顾月佳　缪玲玲　吴晓燕　奚丹晶
李　佳　张小丽　唐文婕　陆慧婷
金　琼　彭　璇　蒋文杰　韩　飞
韩　晶　虞亚娟　朱云鹏　吴钰榕
林　花　石　蓉　于　超　杨　祺
田　健　冯　斌　杨振仪　王　伟
陈虎军　邱泽渊　李　勇　马榕蔚
蔡　莹　孙丽媛　苏　娟　朱晓晴
唐丽萍　吕韩丹　陈　娜　徐　媛
沈　敏　竺思雯　金彩霞　任　芳
顾　筠　潘亚琼　王丹萍　陈　薇
杨　薇　施　萍　万　怡　宣泽民
任　杰　纵　笑　郭明星　常　胜
阮钱　范　涛　袁　野　徐晨晨
黄　嘉　蒋琦洁　季　圆　周　晶
周誉博　邓　寅　胥家惠　许丹华
谈　颖　陈　瞡　沈　洁　孔文超
蒋　鑫　陈　隽　冯慧敏　王玉茹
陈　丹　赵　奕　高　丽　陆伊飞
夏郭强　张　超　顾叶飞　夏寅生
许展弘　裴　康　糜　浩　范　凯
徐晨晨　何　萍　李　勇　陈　婷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金　俊　杨　勇　周亚凌　张　亮
曹　

$

　石恒萍　陈　莉　沈天乐
叶　业　冯　立　詹文虎　陈敬文
苏　硕　张中健　崔新亚　符叶伟
张　健　许卓君　钱浩杰　黄　欢

吴方明　臧凯杰　朱仲男　顾　磊
刘　毅　王文超　张　华　顾顶顺
陈　臣　强明贤　胡恒斌　王洁诚
朱恒毅　邹升国　葛蓓蓓　华月丹
李　尧　邵晨明　吴　亮　冯宇成
陆筱君　庄立明　赵　晨　董　晨
瞿志豪　王　翔　吴　强　沈　明
吴云龙　赵镇波　汤　亮　瞿　斌
王晓华　尹园园　贾伟威　张　森
顾彩军　周　参　严博文　潘国平
喻　龙　黄高峰　刘海峰　张　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王忠泉　王　磊　周　程　张国杰
顾伟伟　钱　雯　颜　敏　成　辉
顾郑君　李　伟　任大伟　杨　华
张鸿钦　侯群阳　谢　 　钱　庆
叶　锋　吴佳俊　吴振强　孙　伟
钱黄勇　杨小虎　蒋寅清　吴文阳
陈晓锋　蒋剑刚　徐　寅　张　欢
周浩杰　郭志江　刘文刚　杨飞飞
朱　磊　陈　喜　许　兴　朱儒君
周　琛　仇丽丽　刘文菲　杨云芹
沈燕敏　李海波　郭礼铭　黄　杰
苏双林　刘宏宇　严勇杰　徐国锋
陆明德　殷　超　史文彬　康　俊
王　超　吴振盛　景春伟　顾　晨
申　浩　李　渊　秦如吉　蒋　鑫
陈　健　王　潇　赵　兵　顾志强
张季聪　张　烨　吴　铮　孟　玉
唐浩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　洁　陈　娉　万云蕾　顾丽幸
蒋　丽　薛　钰　邹黎明　陈　晨
王腊美　赵伊婕　朱继新　胡　静
王　蕊　夏科丹　夏岳仙　庞爱国
王　亮　王致凯　向海明　杨　辉
曹静飞　李　超　王文飞　许　翔
张　淼　何　健　王　栋　杨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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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好好　陈　晨　戴菲菲　王　金
尹睿智　陈　琳　许晨宜　杨　娴
赵　姣　陈　欢　潘　菊　吴秋萍
张　静　顾晓玲　惠红娟　吴　燕
徐　虹　陈　菲　潘晶晶　孙丽华
邹珊珊　戴东杰　皋海洋　龚晓东
姜　涛　马　万　邱　松　许　峰
仲　凯　朱　烨　项舟华　姚　园
陈　静　史玉蓉　吴莉芳　张玉莲
陈锦霞　唐　洁　王　娟　郁丽雅
崔小艳　李婷婷　徐海涛　周维维
解　晶　缪咪娜　莫佳敏　邱　?
鞠建华　李文祥　胥志刚　王　译
杨庆庆　章　炯　朱　琪　仇叶飞
范黎俊　沈鹏飞　王　晶　石　磊
缪玫瑰　周晓波　左小璐　毛晨筠
孙阳阳　尹　燕　戴　敏　薛莉丽
姜　云　吴軻绩　陆海娟　刘志民
陆　鹏　王旭虎　蒋　啸　徐海臣
王　磊　钱燕春　许敏杰　胡　玺
盛俊杰　张　聪　钱仁军　董伟鹏
朱　鼎　黄志远　赵　琨　王　玮
沈　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黄　静　王柳嘉　王科燕　马　菱
周维燕　陈飞燕　吴健生　吴锡惠
徐　书　吴　哲　王　琪　仲　成
金　俊　朱黄菲　陈卓杰　于　晴
肖　历　曹振宇　李建建　赵俊威
交通工程专业

徐　珊　王　晶　姚安玉　丁　艳
徐　敏　封大山　郭　燕　蒋　虎
宋雨泽　陈　煜　李志杰　周　宏
国　瞡　周悦聪　毛　徽　仲伟杰
黄　刚　管智勇　姚　逸　刘　敏
祝　明　张　旭　曹　杰　吴　斌
王　朝　史菊林　朱　磊　陈　啸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专业
许海林　任　春　　夷香云　束　珍
张　萍　吴　艳　　严人凌　蒋佼伶
薛　能　周敏娟　　曹宇盈　周　雁
严琪臖　袁　魁　　王乃舰　周建叶
王铭峰　郁宗铉义　孟祥浩　王　东
吴　骏　胡春秀　　秦　剑　苏　明
童　旭　李　杰　　陈　奇　杨　涛
戎之俊　陶　虎　　范　添　包　鑫
杨歆宇　陈　炜
金融学专业

纪文清　任　佳　吴晏华　董芳萍
陈含露　李邦媛　姚梦娜　吴嫣华
周　萍　刘　薇　蒋丽娜　张小倩
印　卉　胡　怡　刘叶菲　叶　涵
苍　蓉　石云菲　洪静芳　王翠翠
陈云云　陈　娟　盛　南　单　竞
薛　阳　张　旭　赵添翼　吴　昊
陈　佳　陆晓亮　陈　凯　周微阳
王泯桦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王振华　朱　瑶　胡燕娇　刘　癑
刘　敏　贾梦冰　周　洁　钱　松
金　昕　王　凯　鲍煜洲　严亮亮
毕长波　谢大威　周于兴　左靖杰
邱　阳　蒋　跃　任维凯　曹　友
何　林　郑　寅　李　寅　蒋少伟
顾　邁　李　莉　徐胜佳　黄　河
陈诗语　孙颖祯　赵雨亭　蔡　军
缪　翌　高　乐　潘　羽　沈昊君
韩潞槿　马德明　陈　亿　刘　健
曹　伟　高　鹏　孔德雷　薛宇华
孙晓华　包海楠　黄晓成　周　鼎
李筱慧　邹梦青　薛　佳　杨　鑫
张　益　杨腊虎　王　琼　吴　桐
曹志强　芮　峰　陈　敏　陆　杰
李春红　张明冬　周斌磊　李　谦
贾　春　张　欢　孙　吉　赵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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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明根　朱伟洪　王新峰　浦　磊
刘　杨　王晓刚　石　岗　钱唯杰
王　蕊　徐雪敏　周石源　王　焕
张明杰　朱　奕　卞东卿　杨家庆
马　剑　陶俊杰　濮熹?　孟　彦
汤蔚宇　徐神海　谭京雨　王　龚
庄卫将　施冬晖　庄俊伟　张晓峰
王蔚峰　徐　剑　陈栋梁　鲁　夏
胡登峰　尹　强
市场营销专业

陈聚梅　吴春燕　庄徐苹　邹　嘉
蒋耸菡　刘帆帆　刘　洁　夏美林
刘　悦　王　珏　王　青　周　婷
金梅丽　王静芳　袁　琼　朱为佳
李　霞　孙　毅　徐亚萍　张　竹
陈飞飞　季　程　蒋晶晶　朱云花
刘寅芬　徐　华　赵存玲　周玲玉
姜国祥　戴　颖　任　莉　王晨晨
秦惠娟　张　翠　周　婷　洪冰冰
王丽君　吴　莹　徐亚娟　陈　华
顾　燕　罗　娜　唐　静　蒋　燕
刘佳玲　潘　漪　朱　嫔　陈　敏
范陈飞　林　怡　刘庆庆　杨丽娜
章冯雅　赵冰花　朱丽敏　束小阳
王正英　吴雅洁　张建芳　邓　燕
夏迎迎　赵亦岚　高　静　李　啸
张冬冬　赵　祥　吴　玲　刘银雅
刘　艳　张　培　蔡　玲　罗　蕾
刘元舒　黄　斐　刘　维　庞叶婷
李雨函　陈海玲　徐婷婷　毛　蕾
陆　杨　徐大竹　白　程　彭贝源
唐桂才　沈　醉　陆　斌　朱　俊
周　晶　周晓冬　包　建　王　力
栾　建　严　加　韦姗婷　王　莹
陈玲玲　陶　鑫　吴月芳　钱玲玲
范明月　王筱旦　高　丽　王　赉
仇　飞　仇怡洁　周　雪　王　鹏
陈　晖　朱海洋　李小飞　马　骏

宗一琦　徐天乐　沈　浩　王　斌
张　翠
通信工程专业

戴丽琴　俞林枫　钱　月　洪伶伶
季　霞　黄婷君　潘科男　唐雪莲
陆　飞　吴振华　李章猛　黄启阳
贾文凯　王　磊　倪　华　王敏宁
黄元伟　熊　威　吴　晓　张水飞
杨晓磊　戴　健　夏　伟　吴　佳
陈　娅　杨吟君　姜明艳　韩　莎
刘君　李国萍　曹小芳　景方圆
经　昊　尹康民　龚　俊　陈燕东
杨　煜　杨红强　蔡　伟　张晓磊
王国炳　顾云飞　屠惠伟　沈　杰
许新伟

土木工程专业

张　捷　顾　妍　沈　珏　许　琳
沈　君　伍岳伟　季燕平　祁旭涛
朱冰斌　谢　宇　韩广山　刘　屹
施吉鹏　王福寿　刘　杰　蔡俊康
施　骞　程冠华　孟祥军　严　伟
王世豪　陈　铖　徐　鹏　陆健荣
徐　亮　王泽霖　李　力　张　琪
陈　锋　朱　胤　马　虹　王　平
曹　静　顾淑贤　黄律旗　刘　栋
蒋　旭　曹　强　徐中庆　黄　磊
季　托　杨　帆　王嘉君　王晓巍
范宗海　傅　杰　王　波　陈　龙
邹重阳　戴　伟　范磊武　马　增
薛　文　张惠慧　蒋雨辰　黄文杰
周晓通　叶　蕾　龚　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谷潘颖　薛　莹　王莉莉　余　璐
袁晨洁　薛丽媛　王越亿　杨玉婷
蒋　琼　万　菁　赵　新　郭　慧
刘春华　耿　斌　杜文耀　高　洋
杨海洲　张谢吻　邱丹锋　李啸宇
龚　伟　汤　彪　杨　扬　岳佳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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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希逸　谢　蓉　周　红　荆淑婕
朱丽丽　储　融　孔晨颖　徐　婷
冯　超　陈熙　周雯雯　朱金虎
吴　健　夏　俊　张　斌　徐　瑞
沈　雍　芮春耀　朱金忠　张　祯
李炎炎　鞠荣荣　周　进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高远寅　杨淙云　华　慧　黄伟琳
李梦沁　王　文　陈　华　张珊珊
房杏媛　冯　娇　彭韵妃　唐　晴
江　鹰　李　昕　田潇怡　唐　璐
穆泾源　邢学平　包　骏　苏常庆
施岑臻　徐　亮　陆　伟　岳之峰
薛　超　王　磊　王　鑫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专业

苏　黎　张　璐　陈燕华　陈　哲
杨　芳　颜圆红　李　燕　孙　瑜
宗　雯　高玮锶　纪　黎　刘丹丹
项　云　梅寒啸　张　清　沈　杰
何　健　赵　峰　李思恩　周预赛
董德松　施　帅　崔元周　骆　虎
陈锦程　孙　力　周启远
英语专业

陈　曦　李振道　钱晨雅　虞　燕
李　珏　华　琳　张　婷　陈佳佳
张晓艳　费　莹　陈　怡　舒　苏
史美芝　耿　

!

　肖　婷　郑枭先
潘　洁　徐霞平　郁　姣　许　琳
严　洁　陈　红　史浩韵　高晓敏
笪仲妮　花　越　王　静　王　媛
吴　佩　王　倩　陆怡宁　杨　怡
程湘钧　于　婷　何小丽　葛芳芳
孔越群　居晓军　胡　佳　姚妤芳
钱　婷　陈　旭　倪宗逸　宗雯颖
黄彩飞　马艳芹　黄晨洁　史丽娜
肖　丽　刘玉翡　计爱琴　陆　钰
张若莹　何　蕴　俞　　夏梦婕
曹　进　冯钰洲　莫丽洁　张　伊

徐志娅　王永宏　郑　琪　刘慧嘉
范　媛　黄　晔　赵晓芸　张安琪
应珊珊　李茜潍　李静洁　於　亭
毛永伟　吴银霞　盛　莉
自动化专业

孙　杰　陈月琦　包侃娜　李家乐
周　香　蒋颖亮　庄倩如　季霜霜
刘　睿　徐赛华　姜　坤　朱宇栋
肖　天　吴清寅　王　帅　朱国强
张啸临　高明玉　吴之君　樊金华
刘鹏嘉　周　文　顾　政　李　平
吴　涛　吴　威　张　辛　夏　虎
王庭怡　吴　捷　张　巍　成　娟
鲍雯兰　张　燕　提文霞　刘玮玮
谷　皓　张　勇　徐　辉　包　纲
惠俊峰　沈　元　姚　霆　孙伟星
杨兆银　张　晟　秦磊磊　黄志伟
花世林　包侃磊
护理学专业

刘　青　缪红珍　吕　琳　王一芳
穆晓岚　宋　静　何　锞　沈思吟
顾寅君　朱婷婷　谢　丹　壮晓兰
蒋茜兰　史　燕　徐彩霞　马　

!

李　琳　赵茹洁　庞　珍　潘晓虹
金涯菲　冯甬莹　史寅瑶　浦　静
魏　巍　任晓燕　孙丽佳　周佳萍
刘　源　顾君雯　张燕华　陈冬蕾
汪月红　吴苗苗　赵　旭　周小丽
朱　丹　陈茜茜　杨　静　张　楚
赵　静　於　静　张灵芝　俞金英
谢珍芳　于晶晶　任奕琴　顾静文
周　佳　刘莉莉　吴莹莹　袁菲菲
邹云燕　周　?　郜永平　朱　娴
邵懿莹　孔静静　周　莹
医学检验专业

邹婷婷　高玉兰　吴　颖　孔　娜
潘　芬　张　皎　韦玉玲　杨　晨
何　银　陈　进　刘　敏　缪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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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维　季　捷　刘　玮　侯洁欣
张少艾　刘懿娴　汤　珍　束　炜
史融冰　刘　军　孙　健　何　超
周冠寅　蒋　锋　林　涛　刘庆龙
邹　涛　欧萌萌　梁怡星　蒋佳彪
狄　瑜　包　蕴　谈晓梅　朱召萍
赵　阳　史云燕　虞一帆　时　露
罗园园　唐一星　刘丽花　李　玲
周晨晨　徐　妍　胡佩璐　华丹红
杨晓芬　范蔚然　孙　露　葛　臖
高　吟　张　琳　朱桃红　韦　颖
汪　刚　刘　鑫　黄　锋　刘　磊
程　威　陈旭韬　孙晋飞　王　伟
祝晨智　王　华　崔　昊　李　

$

马　韦
临床医学专业

朱大勇　乔　奇　杨一慧子　陈兰岚
王培洁　范丽娟　陈　绣　　高　芳
董邵夏　凌　玲　黄　娟　　李　霞
许　兰　刘　晔　高　艳　　曹颖婷
赵唯奇　冯子旺　卢旷逸　　陈颖杰
卢　健　滕鑫涛　黄　榕　　魏宋松
陈文超　严鹏飞　徐　浩　　陈　琳
陈　明　沈玉兰　朱　莉　　贺玉燕
夏　科　周　佳　邹婷婷　　殷　瑜
刘　悦　沈晓燕　程　静　　王国英
金琴兰　储冬梅　周易星　　邓伟锋
张明杰　黄文海　陈　晨　　李　明
周　超　沈鹏程　陈孛明　　方晓飞
沈佳良　唐　峰　朱笑言　　李　皎
张　燕　史雪琴　徐丽倩　　李　熠
谢虹丹　孙　颖　王锡萍　　周　宏
朱　莉　孔繁漪　李　园　　芮志梁
尤　超　许　卫　顾　进　　钱志良
符　伟　刘奇铭　朱　晶　　缪宇星
贺锦程　邵　琨　杨秋强　　周　
戚　颖　陈　?　钱丽萍　　王　洁
钱丽君　戴苏雯　张　

!

　　陆　曼

吴敏华　谢益超　王金花　　朱　虹
陈　琳　余晓明　陈　刚　　钱篧磊
高　煜　张子亮　金泽奇　　林　春
王慧洋　包　晨　任　昌　　杨　丹
陈志阳　过云磊　杨　锴

京江学院（应用科学技术学院）

车辆工程（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陆静芬　钱 璐　吴茜莉　朱 敏

黄 伟　蒋鸿伟　陆涛涛　倪 演

陈 磊　金 虎　李光中　凌 琳

张 鑫　黄伟峰　沈 银　陶 侃

翟春臣　张 金　方 立　徐 洁

尹恒健　尤 亮　朱 斌　曹 红

李 楠　宋云艳　张 佳　冯城振
李 林　马小虎　吴金牛　赵 平

任书恒　唐 皓　张于飞　周爱军
周旭东　陈 力　黄恩搏　蒋 进

张林波　陈爱华　秦亚东　张 连

仲小宇　杨应军　施 伟　华 静

袁秋红　赵春燕　唐晓静　徐 萍

许水萍　朱辉霞　陈小云　陆 斌

陆 波　眭展翔　郭海军　姜卫伟
张 锦　黄 恩　梅 嘉　吴 斌

蔡新浩　顾 俊　顾 琪　杨莉丰
杨连明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黄海燕　倪洵一　杨丽芳　周 丽

潘玉娥　沈珊珊　汪 飞　朱宁燕
蔡 丹　曹敏洁　宋雅娜　薛磊磊
巢丽仙　江 桦　李红燕　马 萍

陈 强　李 诚　王 斌　于 磊

于 龙　段潇鹏　聂 飞　王金虎
严云祥　陈志华　顾明锦　汪红光
徐 晨　周 凯　冯园园　韩慧萍
李 茜　潘余玲　袁金华　庄 寅

曹雯雁　陈 琪　葛丹丹　王菲菲
李静娴　王 萍　邢 莉　严玲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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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飞翔　胡 伟　黄 栋　黄 亮

李 虎　钱乐恺　谢 新　安 全

陆晨伟　路洪祥　路笑荣　倪海峰
刘娴娜　谢莉莎　臧迪恂　周丽霞
刘海丹　吴超兰　徐官兰　朱华明
杜绘情　景子玮　张卫娟　张圆圆
何 伟　李 晨　司马威　张 震

赵洋城　顾 维　胡义荣　陆海峰
沈海伟　张 鑫　王庆祝　徐子安
陈 江　王乃成　吴小虎　谢秋盛
周 斌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陈 芹　何玲玲　刘 平　施丽娟
孙文静　管 姣　孔燕洁　李 丹

倪 丹　坎乙星　滕妍娜　杨 繤

朱晓　姜 咪　毛 清　王 珍

朱洁琼　王舒君　王 月　俞文秀
朱晨琳　陈 媛　钱 芸　秦亚玲
殷文艳　柴梦蓉　陈 玲　陈 龙

杜晨良　华 涛　李继山　闵 玮

张晶晶　何秋萍　汤敏捷　王可言
朱 清　陈 琳　冯 洁　郭妍妍
蒋春艳　李雪雯　刘 菲　刘亚洁
赵梦芸　陈 ?　丁彩霞　高 艳

余林娜　陈俊羽　仇菊芬　严文艳
张 磊　贡燕萍　谢 敏　张 琦

沈 强　徐峰磊　周鸣军　吴言智
会计学专业

陈培培　王 虹　朱许洁　陈桂霞
潘 洁　钱 静　王 琪　高 虹

陆 婷　吴 菁　周 艳　吕晓娟
孙 青　张 莎　汤 婧　陶晓芬
王 静　王丽华　钱 玲　王益美
张玉婷　庄树容　蔡立涛　诸伟伟
何婷婷　陈付莉　陈和进　邱美君
吴冬丽　朱晓蕾　孟琳琳　王 静

项 萍　张 薇　刘梦凝　宋丽琦
王 颖　朱 琳　郭 静　黄 晶

张 莱　陆金金　王 霞　徐 慧

祝丽萍　胡 寅　梁 峰　任进攀
李 芹　吴 丹　杨 艳　张丽婷
刘莉亚　王 琳　魏 丹　郑 莉

曹 亮　顾晓兰　李 萍　朱晓芳
包云华　刘加平　王 娟　成婷臖
傅欢欢　黄科慧　周春芳　凌 云

秦 旭　沈智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项舟华　姚 园　陈 洁　陈 娉

万云蕾　顾丽幸　蒋 丽　薛 钰

邹黎明　陈 晨　王腊美　赵伊婕
朱继新　胡 静　王 蕊　夏科丹
夏岳仙　庞爱国　王 亮　王致凯
向海明　杨 辉　曹静飞　李 超

王文飞　许 翔　张 淼　何 健

王 栋　杨 磊　张好好　陈 晨

戴菲菲　王 金　尹睿智　陈 琳

许晨宜　杨 娴　赵 姣　陈 欢

潘 菊　吴秋萍　张 静　顾晓玲
惠红娟　吴 燕　徐 虹　陈 菲

潘晶晶　孙丽华　邹珊珊　戴东杰
皋海洋　龚晓东　姜 涛　马 万

邱 松　许 峰　仲 凯　朱 烨

陈 静　史玉蓉　吴莉芳　张玉莲
陈锦霞　唐 洁　王 娟　郁丽雅
崔小艳　李婷婷　徐海涛　周维维
解 晶　缪咪娜　莫佳敏　邱 ?

鞠建华　李文祥　胥志刚　王 译

杨庆庆　章 炯　朱 琪　仇叶飞
范黎俊　沈鹏飞　王 晶　石 磊

缪玫瑰

市场营销专业

陈聚梅　吴春燕　庄徐苹　邹 嘉

蒋耸菡　刘帆帆　刘 洁　夏美林
刘 悦　王 珏　王 青　周 婷

金梅丽　王静芳　袁 琼　朱为佳
李 霞　孙 毅　徐亚萍　张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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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飞　季 程　蒋晶晶　朱云花
刘寅芬　徐 华　赵存玲　周玲玉
姜国祥　戴 颖　任 莉　王晨晨
秦惠娟　周 婷　洪冰冰　王丽君
吴 莹　徐亚娟　陈 华　顾 燕

罗 娜　唐 静　蒋 燕　刘佳玲
潘 漪　朱 嫔　陈 敏　范陈飞
林 怡　刘庆庆　杨丽娜　章冯雅
赵冰花　朱丽敏　束小阳　王正英
吴雅洁　张建芳　邓 燕　夏迎迎
赵亦岚　高 静　李 啸　张冬冬
赵 祥

宿迁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王曹根　安　逸　曹　鹏　陈丽玲
陈　连　樊军波　干　翠　胡晓成
贾彦印　金启诚　居忆玲　李　涛
李振国　刘国华　刘擎超　陆红宇
陆　健　毛成文　潘倩颖　彭　辰
尚　瑾　沈嘉琪　沈赛凤　史　宜
苏　健　孙　丽　汤浩梦　万鹏程
王跃进　吴　彪　吴闻宇　夏孝瑾
徐睿文　严文华　叶　业　虞淳君
张广昔　张　强　张　旭　赵　虎
周俊华　周新泽　纵　飞　蔡　程
蔡忠娟　陈　明　程志伟　顾　晓
顾跃伟　姜贤能　李繁星　李　伟
李智军　刘　杰　陆　飞　陆　峰
罗冬梅　苗伟伟　齐　鹏　钱鸾男
沈金梁　侍凤兵　孙春燕　唐　俊
万春媚　汪立井　王　真　吴　刚
徐倩倩　羊　成　殷之阅　张　波
张庆庆　赵　阳　周佳丽　周　舜
朱　侃　蔡　翔　陈　昶　陈春雨
陈品吉　邓珊珊　冯　康　郭道玲
韩松庭　黄　雄　蒋　松　李　剑
李沅峰　刘　林　陆宇峰　马　臖

莫俊锋　钱　前　佘晓辉　施中浩
宋　伟　孙丹旭　孙忠伟　陶　琦
王　箴　吴　侃　夏　冰　徐　虎
徐小刚　薛单单　杨　成　张成林
张　军　张　文　赵振祥　周　涛
周　玮　庄义曼　陈　乐　陈　雷
陈荣斋　邓　梁　丁　杨　方旭敏
傅晓祥　贺　翔　黄　勇　李竟成
李云锦　林　辉　刘道庆　刘梦鼎
陆华祥　马宝山　宁　春　潘建林
秦丹丹　秦　磊　沈　辉　时雪峰
苏家诤　孙慧芬　谭　伟　童　君
王　峰　王　敏　王　威　吴　伟
徐　鹏　许澍涛　杨　勇　杨圆圆
俞振飞　张　磊　郑　光　邹　佳
通信工程专业

蔡永花　陈宝佳　陈杭杭　陈赞屹
崔志平　丁世勇　杜麒峰　葛　艳
顾　凯　黄　薇　江　雷　蒋　莉
李欢欢　刘　超　刘峪蠧　刘　琦
刘　毅　刘自强　陆　洋　罗　吉
马　丽　司冠楠　孙　浩　滕　华
汪　峰　王　超　王海波　王建秋
王拢发　王　嵩　吴　昊　夏　?
徐　婷　许　力　薛瑞奇　燕　荣
姚志勇　尹　玲　余　畅　岳江玮
张　超　张　莉　章震平　赵　盛
周　飞　周华宇　朱　枫　朱　佳
邹黎盛　刘　颖　陈　兵　陈美君
陈晓宇　崔如飞　丁　凯　范　超
郝天然　黄　晟　黄文娟　金玉婷
刘　超　刘　蓝　刘　云　刘　壮
吕　强　马　超　缪亚丹　彭　胜
沈　胄　宋　攀　孙　君　童　瑶
王宇涵　王节槐　王　伟　吴润秋
徐　强　许桂林　杨大伟　姚婧丹
袁法祥　袁泽舟　曾　寅　翟羽东
张公逸　章大伟　章　娣　赵　亮

２９３



郑兴旺　周国方　朱海林　朱　哲
马　杰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殷　俊　曹　玲　陈云龙　方　昱
高家志　高倩云　胡　扬　华佰寅
季海斌　蒋云姗　蒋振华　李冬虎
李晓东　刘　东　刘　艳　钱　伟
钱杨霞　秦绍松　邵志康　沈　伟
盛　北　唐晓娟　王维华　吴　君
夏　寒　徐群惠　许欢欢　许　钦
杨正刚　张　锦　张帅琴　周　陈
周　洁　周　青　周　翔　邹　演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加工）专业

仲　凯　曹　凯　陈　捷　陈树龙
陈星宇　崔　婕　丁　亮　丁瑶慧
高　川　何　丽　侯如俊　蒋其峰
李　杨　刘　成　刘明主　陆风钰
陆晓兰　茅晨洁　潘　洁　潘志明
彭冬晋　任闻杰　沈东良　沈　进
宋　浩　孙　磊　汤忆文　王　剑
项孝峰　邢永康　徐　锐　严正强
杨　敏　杨　洋　叶雯钧　袁　磊
张海涛　张利鑫　张铁新　张　颖
周　欣　周　莹　庄　寅　邹阳平
周袁真　柏　嵩　陈　坚　陈　平
陈　鑫　付　巍　葛小燕　何凌枫
胡海波　李思想　梁　寅　林俊孚
刘　辉　刘炜波　苗海林　潘文轩
潘志强　秦亚飞　佘　杨　沈发俊
沈　洁　施　伟　宋正华　王建华
夏晓东　邢广平　徐　钦　薛　灏
杨茂轩　杨小宏　尹加干　袁　鸣
张　立　张　楠　张文超　张　圳
周　丽　朱　迪　朱晓慧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王　兴　李　磊　曹　伟　陈春杰
陈海阳　陈伟伟　陈　姚　顾倩倩
何晓义　胡非凡　胡婷婷　姜　波

潘幸生　祁春妹　钱铭铭　沈学明
侍学婷　王淑君　王宇峰　吴建烨
吴　磊　奚　冉　夏亚芬　项丽芳
项小虎　肖　亮　许明龙　许　燕
薛　松　杨　菁　杨善庭　杨　帅
赵　孚　赵　?　周　峰

（供稿人：徐翠红）

２００９届本科毕业生“升学”名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张宏娟　韩瑞峰　舒华记　程 靖

孙艳茹　张 莉　翁乙文　田 辉

朱 锐　邵 阳　贲云飞　陈志愿
石成伟　孙琦昊　梁国山
袁 博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朱玛莉　李云红　李文锋　王 平

陈征辉　牟 亮　赵志远　井晓静
杨华静　吴维维　杨 微　孙海峰
冯益虎　郑晓谦　焦志达　袁角亮
王 建　陈庆镇
金属材料工程

孙玉洁　翟 瑞　赵广志　刘 飞

滕昆鹏　都 红　黄 燕　冯 暖

陈文云　杜玉洲　李宇翔　郑陈超
汤波楷　秦名朋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张章明　胡 萍　曹建梅　姚能健
汪晓鑫　吴家胤　陈 飞　张 伟

朱君君　梁庆荣　刘顺利　李根虎
陈 忠　刘明权
冶金工程

向丽萍　刘春涛　赵晴晴　车晓梅
杨 颖　贺 新　李啸颖　朱龙沅
张 勇　于彦冲　万 勇　胡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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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盛康

财经学院

保险

王 瑞　许 成　支 音　卢 威

财务管理

刘艳梅　高振华
财政学

杨 慧

国际经济与贸易

袁 希　唐理鼎　范 馨　赵 鹏

赵美玲　张 华　张传业　李 梅

马宇轩

会计学

叶小玲　顾 湘　张 帆

金融学

宫 婷　蔡雨湄　周圆媛　胡小飞
统计学

杨 魁　朴春姬　杨宪超　李 诚

伍新雷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张 颖　顾羽洁　陈 允　吕艳博
杨 鹏　陈 前　高亚军　周志敏
施 涛　徐高红　夏 梁　安 翼

丁 茜　王敏希　张 燕　印凯源
徐青松　马明媛　邵小艳　张 雷

王 震　周苏文　赵 璐　刘娟娟
电子信息工程

宋 红　唐朋成　张 建　王 硕

赵励强　吴 波　安明建　杨 亮

刘锦娟　许 瑾　魏晓东　杨 爽

黎 宏　周青晖　陆建国　马先萌
廖根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陈 超　康黄津　杨正东　和 阳

郑隆武　沈芳霞　许 莉　刘凤琳

汪燕倩　刘春国　吴红桥
生物医学工程

欧阳晖　顾 婧　刘 娟　刘 磊

张文兵　曾水荣　戴陈云　沈 琴

徐乔乔　王 丽　谭宗琼
自动化

史玉立　刘 莉　张 静　宋 奥

王宝珂　王一超　陈玲玲　张维煜
洪杨英　张 颖　李 琦　杨 超

李衍超　林阿平　方 毅　焦志鹏
高 澍　黄赛帅　王卫星　吴海锋
唐秦崴　苏 强

法学院

法学

敖 琦　陈 康　胡元吉　李 洁

张 科　万小红　江 泓　唐华兵
王 丽　杨 帆　吴 恺　张 静

鲁小祥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周媛媛　陈 芳　刘 倩　殷 莺

付鲜凤

工商管理

肖明珍　黄玉娟　姚 伟　裴新军
周 萌　王 杰　郑 艺

工业工程

张赞赞　曾永乐　王 薇　陶 静

葛翠翠　王 跃　张 超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赵文静　刘毅蓓　余海燕　陈小芳
孙 翠　王 琳　赵新栋
人力资源管理

李 慧　史臖洁　李光辉　邢亚楠
市场营销

郭玲玲　徐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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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姜 帆　王 鑫　袁丹卿　狄 钦

代东锋　汪满容　杨妍春　祁雅南
于艳琪　陈 燕　程 宇　李 倩

刘 丰

化工学院

化学

朱秉莹　陈 静　柳金花　管 炜

翁佳佳　孟敏佳　朱 禹　魏 巍

吴金华　张 嵩　徐洪鸿　陈丽琴
钱 琴　徐晓莲　徐 丹　朱 敏

刘桃涛　顾晓仙　邹晓华　许和平
朱恩伟

化学工程与工艺

廖喜慧　邢 敏　李 慧　邹萍萍
曹 发　李永强　杨得权　袁 剑

周建林　张 婧　吴 丹　蔡 丽

李国梁　韩 利　石佳奇
应用化学

沈建萍　崔艳丽　徐 丽　祁 艳

关庆猛　陈 杰　王 星　郑晓锐
刘 凌　何丽丹　冯永海　杨聪明
王平立　吴多林　剧 场　张 晶

韩世启　蒋 伟

环境学院

安全工程

师文喜　郑荣虎　陈国涛　段明飞
张 寅

环境工程

张贝贝　任 雁　黄婷婷　厉 青

洪 霞　糜 奕　穆东雪　王丹娜
李清峰　徐相君　杨德明　李 靖

钱 程　陈微微　邓丽娟　朱伯乐
陈 波　何 锋　袁 俊　陈建军
李 阳

　　测控技术与仪器
赵丽娟　钟 馨　任晓丹　蔡 凤

梁春蕾　许小峰　韩雪岭　王 浩

李 艳　陆金青　董孝虎　王 翔

郑世宇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 培　孙 玲　吴 忠　管海兵
王 铮　宋宝生　王馥宇
机械电子工程

李 宏　费震旦　于浩源　凌 齐

杨 华　季欣宇　张 剑　杨 怀

刘昌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黄 慧　李尊栋　杨守银　殷 磊

陈 亮　钱晓明　张 斌　端存真
成 城　黄志辉　白欣欣　吴兴丛
徐燕云　王建楼　李 威　周德吉
袁苏闽　师二产　邹婷婷　温建东
韩鹏程　唐 宁　蒋楠楠　龚 鹏

赵 昊　郁君健　高宏范　黄晓超
周子云　沈玉杰　沈峥嵘　何振良
袁文华　蒋天明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

潘 红　严其容　刘嫣方　孙亚军
秦 超　莫世静　韩清珍
医学影像学

张 金　朱 彦　刘 戬　朱小兰
刘孝萍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 娟　王杰清　玄双华　赵宏亮
张科泽　胡金金　笪 伟　周 涛

武芳芳　秦 颖　熊秋燕　毛小明
刘扬宽　杭正波　张海均　何 念

张双锣　程 城　陈 波　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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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佳

通信工程

卢叶琴　陈伟晴　汪 秀　邓绍刚
张晨晓　赵 愉　张晓娜　卞珏平
于萍萍　王艾琳　倪 静　熊 炜

信息安全

言洪萍　张 翼　郑德翔　陆耀强
华 悦　钱震宇　黄 超　刘善成
彭 钊　吴 鹏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王佳寅　张 倩　冯爱芹
教育学

王敏娟　丁 铭　吴 莉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钟洪磊　黄丽丽　范晓林　金汝蕾
戴海阔　郭建启　卞 悦　丁大维
封 磊　李 杰　项武明　聂建华
陈 涛　李亚伟　梅 路　唐景东
田志伟　汤增辉　曹 雷　范 艳

董海艳　徐晓丽　周星星　翁陆野
高琳琳　杨 磊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沈 晖　杨 磊　姜荣斌　时枭鹏
董伟伟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李明君　李怀刚　温龙伟　李龙龙
彭康平　晏 翔　汤庆超　张邵峰
唐格林　汪守创
物理学

翁银燕　朱冬月　朱 镇　余风潮
韦春余　沈 强　吴 凯　毕海涛
信息与计算科学

骆 薇　韩静晶　魏昌华　史东亚
路 敏　雷晨雨　黄 力　皮守成

苗丽娟　王 霞　王文娟　刘雅婷
常 虹　明瑞铃　谭延琪　冯 江

临床医学院

护理学

赵 鹏

临床医学

钱 明　高润娣　王 鹤　刘 悦

孙倩茹　潘晶晶　朱 彬　袁 方

周 健　毛卫江　耿 杰　毕建华
姜 鹏　朱现玮　严雪娇　张 婷

蒋日月　汪茜茜　王 点　贾 鹏

陈望昊　谢燕丽　龚丹丹　孙 锐

宋 丽　邵 帅　刘 军　田 舍

朱泱蓓　李先敏　陈 琛　徐 斌

高永俊　吴宇侠　许 群　刘 磊

秦海峰　杨 洋　杭佑宝　胡 旭

葛宇曦　朱 娟　陈 星　傅余相
董 晓　陶志文　臧 丽　刘丽鹏
李峄清　陈海宁　宗天舟　惠璐璐
曹丹霞　方 妮　李光飞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肖胜男　吕佩娟　张银丽　游少芳
张文静　原雪迪　王 珏　杨 琳

王 娜　钟主海　毛文龙　闫晨昊
胡 迪　李 杰　郭 震　徐 楠

热能与动力工程

孙 阳　王 浩　张 华　王基超
王 健　汤 虎　史亚婷　祝 磊

李立志　杨东升　尹必行　王 川

张程程　刘 璐　李 洁　黄 云

王贵金　王 磊　卢大杰　赵琳琳
张 璐　张 磊　邵延超　李秉昕
刘菊燕　陈 慧　李康宁　贺振宗
管光民　周海军　程俊杰　陈 波

杨进华　殷煜皓　黄云龙　刘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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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张 晓　秦少隽　喻 力　梁辛欣
黄晨春　梁琳林　李向聪　符 凯

茅峻杰　吉 炎　李 超　廉 飞

李铭迪　杜滢君　樊 婷　刘一夫
朱 力　史益朋　隋 旎

交通工程

郭丽娜　李 伟　邹迪明　孙 磊

金 梁　乔小艳　黄锦秋　丁向燕
刘 畅　叶本远　郑明伟　汤海旺
姚宇伟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

张飞飞　陈蓉蓉　王 江　金 栋

钟 欣　丁 力　王镇豪　李兴福
裴紫嵘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

李晓东　刘海涛　徐 刚　汪家全
王新颜　邵 达　陈 林　吴伟平
管 磊　张 凯　关 涛　葛建林
韩文赫　谈秉乾　郑荣耀　周健豪
方小军　于书海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周 智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王一闳

历史学

汤丽丽　朱 健　倪念念　邵 敏

思想政治教育

蔡 健　卢青青　朱梦盼　王 建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

姚 萍　冯海燕　刘永娟　乔一慧
滕 毅　赵 源　顾守来　段云飞
葛 军　陈 永　陈 瑞　李 静

高梅梅　孙海波　韩强强　时 松

于 巷　刘 兵

食品科学与工程

钱 媚　严 蕊　欧阳琴　曹丽娟
苏 丽　徐富斌　许 伟　黄 星

杨艳阳　靳莎莎　陈杰华　彭 蕾

王 婷　刘丽丽　崔树茂　陈 哲

周 磊　陈正伟　管叶峰　杨 鑫

陈中海

外国语学院

日语

钱群丹　张 玲

英语

马佳佳　管 琳　向 聪　董海燕
崔 岑　王莉华　管玉华　张春燕
王佑嘉　何 静　秦增宝　薛 铃

耿甜甜　盛寒嘉　卢 炜　杨小舟
王亚萍　濮 艳　张 超　仲夏阳

药学院

药物制剂

孙 炎　周 峰　何 浩　耿敬坤
张国顺　张良方　段隆慧　吴 云

李鹏霄　李厚兵　黄 健　申 升

荣浩钧

药学

张 甜　苟 莹　陈慧贞　严佳瑾
王子君　徐文娟　赵凯迪　崔军军
居丽娜　吴双庆　田 雨　葛新星
张冰涛　黄宇捷
制药工程

牛成成　曹 宁　丁燕雯　马蓓蕾
姜 薇　倪 佳　王庆庆　刘海涛
唐 亮　杨海冬　方成斌　韩 培

何 洋　周 丽　张 瑶　赵 坤

陈建阳

２９８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魏秀洁　王 欢　曹骏陶
艺术设计

刘立云　王 硕　徐文杰　高琳琳
郭晶瑜　杨贝贝　王 秦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徐梓彦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刘冰冰　冯 琰　白 羽

京江学院

车辆工程

唐 梁　詹 祥　朱 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陈安麒　刘 梅　丁 玲

电子商务

傅文　高 盠

法学

施於辰　李 桦　陈 艳　储晓雷
乔 远　刘馥毅　刘新媛　马 励

王晨玮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王 香　许君尉　吴敏捷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高凌静　郑瑞呢　沈思思　李亚静
曹 磊　宋 淼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孟广智

化学工程与工艺

潘慧琦　王 颖　丁海辉
会计学

陈 娜

　　机械电子工程
潘国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钱 雯　沈燕敏　郭礼铭　徐国锋
王 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晓波

交通工程

李志杰

临床医学

冯子旺　卢旷逸　李 皎　陈 ?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

胡燕娇　黄 河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

王蔚峰

通信工程

杨吟君

土木工程

季燕平　曹 静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赵 新　杨 扬

医学检验

赵 阳　史云燕　李
$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张 璐　纪 黎

英语

王 媛　俞 

自动化

蒋颖亮　庄倩如　鲍雯兰　张 燕

杨兆银

２９９



２００９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统计（公办）

学　院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授予率

机械工程学院

（去年８３．５３％）

机械０５０１ ３０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９６．６７％

机械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９ ０ ２ ２７ ９３．１０％

机械０５０３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机械０５０４ ３１ ３１ ０ ６ ２５ ８０．６５％

机械０５０５ ２８ ２７ １ ３ ２５ ８９．２９％

机械（模具）０５０１ ３０ ２８ ２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机械（模具）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４ ３ ４ ２３ ８５．１９％

测控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６ ２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测控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５ １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光信息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光信息０５０２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机电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机电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汇总 ３５８ ３４８ １０ ２５ ３３３ ９３．０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去年８３．９０％）

车辆０５０１ ３３ ３０ ３ ８ ２５ ７５．７６％

车辆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７ ２ ３ ２６ ８９．６６％

车辆０５０３ ３１ ３０ １ ３ ２８ ９０．３２％

车辆０５０４ ３１ ３０ １ ２ ２９ ９３．５５％

动力（机械）０５０１ ３０ ２９ １ ４ ２６ ８６．６７％

动力（机械）０５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４ ２４ ８５．７１％

交通０５０１ ２５ ２４ １ ５ ２０ ８０．００％

交通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３ ４ ４ ２３ ８５．１９％

运输（物流）０５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４ ２１ ８４．００％

运输（物流）０５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１ ２４ ９６．００％

汇总 ２８４ ２７１ １３ ３８ ２４６ ８６．６２％

３００



续表

学　院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授予率

工商管理学院

（去年８１．７６％）

电子商务０５０１ ３６ ３６ ０ ０ ３６ １００．００％

电子商务０５０２ ３４ ３３ １ １ ３３ ９７．０６％

工商０５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２ ２７ ９３．１０％

工商０５０２ ３１ ３０ １ ２ ２９ ９３．５５％

工业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３ ２４ ８８．８９％

工业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３ ３ ７ １９ ７３．０８％

医保０５０１ ３３ ３２ １ ３ ３０ ９０．９１％

人力０５０１ ３６ ３４ ２ ２ ３４ ９４．４４％

人力０５０２ ３０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９６．６７％

信息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７ １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信息０５０２ ２５ ２５ １ ５ ２０ ８４．００％

营销０５０１ ３１ ３１ ０ １ ３０ ９６．７７％

营销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５ ２ ７ ２０ ７４．０７％

汇总 ３９３ ３８１ １２ ３６ ３５７ ９０．８４％

财经学院

（去年９１．６５％）

国贸０５０１ ３１ ３０ １ ３ ２８ ９０．３２％

国贸０５０２ ３２ ３２ ０ ０ ３２ １００．００％

国贸０５０３ ３２ ３２ ０ １ ３１ ９６．８８％

国贸０５０４ ２９ ２９ ０ １ ２８ ９６．５５％

金融０５０１ ３２ ３１ １ １ ３１ ９６．８８％

金融０５０２ ３３ ３３ ０ ２ ３１ ９３．９４％

会计０５０１ ３０ ２９ １ １ ２９ ９６．６７％

会计０５０２ ３０ ３０ ０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财务０５０１ ３２ ３２ ０ ５ ２７ ８４．３８％

财务０５０２ ３０ ２９ １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统计０５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１ ２３ ９５．８３％

统计０５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财政０５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２ ２７ ９３．１０％

保险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５ ２２ ８１．４８％

保险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汇总 ４４１ ４３６ ５ ２７ ４１４ ９３．８８％

３０１



续表

学　院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授予率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去年８１．９３％）

流体０５０１ ３０ ２９ １ １ ２９ ９６．６６％

流体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００％

热能０５０１ ３１ ２９ ２ ７ ２４ ７７．４１％

热能０５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８ ２０ ７１．４２％

热物理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７ １ １ ２７ ９６．４２％

热物理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５ １ ３ ２３ ８８．４６％

建环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２９％

建环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８ １ ３ ２６ ８９．６５％

汇总 ２２８ ２２２ ６ ２４ ２０４ ８９．４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去年８８．８９％）

成型０５０１ ３０ ２８ ２ ８ ２２ ７３．３３％

成型０５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无机０５０１ ３２ ３１ １ ４ ２８ ８７．５０％

无机０５０２ ３１ ２９ ２ ３ ２８ ９０．３２％

金属０５０１ ２５ ２２ ３ ４ ２１ ８４．００％

金属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６ １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高分子０５０１ ２６ ２５ １ ２ ２４ ９２．３１％

高分子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５ ２２ ８１．４８％

冶金０５１ ３２ ３２ ０ ２ ３０ ９３．７５％

汇总 ２５８ ２４８ １０ ３２ ２２６ ８７．６０％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去年８３．３７％）

电气０５０１ ３４ ３３ １ ５ ２９ ８８．９４％

电气０５０２ ３８ ３５ ３ ４ ３４ ８９．５０％

电气０５０３ ３４ ３２ ２ ３ ３１ ８５．３０％

电气０５０４ ２７ ２６ １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电子０５０１ ３１ ３０ １ ３ ２８ ９０．３２％

电子０５０２ ３３ ３３ ０ ４ ２９ ８７．８８％

电子０５０３ ３３ ２８ ５ ５ ２８ ８４．８５％

电信科技０５０１ ３３ ３２ １ ２ ３１ ９３．９４％

电信科技０５０２ ３０ ２７ ３ ７ ２３ ７６．６７％

自动化０５０１ ３０ ２９ １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自动化０５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１ ２７ ９６．４３％

自动化０５０３ ３０ ２８ ２ ６ ２４ ８０．００％

生物医学０５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生物医学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３ ２４ ８８．８９％

汇总 ４３４ ４１４ ２０ ４６ ３８８ ８９．４０％

３０２



续表

学　院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授予率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去年９１．７４％）

食品０５０１ ２６ ２５ １ ３ ２３ ８８．４６％

食品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生物技术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生物技术０５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汇总 １０８ １０７ １ ７ １０１ ９３．５２％

环境学院

（去年９０．５９％）

环境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环境０５０２ ２８ ２７ １ ４ ２４ ８５．７１％

环境０５０３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安工０５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３ ２１ ８７．５０％

安工０５０２ １８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１２４ １２３ １ ７ １１７ ９４．３５％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去年８４．３６％）

计算机０５０１ ３３ ３２ １ ３ ３０ ９０．９１％

计算机０５０２ ３４ ３３ １ １ ３３ ９７．０６％

计算机０５０３ ３６ ３３ ３ ６ ３０ ８３．３３％

通信０５０１ ３０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９６．６７％

通信０５０２ ３１ ３１ ０ ４ ２７ ８７．１０％

通信０５０３ ３２ ３１ １ ４ ２８ ８７．５０％

信息安全０５０１ ３３ ３１ ２ ３ ３０ ９０．９１％

信息安全０５０２ ３６ ３５ １ ４ ３２ ８８．８９％

汇总 ２６５ ２５６ ９ ２６ ２３９ ９０．１９％

理学院

（去年８６．６４％）

数学０５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数学０５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２ ２２ ９１．６７％

数学（师）０５０１ ２１ ２０ １ ２ １９ ９０．４８％

数学（师）０５０２ ２３ ２１ ２ ５ １８ ７８．２６％

信计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７ １ ４ ２４ ８５．７１％

信计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５ １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物理（师）０５０１ ３２ ３０ ２ ２ ３０ ９３．７５％

土木（建筑）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１ ７ ７ ２１ ７５．００％

土木（建筑）０５０２ ３２ ２９ ３ ８ ２４ ７５．００％

土木（土建）０５０１ ２９ ２８ １ ３ ２６ ８９．６６％

汇总 ２６９ ２５１ １８ ３５ ２３４ ８６．９９％

３０３



续表

学　院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授予率

化学化工学院

（去年８２．２１％）

化工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３ ２４ ８８．８９％

化工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应化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应化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化学（师）０５０１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１９ １００．００％

化学（师）０５０２ ２１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９５．２４％

汇总 １４７ １４５ ２ ４ １４３ ９７．２８％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去年９２．１６％）

汉语言（师）０５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汉语言（师）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汉语言（文秘）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汉语言（文秘）０５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思政（师）０５０１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１９ １００．００％

历史（师）０５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１５１ １５０ １ ２ １４９ ９８．６８％

法学院

（去年９３．１０％）

法学０５０１ ３４ ３４ ０ ２ ３２ ９４．１２％

法学０５０２ ３３ ３３ ０ 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法学０５０３ ３２ ３２ ０ ０ ３２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９９ ９９ ０ ２ ９７ ９７．９８％

艺术学院

（去年９２．７５％）

艺术（平面）０５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艺术（装饰）０５０１ ２０ ２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

艺术（新媒体）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５ ２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艺术（环境）０５０１ ２０ ２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

艺术（环境）０５０２ １９ １７ ２ ２ １７ ８９．４７％

美术（师）０５０１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１９ １００．００％

动画０５０１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工设（艺术）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工设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２ ２６ ９２．８５％

汇总 ２１６ ２１１ ５ ７ ２０９ ９６．７６％

３０４



续表

学　院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授予率

外国语学院

（去年９５．８３％）

英语０５０１ ３１ ２９ ２ ４ ２７ ８７．１０％

英语０５０２ ３１ ３１ ０ １ ３０ ９６．７７％

英语０５０３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英语（师）０５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英语（师）０５０２ ２８ ２７ １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英语（师）０５０３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日语０５０１ ３１ ３１ ０ ２ ２９ ９３．５５％

日语０５０２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２３３ ２３０ ３ ９ ２２４ ９６．１４％

教师教育学院

（去年８９．２３％）

教育技术（师）０５０１ ３７ ３７ ０ １ ３６ ９７．３０％

教育（文科综合）０５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１ ２８ ９６．５５％

汇总 ６６ ６６ ０ ２ ６４ ９６．９７％

药学院

（去年８７．５０％）

药学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药学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药物制剂０５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１ ２２ ９５．６５％

药物制剂０５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制药工程０５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００％

制药工程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汇总 １５６ １５６ ０ ５ １５１ ９６．７９％

基础医学与

医学技术学院

（去年９３．３７％）

检验０４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检验０４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检验０４０３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检验０４０４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影像０４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影像０４０２ ２７ ２６ １ ４ ２３ ８５．１９％

影像０４０３ ２７ ２７ ０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汇总 １８９ １８８ １ １０ １７９ ９４．７１％

３０５



续表

学　院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授予率

临床医学院

（去年８６．３０％）

临床０４０１ ３０ ２８ ２ ４ ２６ ８６．６７％

临床０４０２ ２９ ２８ １ ４ ２５ ８６．２１％

临床０４０３ ２９ ２９ ０ ５ ２４ ８２．７６％

临床０４０４ ２９ ２８ １ ４ ２５ ８６．２１％

临床０４０５ ２９ ２７ ２ ６ ２３ ７９．３１％

临床０４０６ ２９ ２８ １ ２ ２７ ９１．１０％

临床０４０７ ２９ ２９ ０ ３ ２６ ８９．６６％

临床０４０８ ２９ ２８ １ ２ ２７ ９１．１０％

临床０４０９ ２７ ２６ １ ３ ２４ ８８．８９％

临床０４１０ ３１ ３１ ０ ７ ２４ ７７．４２％

护理０５０１ ３１ ３０ １ ２９ ９３．５５％

汇总 ３２２ ３１２ １０ ４２ ２８０ ８６．９６％

合计 ４７４１ ４６１４ １２７ ３８６ ４３５５ ９１．８６％

２００９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院系 专　业 总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协议就业 升学 灵活就业

合计
９６．２３％

（４７４９／４９３５）
６５．４９％

（３２３２／４９３５）
１５．３０％
（７５５／４９３５）

１５．４４％
（７６２／４９３５）

机
械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９．２４％
（３９０／３９３）

７６．８４％
（３０２／３９３）

１３．９９％
（５５／３９３）

８．４０％
（３３／３９３）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９８．０８％
（５１／５２）

８０．７７％
（４２／５２）

７．６９％
（４／５２）

９．６２％
（５／５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９９．５６％
（２２４／２２５）

７７．３３％
（１７４／２２５）

１３．７８％
（３１／２２５）

８．４４％
（１９／２２５）

机械电子工程
９８．３３％
（５９／６０）

８０．００％
（４８／６０）

１１．６７％
（７／６０）

６．６７％
（４／６０）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６）

６７．８６％
（３８／５６）

２３．２１％
（１３／５６）

８．９３％
（５／５６）

３０６



续表

院系 专　业 总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协议就业 升学 灵活就业

材
料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６．６３％
（２５８／２６７）

５９．１８％
（１５８／２６７）

２７．７２％
（７４／２６７）

９．７４％
（２６／２６７）

冶金工程
９６．９７％
（３２／３３）

５７．５８％
（１９／３３）

３９．３９％
（１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３３）

金属材料工程
９８．１１％
（５２／５３）

６９．８１％
（３７／５３）

２４．５３％
（１３／５３）

３．７７％
（２／５３）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９０．９１％
（６０／６６）

４５．４５％
（３０／６６）

２１．２１％
（１４／６６）

２４．２４％
（１６／６６）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９８．２１％
（５５／５６）

５７．１４％
（３２／５６）

３２．１４％
（１８／５６）

８．９３％
（５／５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５９）

６７．８０％
（４０／５９）

２７．１２％
（１６／５９）

５．０８％
（３／５９）

汽
车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４．７５％
（２８９／３０５）

６７．８７％
（２０７／３０５）

１９．３４％
（５９／３０５）

７．５４％
（２３／３０５）

车辆工程
９４．８１％
（１２８／１３５）

７５．５６％
（１０２／１３５）

１４．０７％
（１９／１３５）

５．１９％
（７／１３５）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９８．４１％
（６２／６３）

６８．２５％
（４３／６３）

２８．５７％
（１８／６３）

１．５９％
（１／６３）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
８８．００％
（４４／５０）

６０．００％
（３０／５０）

１８．００％
（９／５０）

１０．００％
（５／５０）

交通工程
９６．４９％
（５５／５７）

５６．１４％
（３２／５７）

２２．８１％
（１３／５７）

１７．５４％
（１０／５７）

能
动
学
院

学院小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７／２３７）

７３．００％
（１７３／２３７）

２１．１０％
（５０／２３７）

５．９１％
（１４／２３７）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１／１８１）

７４．０３％
（１３４／１８１）

１９．８９％
（３６／１８１）

６．０８％
（１１／１８１）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６）

６９．６４％
（３９／５６）

２５．００％
（１４／５６）

５．３６％
（３／５６）

法学

院
法学

９６．００％
（９６／１００）

５６．００％
（５６／１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１００）

２８．００％
（２８／１００）

医
技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３．７５％
（１８０／１９２）

８５．９４％
（１６５／１９２）

６．２５％
（１２／１９２）

１．５６％
（３／１９２）

医学影像学
９１．６７％
（７７／８４）

８５．７１％
（７２／８４）

５．９５％
（５／８４）

０．００％
（０／８４）

医学检验
９５．３７％
（１０３／１０８）

８６．１１％
（９３／１０８）

６．４８％
（７／１０８）

２．７８％
（３／１０８）

３０７



续表

院系 专　业 总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协议就业 升学 灵活就业

电
气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８．００％
（４４１／４５０）

５９．１１％
（２６６／４５０）

１８．４４％
（８３／４５０）

２０．４４％
（９２／４５０）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９０．６３％
（５８／６４）

４６．８８％
（３０／６４）

１７．１９％
（１１／６４）

２６．５６％
（１７／６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９８．５９％
（１４０／１４２）

６４．７９％
（９２／１４２）

１６．２０％
（２３／１４２）

１７．６１％
（２５／１４２）

自动化
１００．００％
（９１／９１）

６８．１３％
（６２／９１）

２３．０８％
（２１／９１）

８．７９％
（８／９１）

电子信息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６４．００％
（６４／１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７／１００）

１９．００％
（１９／１００）

生物医学工程
９８．１１％
（５２／５３）

３３．９６％
（１８／５３）

２０．７５％
（１１／５３）

４３．４０％
（２３／５３）

环
境
学
院

学院小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７／１２７）

６２．２０％
（７９／１２７）

２０．４７％
（２６／１２７）

１７．３２％
（２２／１２７）

环境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８３）

５５．４２％
（４６／８３）

２５．３０％
（２１／８３）

１９．２８％
（１６／８３）

安全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４４）

７５．００％
（３３／４４）

１１．３６％
（５／４４）

１３．６４％
（６／４４）

食
品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５．５４％
（１０７／１１２）

４４．６４％
（５０／１１２）

３３．９３％
（３８／１１２）

１６．９６％
（１９／１１２）

生物技术
９６．６１％
（５７／５９）

４４．０７％
（２６／５９）

３０．５１％
（１８／５９）

２２．０３％
（１３／５９）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９４．３４％
（５０／５３）

４５．２８％
（２４／５３）

３７．７４％
（２０／５３）

１１．３２％
（６／５３）

工
商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７．００％
（４２０／４３３）

６５．８２％
（２８５／４３３）

７．８５％
（３４／４３３）

２３．３３％
（１０１／４３３）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９８．２５％
（５６／５７）

５７．８９％
（３３／５７）

１２．２８％
（７／５７）

２８．０７％
（１６／５７）

工业工程
９６．３０％
（５２／５４）

５９．２６％
（３２／５４）

１１．１１％
（６／５４）

２５．９３％
（１４／５４）

工商管理
９４．５９％
（７０／７４）

６６．２２％
（４９／７４）

９．４６％
（７／７４）

１８．９２％
（１４／７４）

市场营销
９５．１６％
（５９／６２）

７４．１９％
（４６／６２）

３．２３％
（２／６２）

１７．７４％
（１１／６２）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８１／８１）

８５．１９％
（６９／８１）

２．４７％
（２／８１）

１２．３５％
（１０／８１）

电子商务
９５．８３％
（６９／７２）

５１．３９％
（３７／７２）

５．５６％
（４／７２）

３８．８９％
（２８／７２）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５７．５８％
（１９／３３）

１８．１８％
（６／３３）

２４．２４％
（８／３３）

３０８



续表

院系 专　业 总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协议就业 升学 灵活就业

财
经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５．３９％
（４３５／４５６）

６６．８９％
（３０５／４５６）

５．４８％
（２５／４５６）

２３．０３％
（１０５／４５６）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８．４０％
（１２３／１２５）

７１．２０％
（８９／１２５）

６．４０％
（８／１２５）

２０．８０％
（２６／１２５）

财政学
９３．７５％
（３０／３２）

６８．７５％
（２２／３２）

３．１３％
（１／３２）

２１．８８％
（７／３２）

金融学
９４．２９％
（６６／７０）

７４．２９％
（５２／７０）

４．２９％
（３／７０）

１５．７１％
（１１／７０）

保险
９０．７４％
（４９／５４）

５０．００％
（２７／５４）

５．５６％
（３／５４）

３５．１９％
（１９／５４）

统计学
９５．９２％
（４７／４９）

４８．９８％
（２４／４９）

１０．２０％
（５／４９）

３６．７３％
（１８／４９）

会计学
９５．０８％
（５８／６１）

６７．２１％
（４１／６１）

４．９２％
（３／６１）

２２．９５％
（１４／６１）

财务管理
９５．３８％
（６２／６５）

７６．９２％
（５０／６５）

３．０８％
（２／６５）

１５．３８％
（１０／６５）

计
算
机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６．３６％
（２６５／２７５）

５８．１８％
（１６０／２７５）

１５．２７％
（４２／２７５）

２２．９１％
（６３／２７５）

信息安全
９１．４３％
（６４／７０）

５７．１４％
（４０／７０）

１４．２９％
（１０／７０）

２０．００％
（１４／７０）

通信工程
９６．９１％
（９４／９７）

６７．０１％
（６５／９７）

１２．３７％
（１２／９７）

１７．５３％
（１７／９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９９．０７％
（１０７／１０８）

５０．９３％
（５５／１０８）

１８．５２％
（２０／１０８）

２９．６３％
（３２／１０８）

理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０．７８％
（２５６／２８２）

５６．０３％
（１５８／２８２）

１９．１５％
（５４／２８２）

１５．６０％
（４４／２８２）

数学与应用数学
９１．８４％
（９０／９８）

４４．９０％
（４４／９８）

１８．３７％
（１８／９８）

２８．５７％
（２８／９８）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８９．８３％
（５３／５９）

５７．６３％
（３４／５９）

２５．４２％
（１５／５９）

６．７８％
（４／５９）

物理学
８４．３８％
（２７／３２）

５３．１３％
（１７／３２）

２１．８８％
（７／３２）

９．３８％
（３／３２）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９３．３３％
（２８／３０）

５６．６７％
（１７／３０）

３０．００％
（９／３０）

６．６７％
（２／３０）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９２．０６％
（５８／６３）

７３．０２％
（４６／６３）

７．９４％
（５／６３）

１１．１１％
（７／６３）

３０９



续表

院系 专　业 总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协议就业 升学 灵活就业

化
工
学
院

学院小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８／１４８）

５２．７０％
（７８／１４８）

３５．１４％
（５２／１４８）

１２．１６％
（１８／１４８）

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４１）

３６．５９％
（１５／４１）

５１．２２％
（２１／４１）

１２．２０％
（５／４１）

应用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５３）

６２．２６％
（３３／５３）

３２．０８％
（１７／５３）

５．６６％
（３／５３）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５４）

５５．５６％
（３０／５４）

２５．９３％
（１４／５４）

１８．５２％
（１０／５４）

医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６．０２％
（３１４／３２７）

７０．９５％
（２３２／３２７）

１５．９０％
（５２／３２７）

９．１７％
（３０／３２７）

临床医学
９６．６１％
（２８５／２９５）

６９．１５％
（２０４／２９５）

１７．６３％
（５２／２９５）

９．８３％
（２９／２９５）

护理学
９０．６３％
（２９／３２）

８７．５０％
（２８／３２）

０．００％
（０／３２）

３．１３％
（１／３２）

药
学
院

学院小计
８４．７１％
（１３３／１５７）

５６．０５％
（８８／１５７）

２６．７５％
（４２／１５７）

１．９１％
（３／１５７）

制药工程
８４．２１％
（４８／５７）

５４．３９％
（３１／５７）

２９．８２％
（１７／５７）

０．００％
（０／５７）

药学
８１．１３％
（４３／５３）

５４．７２％
（２９／５３）

２６．４２％
（１４／５３）

０．００％
（０／５３）

药物制剂
８９．３６％
（４２／４７）

５９．５７％
（２８／４７）

２３．４０％
（１１／４７）

６．３８％
（３／４７）

外
语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７．４５％
（２２９／２３５）

７８．７２％
（１８５／２３５）

７．６６％
（１８／２３５）

１１．０６％
（２６／２３５）

英语
９７．６９％
（１６９／１７３）

７６．３０％
（１３２／１７３）

９．２５％
（１６／１７３）

１２．１４％
（２１／１７３）

日语
９６．７７％
（６０／６２）

８５．４８％
（５３／６２）

３．２３％
（２／６２）

８．０６％
（５／６２）

人
文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４．０４％
（１４２／１５１）

７０．８６％
（１０７／１５１）

６．６２％
（１０／１５１）

１６．５６％
（２５／１５１）

思想政治教育
８９．４７％
（１７／１９）

５２．６３％
（１０／１９）

２１．０５％
（４／１９）

１５．７９％
（３／１９）

汉语言文学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５２）

７３．０８％
（３８／５２）

１．９２％
（１／５２）

２５．００％
（１３／５２）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９４．５５％
（５２／５５）

８１．８２％
（４５／５５）

１．８２％
（１／５５）

１０．９１％
（６／５５）

历史学
８４．００％
（２１／２５）

５６．００％
（１４／２５）

１６．００％
（４／２５）

１２．００％
（３／２５）

３１０



续表

院系 专　业 总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协议就业 升学 灵活就业

教
师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６．９７％
（６４／６６）

７１．２１％
（４７／６６）

７．５８％
（５／６６）

１８．１８％
（１２／６６）

教育学
９６．５５％
（２８／２９）

７２．４１％
（２１／２９）

１０．３４％
（３／２９）

１３．７９％
（４／２９）

教育技术学
９７．３０％
（３６／３７）

７０．２７％
（２６／３７）

５．４１％
（２／３７）

２１．６２％
（８／３７）

艺
术
学
院

学院小计
９８．２０％
（２１８／２２２）

５９．０１％
（１３１／２２２）

５．４１％
（１２／２２２）

３３．７８％
（７５／２２２）

美术学
９５．００％
（１９／２０）

８０．００％
（１６／２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５．００％
（３／２０）

艺术设计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４７）

２７．６６％
（１３／４７）

１２．７７％
（６／４７）

５９．５７％
（２８／４７）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４１）

８０．４９％
（３３／４１）

２．４４％
（１／４１）

１７．０７％
（７／４１）

艺术设计（平面广告设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４８．１５％
（１３／２７）

１１．１１％
（３／２７）

４０．７４％
（１１／２７）

动画
９０．００％
（２７／３０）

５３．３３％
（１６／３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６．６７％
（１１／３０）

工业设计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５７）

７０．１８％
（４０／５７）

３．５１％
（２／５７）

２６．３２％
（１５／５７）

京江学院２００９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统计（统招）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

授予率

Ｊ成型０５０１ ３７ ３７ ９ ２８ ７５．６８％

Ｊ电气０５０１ ２９ ２９ ７ ２２ ７５．８６％

Ｊ电气０５０２ ２７ ２７ ４ ２３ ８５．１９％

Ｊ高分子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８ １１ １７ ６０．７１％

Ｊ化工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７ １０ １７ ６２．９６％

Ｊ计算机（电竟）０５０１ ２０ ２０ ６ １４ ７０．００％

Ｊ计算机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７ １ ８ ２０ ７１．４３％

Ｊ通信０５０１ ２３ ２３ ９ １４ ６０．８７％

Ｊ通信０５０２ ２２ ２２ ４ １８ ８１．８２％

Ｊ土木０５０１ ３０ ３０ １４ １６ ５３．３３％

Ｊ土木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９ １５ １４ ４８．２８％

３１１



续表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

授予率

Ｊ自动化０５０１ ３０ ３０ ４ ２６ ８６．６７％

Ｊ自动化０５０２ ２０ ２０ １ １９ ９５．００％

Ｊ动画０５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Ｊ法学０５０１ ２５ ２５ ２ ２３ ９２．００％

Ｊ法学０５０２ ２４ ２４ ２ ２２ ９１．６７％

Ｊ工设（艺术）０５０１ １６ １４ ２ ２ １４ ８７．５０％

Ｊ艺术（环境）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７ ３ ２４ ８８．８９％

Ｊ艺术（平面）０５０１ ２７ ２７ ３ ２４ ８８．８９％

Ｊ英语（师）０５０１ ３８ ３８ ７ ３１ ８１．５８％

Ｊ英语（师）０５０２ ３７ ３７ ８ ２９ ７８．３８％

Ｊ机械０５０１ ３５ ３４ １ １４ ２１ ６０．００％

Ｊ机械０５０２ ３４ ３３ １ ９ ２５ ７３．５３％

Ｊ机电０５０１ ３１ ２９ ２ １４ １７ ５４．８４％

Ｊ机电０５０２ ３３ ３０ ３ １０ ２３ ６９．７０％

Ｊ车辆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６ ２ ７ ２１ ７５．００％

Ｊ车辆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７ ２ １２ １７ ５８．６２％

Ｊ车辆０５０３ ３０ ２８ ２ ８ ２２ ７３．３３％

Ｊ交通０５０１ ２８ ２８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Ｊ运输（物流）０５０１ ３４ ３３ １ ３ ３１ ９１．１８％

Ｊ动力（流体）０５０１ ２６ ２６ ２６ １００．００％

Ｊ动力（热能）０５０１ ２５ ２０ ５ １０ １５ ６０．００％

Ｊ动力（热能）０５０２ ２２ １７ ５ １３ ９ ４０．９１％

Ｊ动力（机械）０５０１ ２９ ２９ １ ２８ ９６．５５％

Ｊ电子商务０５０１ ２３ ２３ ３ ２０ ８６．９６％

Ｊ电子商务０５０２ ２２ ２２ ６ １６ ７２．７３％

Ｊ工业（物流）０５０１ ２５ ２４ １ ４ ２１ ８４．００％

Ｊ公共（卫管）０５０１ ３８ ３７ １ ８ ３０ ７８．９５％

Ｊ公共（医保）０５０１ ３５ ３４ １ ５ ３０ ８５．７１％

Ｊ国贸０５０１ ３２ ３２ １ ３１ ９６．８８％

Ｊ国贸０５０２ ３２ ３２ １０ ２２ ６８．７５％

３１２



续表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

授予率

Ｊ国贸０５０３ ３１ ３１ ５ ２６ ８３．８７％

Ｊ会计０５０１ ３０ ３０ ３ ２７ ９０．００％

Ｊ会计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９ ０ ２９ １００．００％

Ｊ会计０５０３ ２９ ２９ ８ ２１ ７２．４１％

Ｊ金融０５０１ ３３ ３３ 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Ｊ营销０５０１ ２９ ２８ １ ７ ２２ ７５．８６％

Ｊ营销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２ ４ ８ １８ ６９．２３％

Ｊ信息０５０１ ２３ ２３ ５ １８ ７８．２６％

Ｊ信息０５０２ ２４ ２３ １ ９ １５ ６２．５０％

Ｊ全科０４０１ ２７ ２７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Ｊ全科０４０２ ２６ ２６ ７ １９ ７３．０８％

Ｊ全科０４０３ ２７ ２７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Ｊ全科０４０４ ２７ ２７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Ｊ检验０４０１ ３４ ３３ １ ６ ２８ ８２．３５％

Ｊ检验０４０２ ３５ ３５ ６ ２９ ８２．８６％

Ｊ护理０５０１ ３０ ３０ ４ ２６ ８６．６７％

Ｊ护理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９ ２ ２７ ９３．１０％

合计 １６４９ １６１２ ３７ ３４２ １３０７ ７９．２６％

京江学院２００９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统计（单招）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

授予率

Ｇ车辆０５０１ ２３ ２３ １３ １０ ４３．４８％

Ｇ车辆０５０２ ２３ ２３ １９ ４ １７．３９％

Ｇ车辆０５０３ ２４ ２４ １４ １０ ４１．６７％

Ｇ电气０５０１ ３０ ３０ １４ １６ ５３．３３％

Ｇ电气０５０２ ２６ ２６ １０ １６ ６１．５４％

Ｇ电气０５０３ ２９ ２８ １ １６ １３ ４４．８３％

Ｇ国贸０５０１ ３１ ３１ １１ ２０ ６４．５２％

Ｇ国贸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９ １２ １７ ５８．６２％

３１３



续表

班　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

学位

授予率

Ｇ会计０５０１ ２５ ２５ １３ １２ ４８．００％

Ｇ会计０５０２ ２４ ２４ １２ １２ ５０．００％

Ｇ会计０５０３ ２２ ２２ ４ １８ ８１．８２％

Ｇ计０５０１ ２９ ２９ １８ １１ ３７．９３％

Ｇ计０５０２ ２９ ２９ １７ １２ ４１．３８％

Ｇ计０５０３ ３１ ３１ １７ １４ ４５．１６％

Ｇ营销０５０１ ３２ ３２ １６ １６ ５０．００％

Ｇ营销０５０２ ３４ ３４ １４ ２０ ５８．８２％

合计 ４４１ ４４０ １ ２２０ ２２１ ５０．１１％

京江学院２００９届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专　业 总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协议就业 升学 灵活就业

合计
９６．７５％

（２０５４／２１２３）
８０．０８％

（１７００／２１２３）
２．６４％
（５６／２１２３）

１４．０４％
（２９８／２１２３）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７．４８％
（１５５／１５９）

７９．２５％
（１２６／１５９）

０．６３％
（１／１５９）

１７．６１％
（２８／１５９）

金融学
９６．９７％
（３２／３３）

９６．９７％
（３２／３３）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３３）

法学
９７．９６％
（４８／４９）

６７．３５％
（３３／４９）

１８．３７％
（９／４９）

１２．２４％
（６／４９）

英语
９７．３７％
（７４／７６）

９２．１１％
（７０／７６）

１．３２％
（１／７６）

３．９５％
（３／７６）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９６．３０％
（２６／２７）

８８．８９％
（２４／２７）

０．００％
（０／２７）

７．４１％
（２／２７）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９２．５９％
（２５／２７）

８５．１９％
（２３／２７）

７．４１％
（２／２７）

０．００％
（０／２７）

动画
８４．００％
（２１／２５）

８０．００％
（２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２５）

４．００％
（１／２５）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９６．４３％
（２７／２８）

５７．１４％
（１６／２８）

１０．７１％
（３／２８）

２８．５７％
（８／２８）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９８．６３％
（７２／７３）

９３．１５％
（６８／７３）

５．４８％
（４／７３）

０．００％
（０／７３）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３７）

７８．３８％
（２９／３７）

０．００％
（０／３７）

２１．６２％
（８／３７）

３１４



续表

专　业 总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协议就业 升学 灵活就业

工业设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１６）

７５．００％
（１２／１６）

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５．００％
（４／１６）

车辆工程
９０．３２％
（８４／９３）

７２．０４％
（６７／９３）

１．０８％
（１／９３）

１７．２０％
（１６／９３）

车辆工程（汽车运用与维修）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６９）

７５．３６％
（５２／６９）

０．００％
（０／６９）

２４．６４％
（１７／６９）

机械电子工程
９８．４４％
（６３／６４）

９３．７５％
（６０／６４）

１．５６％
（１／６４）

３．１３％
（２／６４）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
９６．５５％
（２８／２９）

７５．８６％
（２２／２９）

０．００％
（０／２９）

２０．６９％
（６／２９）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２６）

８８．４６％
（２３／２６）

３．８５％
（１／２６）

７．６９％
（２／２６）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
９５．８３％
（４６／４８）

８３．３３％
（４０／４８）

２．０８％
（１／４８）

１０．４２％
（５／４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９８．６５％
（１４６／１４８）

８９．８６％
（１３３／１４８）

２．０３％
（３／１４８）

６．７６％
（１０／１４８）

自动化
９８．００％
（４９／５０）

８６．００％
（４３／５０）

１０．００％
（５／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通信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４７）

７２．３４％
（３４／４７）

２．１３％
（１／４７）

２５．５３％
（１２／４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１２０）

５９．１７％
（７１／１２０）

０．８３％
（１／１２０）

４０．００％
（４８／１２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竞技）
９０．００％
（１８／２０）

７０．００％
（１４／２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４／２０）

土木工程
９６．７２％
（５９／６１）

９３．４４％
（５７／６１）

０．００％
（０／６１）

３．２８％
（２／６１）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９２．５９％
（２５／２７）

５５．５６％
（１５／２７）

１１．１１％
（３／２７）

２５．９３％
（７／２７）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
９７．０６％
（３３／３４）

６７．６５％
（２３／３４）

０．００％
（０／３４）

２９．４１％
（１０／３４）

交通工程
９６．５５％
（２８／２９）

８６．２１％
（２５／２９）

３．４５％
（１／２９）

６．９０％
（２／２９）

临床医学
８５．０５％
（９１／１０７）

８１．３１％
（８７／１０７）

３．７４％
（４／１０７）

０．００％
（０／１０７）

医学检验
９４．２０％
（６５／６９）

８９．８６％
（６２／６９）

４．３５％
（３／６９）

０．００％
（０／６９）

护理学
９４．９２％
（５６／５９）

８４．７５％
（５０／５９）

０．００％
（０／５９）

１０．１７％
（６／５９）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９７．９６％
（４８／４９）

９１．８４％
（４５／４９）

４．０８％
（２／４９）

２．０４％
（１／４９）

３１５



续表

专　业 总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协议就业 升学 灵活就业

工业工程
９６．００％
（２４／２５）

７２．００％
（１８／２５）

０．００％
（０／２５）

２４．００％
（６／２５）

市场营销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１２１）

７７．６９％
（９４／１２１）

０．００％
（０／１２１）

２２．３１％
（２７／１２１）

会计学
９８．７５％
（１５８／１６０）

７５．６３％
（１２１／１６０）

０．６３％
（１／１６０）

２２．５０％
（３６／１６０）

电子商务
９７．７８％
（４４／４５）

６０．００％
（２７／４５）

４．４４％
（２／４５）

３３．３３％
（１５／４５）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３５）

８０．００％
（２８／３５）

１７．１４％
（６／３５）

２．８６％
（１／３５）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３８）

９４．７４％
（３６／３８）

０．００％
（０／３８）

５．２６％
（２／３８）

２００９届继续（成人）教育
毕业生名单

【本科毕业生名单】

校本部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包志宏　赵雪娇　徐君艳　袁昌娥
汤　慧　汤亚勤　赵　珊　辛晨军
孙　婷　田　萍　徐佶琰　姜　超
贾　薇　冷蕙娟　史小丹　陈　亮
缪卫霞　陈　程　周晶晶　胡　斌
马伊莎　庄沙沙　陆　洋　王　磊
周　婷　马莉莉　顾燕红　朱雅娉
庄敏霞　蒋玉华　金文彬　赵　超
吴玲燕　高　丹　俞　进　杨海霞
马媛媛　郭莎莎　胡　燕　吴艳娟
姜伶玉　袁美玲　董潇臖　陈迎春
钱燕萍　沈　展　程竞仪　邹瞻峰
王　飞　姚志明　王晓东　范　欢
盛佳燕　李　佳　殷琴芳　钱瑜峰
陈　静　郑学胜　张　寅

会计学专业（函授）

张连凤　张　耿　朱乐扣　刘三其
唐　艳　葛　红　朱　莹　李学伟
岳连娣　陈志浩　皋桂美　秦　庆
陈　菊　朱　云　唐忠浍　秦晓芳
王德华　许成红　何　源　徐　彪
朱洪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成人脱产）

赵志强　卞林东　孙　涛　王　迁
王孟档　丁春波　颜　浪　赵志伟
汤文浒　赵长进　方琬婷　蒋燕洪
周海艳　陆振东　莫建伟　王宇飞
华　鑫　刘　留　钱　新　沈　兵
李功璞　查文斌　顾晓平　徐升成
张　平　肖海峰　张　栩　孙　滨
苏　峰　刘常侠　徐　凯　刘　啸
高汝峰　房思源　吴　波　周　锋
徐　佳　王志华　严继洪　黄　凯
王　坚　曹　青　张　凯　卞雅彪
祁　秀　何杰华　丁玉虎　曾　辉
徐　兵　赵　荣　朱　超　庄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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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万峦　金良慧　陈振怡　曾　勤
李　飞　庄　杰　金爱元　浦金磊
孔一腾　骆仁兵　王　林　黄　洁
韩　鹏　汪　洋　陈中杰　陈鹏华
强程龚　陈雨石　谈明夏　张正东
李　进　赵　兵　蔡晨宇　俞海虎
夏春红　杨少峰　朱　剑　朱　寅
沈　柳　王存强　孙开仲　李小晨
曾　健　沈维志　丁　峰　金　益
任　寅　郭　俊　周东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刘荣辉　侯爱君　辛　庆　朱棋椿
史烁元　薛永红　陈翊君　蒋　彪
袁　霞　刘超艺　朱壮志　赵志阳
付其伟　袁夫瑞　刘爱琼　王　浩
戚金昌　薛　警　左　璐　龚志俊
戈晓明　过　于　白云芳　谢远珍
郑天蓉　吴志炜　洪良昊　朱若冰
蒋　涛　王山花　杨　芬　金文明
丁　一　姚朝晖　缪静娴　吕洪杰
杨鹏博　张建华　张贵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谢国锁　蒋文俊　杨　涛　徐一锋
朱爱平　程　刚　周如意　徐业兵
张汪林　刘德福　徐长贵　金　伟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成人脱产）

霍　倩　孙　平　李　玲　殷凌燕
刘　坤　王小成　沈宽娟　尹　超
卞九燕　侯志伟　李晓明　程　实
郭素林　汪家德　倪　康　陈　勤
吴新州　徐丽莉　匡立全　杨　丰
刘海潮　刘国栋　熊苏宛　尹　霞
姚茂盛　蔡晓燕　李　群　谢　玲
周晓静　陆秋　李玉丹　乐　道
杨　敏　黄　琴　郭瑜岑　蒋　燕

荀文丽　吴　卿　朱飞飞　袁菊香
张　娟　沈琴琴　杭静跃　陈　亮
沈广元　胡　焰　周鑫平　周　军
陈邱伟　邱友连　周小丽　李　斌
何之荣　姜大伟　夏　娟　陆　尧
于露静　王　莹　杨春华　罗　溶
汤　婷　徐　云　潘加兵　李章垠
朱　真　管　霞　付　浩　王　娟
张　璐　张晓亮　闵　敏　诸栋鸣
金　丽　杨　力　韩　丹　戴　丹
王　欣　薛　敏　丁再朋　杨艳会
俞庆卿　许　娟　张锦佩　陈润建
刘孝春　黄梦秋　周大伟　程苗苗
李　燕　周锦红　齐秀娟　崔海曼
陆天雷　过　宏　朱泽宇　戚晓冬
章　伟　陈梦圆　殷　新　许缪俊
缪　琛　钱益彬　时海虹　夏　雪
钱晓丹　周　叶　李　冰　颜　娜
卢星妍　王春燕　范　钦　陈　琴
朱雅娟　王　琴　孙　妮　李　烨
王　蓉　宋　晶　张　平　王玉娇
李　宁　葛俊杰　史伟东　沈晓成
杨旭初　蒋琴芬　纪啸岩　刘　玲
朱丽芬　贺佳丽　陈雨萍　刘　举

海南函授站

法学专业（成人脱产）

邹　勇　刘　岚　柯维波　夏　艳
韦月朗　陈逸敏　邱金飞

工商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郭周丽　陈　进　邹志菁　杨钧辉
胡诗胜　梅冬云　丁小丹　刘文静
林秀霞　陈剑锋　符清平　薛建国
宗永庆　曹　雷　陈　莹　林海英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符　灵　何君武　符　健　陈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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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艳凤　杨海英　杜雪梅　纪艳霞
王　雯　张永娜　黎　芳　许　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银新桥

外贸英语专业（成人脱产）

周　卉　袁　园　吴淑华

集美大学函授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程建辉　林仕元　黄开景　江典坚
殷仰周　詹细华　陈秀绿　黄汉卿
刘光惠　郏立玲　黄志毅　游文君
赖钟山　李志新　黄清洪

江苏交通技师学院

机电工程专业（成人脱产）

邵　亮　赵　亮　房　威　刘　鹏
蒋海峰　朱文博　刘　平　黄昌明
虞超杰　何立群　孙文典　葛　亮
陈其军　杨　成　姚　星　蒋佳虎
李长飞　房培培　钱小虎　高　颖
陈　洁　范迎槟　王　健　缪利伟
朱浩源　彭　康　蔡　磊　刘　坤
徐　超　汪　飞　刘　未　赵文杰
张汝昌

土木工程专业（成人脱产）

祁　威　邢　平　秦　进　杨　磊
宋　胤　黄　伟　刘志强　陈　郑
孙长军　吴冰清　孔　辉　肖玉庚
金武钰　栾　威　方　峰　周　婷
王　芳　李　春　汪　园　华　新
刘　洲　陈丽娟　徐　滨　张卫卫
陈建江　傅　

%

　高国强　陈　燕
吴　君　吴建癉　徐　毅　黄　陈
王昊宇　牟宇伟　刘　成　季蓉媛

李　颖　乔　婧　李　倩　过铁军
周维娟　吴志荣　郭亚威　刘金星
翟宁波　王迎强　张　宇　冯任坡
徐　伟　杨　虎　袁晓飞　王　力
王　强　徐朝华　龚良超　包　军
苏泓名　施　鹏　袁旭东　周良静
曹　俊　丁　峰　相　楠　姚兰兰
袁　斌　朱　潇　钱海华　刘　娟
周　玄　赵　芳　赵　丹　查　鹏
周慧慧　李　亭　嵇丽萍　戴　静
孙　洁　严发达　庄　文　戴　雯
刘雪竹　黄知广　张　成　唐　琪
周莉敏　陆玉峰　殷　杰

武汉科大

法学专业（成人脱产）

闫　磊　尹昆雪　胡　牧　杨国利
谌　飞　张　飞　许　　李海涛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成人脱产）

罗　恒　曹延年　陈　琳　张培如
黄层层　彭　舒　周　英　陈志勇
张脉峰　邹子科　邓　莎　曾思维
李　媛　汪　华　卓国雄　张玉涛
何绍龙　何宝清　江　靓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蔡　思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陈　川　杜小虎　张学磊　黎渺骏
崔正涛　徐　卓　丰　晗　喻肖刚
熊　雄　吴　凡　曹　钢　韩　琥
王　乐　谭　平

徐州中大学院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秦　文　孙兆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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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技师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成人脱产）

李逢荣　于国奎　陈　康　施　雨
李　建　刘　溪　赵　铨　王　雷
程　波　刘　辉　王建才　杨　勇
张志顺　王毅阳　孙继成　季益平
王　静　褚夫甲　熊海涛　陈言想
谢瑞晨　申小强　李　元　胡　勇
林　敏　赵雄建　孙　尧　张雪芹
王小林　徐小娟　颜　慧　潘　澄
高　洁　孙晓文　赵　艳　江治溥
邵志君　刘　静　杨家龙　赵　玉
孙　飞　钱学露

【专科毕业生名单】

校本部

机电一体化专业（成人脱产）

肖　凯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成人脱产）

周　凯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许　宽　徐向娟　冯小伟　许建付

北固校区

护理专业（业余）

张　瑜　张丽琴　王珊珊　申瑞芳
经　娟　吴　燕　戴继芬　张小芳
徐符梅　高　丽　王　艳　郑先燕
姚　怡　孙　玮　朱小月　许　芳
朱　卉　江　萍　肖　花　李　静
张　锦　郭　玲　孙玉蓓　赵　琼
何银红　王树镇　李焱平　蒋建平
童云凤　任小燕　杨志娟　朱　霞
杜　娟　王　莉　徐　洁　郭　群
陆　霞　张海英　石　磊　陆晓瑾

宋　雪　朱正美　赵　蕾　周　萍
胡生银　杨　邁　陈　颖　杨丽萍
冯瑞贞　蔡文霞　尹　群　周　敏
吴玉琴　吴　琳　曹　昕　杨　瑾
韩　炜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黄　辉　武春英　殷文琪　王晓红
钱月红　贾鸣娥　李　媛

药学专业（业余）

张　磊　韩　茜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苏荣霞　黄红艳　殷菁华　曹有良
刁叶秋　朱正瑶　袁　花　王　昕
王加红　王升龙　严　青　金　任
奚小燕　李晓光　王翠梅　刘　灿
赵　群　戴　飞　张　娟　徐防震
孙方丽　周　煜　刘　君　沈　琳
朱大军　匡红伟　赵彩亚　杜剑虹
高　娜　邹小峰　张　丽　戴立强
卞燕春　梁雪兰　吴桢贤　袁彩霞
张　蔚　孙　燕　郭　玲　丁小芹
刘丽雅　徐国平　陆正民　吴海明
朱　晶　张　氆　陶圣宏　赵　娟
李立群

医学检验专业（夜大学）

于　婷

丹徒卫校

护理专业（业余）

纪扣琴　庄小珍　刘　霞　席安平
倪月娥　郦丽萍　卜海燕　田黎丽
魏　玲　胡美霞　潘玉娟　陈　静
何红燕　蔡　建　周　蓓　吴珍花
陈荣霞　王雪娟　朱水菊　田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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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艳　周海珠　冯月娇　朱冠玉
李　莉　潘　超　孙亚芬　蒋春娣
马炜炜　贺成红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黄月华　程时珍　倪素珍　王承兵
张红艳　王　祥　梅丽华　袁彩娥
王双华　徐俊林　吴玉琴　孔　晟
苏　静　殷伟红　冯慧琴　刁俊杰
谢俊杰　赵　晨　张国平　凌忠新
晏小刚　陈丽华　张　磊　孔建忠
魏春景　唐宏慧　殷　政　孙轶萍
王欣华　方志恒　郭建俊　邹秋云
方光辉　张　磊　徐祥美　吕文兵
卢小平　刘小勇　荣小林　夏　磊
王　冰　卞丽娟　史亚仙

丹阳市人才中心

药学专业（函授）

束银君　束国芳　谈志琴　岳文龙
林凌云　王　芸　谢鑫梅　王秀兰
陈　炜　史朝霞　肖　芸　吴金青
汤莹莹　吕　强　孙银霞　王跃飞
贡宁俊　杨秀峰　林俊霞

丹阳卫校

护理专业（业余）

谭芳花　王雪琴　汤明霞　杨文娟
翟春娥　钱　樱　朱丽霞　张晓云
吴茵英　黄伟丹　朱超娟　吴　燕
孙亚英　束莉霞　孙丽芳　唐小琴
黄国美　蒋雪琴　刘艳华　陈珍梅
张　芳　姜　丹　钱芬群　马瑜华
孙惠芬　毛月香　顾华芳　唐　红
刘月仙　姚青香　窦惠萍　张锦莲
冯丹凤　袁　华　潘丽芬　眭根娣
王伟凤　邹月仙　顾红花　刘晨霞
朱文娟　刘明芳　孙月霞　王娟娟

姚艳萍　陈丽萍　唐金凤　陈巧云
张忠燕　刘伟琴　景　秀　魏秀琴
张芳燕　周小英　武成华　孙剑红
周佳萍　姜敏霞　吴　茵　王小燕
严　慧　符丽萍　汤旭芳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王玉花　袁跃华　贺明亮　韦可雁
蒋　兴　柯　漫　林喜良　眭丽霞
刘建英　尹国强　范伟萍　贡祥坤
唐庆华　夏玲珍　韦芬花　赵全亮
陈建华　施杏娣　陆勤辉　张琦莉
杭菊仙　杜国芳　贡淑丽　贡晓明
冷武俊　戎凤美　窦叔平　彭文红
王家中　郭近华　陈建华　肖莲萍
胡辉军　宋丽敏　朱玉涛　王永剑
赵小曼　郑菊花　孔林花　汤于妹
朱丽慧　陈丽黎　唐　玲　朱建琴
杭夕芳　蔡辉忠

东台卫校

护理专业（业余）

张晓敏　姚薇薇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傅　瑶　朱红梅　林婷婷　朱　玲
赵冬凤　李素荣　彭志芳　徐　琰
刘　杰　孙克强　陆长虹　宗　磊
唐　蒙　罗　云　陈小冬　宗秀红
徐开玲　崔　娜　王　玲　刘亭亭
陈亚平　李　静　张　菠　徐　清

海南函授站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祁新泽　党旭峰　文武山　李　奎
樊志东　黄彩云　史　帆　翁

&

裕

曹　军　罗雪山　熊奉勇　莫明森
魏小勇　杨全城　吴　颖　符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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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函授）

李玉堂　李　辉　秦　果　陈　亮
陈业端　关云夫　陈宝忠　李建平
邓谨杰　夏　勇　孙　斌　谢　斌
吴圣楠　李联彬　蔡泽新　王传弟

法律事务专业（成人脱产）

蔡贤教　秦慧玲　葛微微　李燕茹
张发云　符明导　邓　峰　曹　阳
宋金蒙　黄小燕　傅　强　黄敦焰
林　勇　陈春梅　郑春艳　黄海雄
连跃辉　李　炎

法律事务专业（函授）

王春霞　吴维康　朱孝民　陈亚妹
王定军　岑梅敏

会计专业（成人脱产）

黄　群　黄　翠　卓丽芳　朱凌强
任颖华　韩梅红　吴清丽　龙嫔玉
罗　蔓　曾艳磊　冯春婵　柯彩华
苏影琴　吴　丹　王　洁　李　星
江惠畅　韩丽娟　张　敏　吴　琴
何　瑶　宋　叶　田伶俐　陈　婷
占　雨　詹少艳　郭海燕　陈　涛
王玉美　王　芳　庄　珠　姚丁萍
陈　玲　蒋文芳　陈玉华　陈小芳
陈丹丹　欧泽新　张丽娟　颜礼勤
文敏敏　吴德芳　王小花　符　君

会计专业（函授）

陈　君　杨　丽　苏亚芳　王雪梅
陈英珠　连波音　蔡红蕾　王文倩
林　静　邢丽萍　王英汝　吴春梅
王丽春　符明媚　陈蔓花　殷海妹
杨如柳　韩　皎　田良文　何　蓝
王　芯　李　薇　吉如伍　彭　群
陈夏芬　陈冬梅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陈　雪　梁　飞　刘运隆　李海啸
徐传利　欧云升　郑时代　颜　峰
唐　洁　韩　宁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函授）

潘佳能　何昌恒　蔡天丽　林贻杰
何君军

经济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黄小雄　翁月芳　郑　昕　张海鸥
熊小壬　黄兴成　卓海芳　翁书强
周桓生　潘明珠　梁安毅　王子鸿
马晶晶　李　温　王海星　王　健
张　瑞　胡平奇　蔡　静　陈泽平
吉　含　刘　冰　唐博文　刘　双
蒲桂金　林小玲　李淑玲　李尤才
王　君　梅　姬　徐济东　吴　筠
王　磊　许春丽　陈玉虹　黄子江
符气秀　符气壮　王朝乾　张贤玮
洪　桑　王慧利　向勇刚　黄承雄

经济管理专业（函授）

包艳平　余俊霖　路欣伟　许海聪
林春阳　唐梁樱　张雪华　林觉军
林淑培　吴　文　刘　东　戴　婷
梁　群　贾增波

市场营销专业（成人脱产）

龙　娜　田　琳　张冬梅　吉　相
柴英丽　李　坚　陈　跃　喻晓荣
王青和　陈小保　邢孔霞　王崇毅
王　瑜　许小雅　梁梦妍　苏　芬
关贻华

市场营销专业（函授）

罗　鹏　张　雷　杨慧玲　颜昭南
钟　引　吴淑和　王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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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科技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成人脱产）

陈丽娟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成人脱产）

张彩红　邓　晶　唐　玉　单思明
黄国锋　马　兰
护理专业（成人脱产）

周丹萍　梁淑霞　刘嘉玲　李　婷
古小威　邓　双　任凤娟　鄢烈群
邓丽媛　吴　霞　黄　琴　林雪莲
王婵娟　何　惠　肖珍荣　李莉芬
杜小妹　张慧珍　吴艳茵　刘兰英
石　燕　方桂芬　赵自萍　周爱莉
董文琴　赵　丽　舒　毅　詹婷婷
左　洁　程艳芳　陶玉全　谭英丽
李　畅　何燕琴　张　涛　余秋丽
王　芳　吴京红　李丽萍　王冬英
梁美珍　肖艳春　陶熙蓉　张先进
陈美容　刘　青　刘　萍　刘玲丽
刘丽妍　唐　瑶　张　凌　彭定珊
杨　萍　汪　杨　柯春花　刘丽君
余凤仙　黄桂珍　王慧敏　李开平
范荣丽　李　琴　吴　琼　李晶玉
王莉莉　韩霞君　刘福珍　李剑旋
叶小宁　孙美英　苏金梅　罗汶娟
吴秋贤　伯春花　蒋赤玉　杨瑞瑜
徐京京　景立丽　李　璇　袁婉琼
林利红　卢慧婉　杨丽君　谭春霞
黄燕瑞　黄小艳　甘燕玲　严燕芬
吴敏慧　石　健　孙　勉　阮江玉
李木珍　朱　莉　许　敏　水艳平
张小燕　谢爱连　温　婷　吴　倩
莫兰芳　张雪娜　朱明燕

会计专业（业余）

冯玲丽　罗冬美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邓江陵　胡　佳　陈泽群　和　刚
张　燕　曾　勃　赵佳伟　王小平
李　伟　姚　杰　杨贺军　王锡君
张学超　谢鹏飞　叶定廷　王　顺
周唐炬　龚志军　敖　扬　岳兴炯
伍　佳　蒋　林　张宏国　张河林
王夏航　杨佳鑫　成　果　蓝　毅
翟振凯　怡建斌　罗俊钰　张　翠
何　灿　闵　锐　邱　罡　张领波
马全梅　关海洲　杨歆宇　吕广超
于　诚　蒋呤财　温康昊　丁　爽
李　晟　潘　辉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业余）

祝月强

经济管理专业（业余）

薛实军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脱产）

陈金堂　向　威　曾丽仙　谢　翼
骆　源　刘　庆　李　华　肖兴荣
梅锦丰　陈　琳　林金富　洪梅珊
伍华珍　杨　英　胡保沅　蔡向华
张向荣　唐莉萍　何志维　钟永红
朱　黎　李惠玲　蔡金莲　周　云
张德红　麦群容　刘春梅　韦秀珍
欧　峰　陈海英　莫清华　谭月英
钟慧英　陈建容　钟珍群　陈宝鸿
杨小华　陈志郁　汪朝锋　魏书静
周丽香　李俊梅　顾宏军　王晓克
李燕芳　石伟红　曹世理　卿风辉
郑燕花　雷宝明　杨丽钦　张东梅
李志亮　刘育新　甘慈祥　胡奋林
叶志勇　邹周光　林颖莹　刘晓玲
陈惠明　郑冰心　林丽娟　陈艳娟
叶俊忠　王　玲　谢　磊　胡可存

３２２



陈明波

药学专业（业余）

施湘萍　司　文　吴　飞　施　兰
周惜基　徐锦远

医学检验专业（成人脱产）

吴俊荣　熊春容　方　露　何　杰
王祖红　何承斌　张礼昀　余慧敏
吴丽英　郑金川　余爱军　姜伟亮
徐华良　陈　琼　刘　琴　宋欣喜
郭慧娟　梁建昌　杨美霞　吕文开
邹梨梨　陈苏婷　黄肖云　魏美美
丁庭忆　苏　玲　周中华　潘为力

淮阴卫校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张银环　金蓉英　朱　娟　闫桂秀
解荣娟　朱　莹　刘定山　乔绪娟
王　静　李孝伦　杭婷婷　汤荣君
胡建东　曹　会　惠维武

集美大学函授站

电子商务专业（函授）

林秋湘

电子商务专业（业余）

陈聪颖　范江南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函授）

张安富　阮丰华　郭冬梅　林玉娟
徐丽萍　张　进　蔡进火　黄美燕
辜巧燕　洪惠琴　许素华

机电一体化专业（业余）

陈东鹏　詹有道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业余）

钟美雅　林秀恋　刘晓青　王智源

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业余）

陈秋红　陈火扬　蔡进胜　肖感明
黄国华　吴启周　叶建平

通信工程专业（函授）

许智稢

江苏交通技师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王　鹏　陈志鹏　张　俊　陈　晶
王小祥　丁建林　卢新华　周　健
翟联伟　任　勇　王　?　殷志峰
曹华俊　孔祥国　六　钰　李昌?
张宏伟　曹阳阳　刘　进　杨文龙
杨　兵　顾丹函　李雅静　冷　婷
陈　银　乔　飞　夏文妍　尹淑芳
闫　雪　袁亚丽　朱祁蓓　李　芳
吴海燕　仇　晖　王志高　王　勤
成　诚　于　璐　卞　松　曹　杰
刘　佳　吴中玮　赵升东　顾立杰
童　川　陆鑫鑫　廖新海　黄　峥
刘　嵩　刘　康　张琪昊　吕　静
周业春　何晓臖　周雅莉　周明霞
汪　云　何　丹　刘　霞　诸利雁
沈晓静　阚竹亚　朱闪闪　夏佳丽
史其峰　郭明磊　徐　磊　王正凯
王正西　许方勇　蔡　敏　杨　旭
章宏旭　仇伟康　朱昊飞　李　鹏
王　超　王华斌　沈　超　贾　广
李　白　芦　刚　尹婷婷　颜利利
陈文静　朱　艳　朱　莹　邓　薇
冯雨静　邓丽琴　孔　融　吴建伟
陈秋里　周新芳　花　蓓　何　霞
吕银萍　甘海燕　李　燕　林　叶
张　巍　罗丹萍　杨　皖　蒋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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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欣　缪紫娟　蔡　婷　殷　英
张　莉　李　莹　王雪飞　刘雯皎
潘春祥　曾　伟　纪　翔　殷　响
徐永杰　王力钦　周　威　孙亚洲
李松峰　滕　明　朱军军　邵　明
俞青松　周　园　黄　飞　蒋　超
胡卫星　唐　玮　陈跃庭　夏彬元
周　庆　陈　成　康　凯　仇　
马晓龙　李慧慧　陆　雷　赵　明
徐小兵　纪　勇　张志金　周俊丰
卢圣伟　李春晓　常　勇　袁　月
王晓雷　孙　涛　侯辉辉　惠志超
邬雪敏　任　冲　胡江维　顾国威
庄光泽　顾海林　朱　云　李勤勤
宋卿文　刘文静　葛姗姗　邵燕华
谢　文　张　勇　姚　铭　金　燕
李　旭　蔡晓青　陆珊珊　冀福春
朱志博　胡　光　许乐天　杨　阳
邵　剑　孙仁国　李　庆　诸跃峰
王宝建　李永生　张有业　杨　稳
蒋文强　李　辛　陈玉玉　殷　瑞
邱天宇　汪巧丽　陈　琳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专业（成人脱产）

刘　通　朱传亮　王　龙　张晓辉
李振峰　章恒山　涂　波　张国超
卓宪兵　张　伟　凌　夏　薛　云
唐大伟　张骏武　朱　晨　王　鹏
李明军　沈　亮　李明强　李　朝
景　浩　杨开荣　蒋　康　赵　靖
李园园　韩　彬　江晓春　柴　明
陈　岑　蒋　鹏　赵国华　樊洋洋
张　波　谷鹏飞　殷　明　陈　磊

公路与桥梁专业（成人脱产）

徐　伟　赵　瑞　魏海鹏

　　公路与桥梁专业（函授）

尹志慧　顾海建　孔祥明　陆成香
许根生　吕姚姚　管小卫　张　燕
胡敏军　耿志林　陈大伟　吴永贤
王永芳　徐　军　秦玉华　杭云峰
巫涟扬　赵秀琴　嵇胜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宋　杭　任　骁　周　涛　徐俊杰
吴　峰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刘　超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郑星纲　夏益年　李欣欣　王卫星
杨　鹏　刘　钊　朱小明　朱　臣
王睿晨　唐古月　蒋振远　邵　淦
孙　举　黄佳庆　焦　阳　黄　红
王　涛　史海涛　马　达　李　军
张　伟　孙瑞祥　张思宇　邹彬彬
蒋　辉　刘　文　王　念　郭　俊
饶贵飞　赵　波　李海波　郭才彦

梦溪校区

经济管理专业（业余）

李肖仪

南京教学办

电脑艺术设计专业（成人脱产）

田桂苇　林　玮　韩　秋　张忠鹏
胡　婷　王春涞　杨　柳　蒋连欢
李　萍　顾红玲　于卫卫　屈成珠
尹振坤　孙　洁　江　萨　陈旭东
张　芹　王金磊　孙小永　朱　飞
李　旭　李　龙　张　灿　王　奎
杜　明　张家伟　张　程　吴雪林
刘国庆　李　姗　张德玉　张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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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海峰　丁　贺　高　保　詹　伟
段丽曼　刘　伟　徐文秀　李　行
张忠伟　陈　杰　王　敏　时拥春
厉　健　钟　焦　唐逢欢　葛攀旭
石美娟　赵　星　臧进峰　吴　珊
冯　怡　张　娟　黄飞飞　汪　萍
杨　进　刘　洋　朱　笠　汤　健
甘　钢　傅文涛　陈　媛　邵秋佳
李　俊　李亚婷　陈婷婷　林　敏
祝袁清　任　琪　张　旭　孙桂萍
傅玲花　张姝琼　徐　青　邓　芸
蒋　雪　唐文萍　高　萌　王　丹
吴　雪　曹　婷　王召学　胡黎明
黄苏珍　许　晨　魏贤科　徐作龙
张传明　赵　娟　王家峰　王　辉
孙亚东　孙　静　石海宁　李华颂
顾许龙　陈　刚　李金科　任　娟
张天奇　饶　立　徐　敏　陆文娟
揭建军　荀莉莉　吴培培　蔡　云
王怀祥　陈晨晨　郭莹莹　李　娟
张祖利　王庆云　单　敏　孙露露
陈金超　陈梦雅　蒋玲玲　石朋伦
朱言智　申蒋平　王凯丽　汪海珍
郭久龙　李　艳　张　迅　赵慧慧
刘宗进　吕　毅　樊　莹　叶长凤
李　莹　邵成林　朱　娟　袁　林
张　杰　张可可　吴红霞　王　艳
陈晓光　孙雅闻　仇荣国　王凯成
刘建华　陈志发　徐晓明　陈艳华
陈嘉琳　沈锁梅　韩蓓蓓　曹云霞
许小杰　雷亚兰　吴　雯　吴建华
丁毅勇　周来冬　张媛媛　王翠梅
周润月　王　娟　李秋艳　许　帅
尹　建　夏　群　于　洋　曲娇娇
霍静雯　程　竹　葛华燕　姚丽华
朱明星　徐红琴　李钟华　何金秋
王翘羽　何海霞　马　勇　卓　亮
张　莹　汪小蕾　耿志安　高　忠

荣　航　刘茜茜　路传章　徐亚琼
葛　杨　蔡　聪　陈　伟　王海洁
周之汉　张海萍　解晋宁　喻　洁
刘小龙　周　晨　魏文婷　张　萍
陈　薇　晋玉菊　冯文军　李　玲
许　雯　赵恩玲　赵　悦　李小香
樊　春　许佳佳　杨　晨　张庆岩
张淑咏　陈提醒　沈莎莎　李　山
李培培　李树娟　奚文萍　汤　竞
赵尚兵　赵　琴　满忠胜　汪雅然
黄小川　王太华　陈　盛　杨　磊
杨　修　汪　丽　苗凤丹　覃朝静
陈　彬

电子商务专业（成人脱产）

梁俊龙　汪露露　陆　兵　叶纯芹
金祝辉　戴翰夫　李　芹　余方源
李功武　方丽娟　沈明燕　秦　飞
巴桂军　陈　伟　姚晓宏　孙　策
鲍旭龙　侯阿丽　管玉平　袁书培
蔡　波　杨　阳　吴　畏　饶春来
陈昌群　陶　敏　洪　飞　徐义鑫
程　蕴　江　岩　姜　涛　王　伟
陆　军　孙　骏　王　睿　谷伟伟
林冬英　李尚东　陈　玲　谷志强
陈　松　王传琪　童翠翠　夏云龙
尹　辉　张晓鹏　钟　忠　华岩飞
宋戴君　赵　季　胡桂林　路鹏飞
王业武　黄　维　汪熊志　李　苹
鄢　勇　卢新亮　蔡成芹　魏　卫
甘丹丹　刘　宝　程晋坤　蒋文艳
陈　燕　魏志维　滕秋琴　李海隆
胡小伟　徐银丹　张华志　高荣海
刘　森　洪　辉　廉　伟　郭　龙
汪梦纯　刘　伟　张　锋　李永超
邓业鼎　孙全发　严加月　王姝静
钱开俊　唐国岭　唐杏花　谢二妹
沈徐明　刘来山　马　蕊　朱鹏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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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倩倩　陈丹丹　李星星　余成瑶
谷杭杭　经　朋　任江安　丁　萍
吕军伟　苏　茜　吴利霞　藕鹏程
陈　冰　赵刘阳　胡　燕　方　文
许卫勤　吴　刚　梅柏云　刘　涛
古　晔　徐　哲　王　伟　陈　玲
姚　娟　孙文婷　张　娟　吕亚娟
张　杨　曹　柳　张伟莉　李光琴
汪伟伟　李淼淼　郑　玉　姚晨辉
王　波　王支武　郑　佳　刘　晨
何学章　张　君　吴寒军　湛叶响
余龙秀　韩明明　宋执飞　郑万丽
盛文玲　丁婷婷　杨　燕　李　亮
孙　晨　梁智昂　庄致富　沈兴宝
杨　笑　侯　勇　尹　磊　汪　勇
陈　珊　倪重阳　李　丹　顾成双
耿　静　许贝贝　王海燕　董小妹
王婷婷　李　卿　姜梦婷　谢晴晴
曹传东　张　亮　付　鑫　万莲花
黎　蕾　高建明　胡秀梅　姜　磊
姬生淮　徐　莉　于　芳　王小可
杨克仕　王昱洁　吴长城　张　玲
胡飞龙　王　文　桑　霞　何正芳
胡　斌　吴艾菊　牛阳阳　罗春宏
钱友山　吴永华　陈翠华　王　倩
吴小兰　陈　颖　路芳芳　陶　亮
肖灿波　崔三敬　刘崔崔　姚中杰
黄　萍　鲍　玲　王　宇　江从伟
张　胜　程跃庆　吴丽丽　董立柱
陈　和　吴莉莉　张　蕾　牛艳明
帅　印　陈媛媛　姚　瑶　吴　羽
吴　松　路　朋　阮春生　林　茜
韩　君　王宝书　汪振涛　汪莎莉
王　平　管俊阳　奚新胜　任卫军
曹海兰　侯士保　贺思燕　沈晨晨
罗　雪　刘文李　王青青　童广林
杨宏亮　陈菲菲　王素娟　李九林
陈丰万　胡　松　张海超　张　晴

徐程程　夏　艳　　陈　刚　潘　冬
孙玉庆　孙　奎　　罗楚凤　谢良子
胡士访　吴其文　　刘媛媛　王素娟
赵　阑　夏　辉　　朱　青　王磊磊
南　云　郭王大龙　张　玉　郑圣竹
胡　振　郑亮亮　　曹文娟　卫　炜
马　超　叶发亮　　姚绍栋　孙红莲
江　萍　丁凤仙　　张文飞　吴　迪
吴伶俐　张　蕊　　施　文　彭　鹏
周　静　叶丹丹　　王　静　刘红学
曹　奎　张金霞　　李　敏　鲍玉静
张　影　李　莉　　周婉洁　刘鹏飞
张　棚　韩苗苗　　王　建　李　虎
刘　芳　陈炳忠　　童　心　李娅萍
陈　娟　罗　冉　　唐莹莹　何清华
张云飞　李梅玲　　王　军　李　斌
谢宁馨　张　强　　王　铎　常肖肖
何冰　饶　舜　　郑静静　王亚仁
徐攀登　李险险　　黄　东　陈桂菊
赵楠楠　董木水　　相国娟　王　云
常雪芹　李　军　　吴　燕　王　梅
王士东　刘寒冰　　黄世伟　吴　菲
徐应斌　储诚升　　朱　旭　葛利松
汪先丽　蔡若烨　　梁志妃　杜贞琴
张　慧　郁海莉　　常媛媛　夏　焱
叶　卉　谢　蕾　　张　琼　王　莉
李　臖　葛　强　　宋筱奕　陶　艳
张　贺　夏冬玲　　徐　桂　石　巧
徐　军　黄　兴　　魏中艳　罗珊珊
许园园　张　辉　　殷俊俊　王　英
王卫卫　李　玲　　刘　婷　周海丽
李佩佩　丁　玲　　肖春生　王正扣
王　莉　孙明明　　石金鹏　凌　晨
王贤明　李秀芳　　杨　雁　李　寅
张　敏　陈丽霞　　李　杰　余　浩
李　静　秦福荣　　周　围　侯　翠
鲍莹莹　徐　豪　　沈云峰　洪　娟
孟玉霞　夏孝风　　王　洋　陈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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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林　曹　香　何本娟　钱雪莲
张秋艳　张　琴　陈　诚　洪海峰
罗　星　章　衡　怀莹莹　陈新新
程　娟　陈　兵　殷国亮　杨宇锟
水胤多　张琪文　王　利　王　乐
张晶晶　刘　源　刘　勇　吕艳秋
赵　欢　张影影　陈　艳　张茜茜
陈子娇　方　云　何　敏　刘孝燕
管学海　王　浩　凌　杰　闫灵灵
王玉香　方雯雯　陈　明　吴方地
钱　伟　段玉森　陈　华　高敏慧
刘泽林　姚晶晶　尹　侠　金　萍
王　慧　白永梅　吴芳芳　王　默
陈　静　宁魏伟　李定坤　李成飞
董春燕　祝尊乾　石　磊　白　鹏
万　敏　王　琼　张建瑞　王静平
朱　盼　许　晶　黄朝慧　王俊文
王　猛　张　燕　方　明　汪方静
杨　溢　于程祥　赵　亮　桂　琴
李　梅　吴　勇　胡珊珊　贺沛金
熊　杰　操　静　张哲文　纪　庆
江惠慧　童文娟　李　飞　姚　伟
张木锁　赵国强　何伟伟　彭启超
柳芳芳　谢明星　潘晴晴　钱　健
钱时德　潘要兰　周　丹　苏明武
丁启俊　祁元元　胡方庆　韦小燕
祖强强　徐　鹏　齐海亮　李　永
王　娟　胡凤娟　胡　能　贾丰林
汪跃华　王　谨　洪叶兵　谢飞跃
丁成林　吴　琼　王光辉　杨珊珊
马　壮　方　伟　贡丰武　夏　鹏
苏静静　李子伟　于莹莹　王培涵
卢智敏　刘　灿　彭仕菲　陈倩倩
陈　贵　陈　良　王冬梅　俞　超
王　瑞　张文鹏　朱英超　罗玲玲
彭　亮　张浩良　刘云安　朱文娟
时义伟　刘冰锋　汪文军　王园园
方　伟　王　莉　曾彩虹　王诗韵

刘　斌　陈广群　申大静　张昌龙
吴宇翔　华　鑫　王丽丽　陈安贵
陈学燕　王晓玲　章　丽　臧小玉
殷林林　沈玉梅　梁慧琴　刘　斌
胡　健　袁振红　程星星　朱文松
王玉芳　权家广　方龙山　余　莉
顾云光　刘　瑞　朱虹亮　吕登辉
朱　磊　徐　敏　汪国年　姜大明
储得刚　王　丽　陈　曼　仰小露
徐　娥　张　丰　陈芬芬　陈娟娟
王　莉　花娟娟　俞　伟　田俊霞
陈冬冬　汪秀君　刘飞鹏　段理想
周　静　董德美　吴　云　杨　静
刘　萍　徐　勤　国丹丹　李洪春
薛　聪　王诗琦　周先永　魏翠翠
郭　松　应晓敏　高冬冬　吴秀珍
陆　蓉　方　军　王萌萌　王晓艳
黄　璐　翁义娟　高培成　徐　斌
徐　雅　韩　磊　张吴玲　谢　万
黄永生　刘　霞　丁家睿　席　礼
董　磊　蒋　凯　凌信育　张　磊
胡　建　张武燕　邓以军　孙　萍
李　芳　郭　菲　牛　琴　王春妹
李美玲　丁小丽　黄祖龙　陈　晨
王月月　宫玉梅　王方成　周　季
潘　丹　张菲菲　何仙仙　卜静静
钟　玉　徐　婷　余慢慢　王张献
叶倩文　王　虎　卞丽娟　马　赞
詹菲菲　陈　燕　魏金玉　汪宜世
吴　昊　方　平　江　忍　潘宏敏
陈维维　刘　露　史小龙　何玲玲
何倩倩　刘　刚　张　悦　王福荔
李　辉　陈士玲　马　强　孙达飞
李　璇　徐晓辉　班苏涛　孙乔乔
刘　雪　邬冬梅　李　杨　王建龙
朱艳梅　程志青　靳琳钰　汪自宝
张学慧　郑　华　李　艳　周　敏
夏　敏　梁　艳　李恒山　王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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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波　陈曼丽　朱　勇　赵德欢
艾克明　黄　忠　胡　芬　王　飞
陈翠翠　郑　璐　王　莹　李军军
李京京　张　菲　刘跃勤　顾建芳
王春龙　刘　霞　张　静　汪　翠
王少文　陶文龙　王　超　徐琼露
孙婷婷　倪倩倩　贺　莹　巫　旭
黄晓鑫　张　莉　刘江振　方　宵
许香香　肖淑莹　朱先婷　刘金秋慧
吴金剑　万启宝　王婷婷　詹　俊
石春霞　洪　敏　杨　坦

动画专业（成人脱产）

田夜飞　江春凤　姬　涛

会计专业（函授）

李　佳　孙　淼　陈　洁　温芬芬
侯淑颖　李芳芳　史　娜　温　莉
田　甜　谢静娴　马继娥　龚　雪
陈　晶　祁　芸　范冰冰　潘玉姣
葛　萌　陈婉蓉　杭　琳　马　斌
梁　蕊　王晓瑜　张丽娜　张　洁
鲍兆静　孟　醒　陈　欣　王中书
柏　鑫　赵　倩　耿宵璇　褚　萍
冯胜南　郑　如　袁晓萌　朱　青
胡　荣　朱　贺　凌　芳　崔　蕾
张　旭　崔　辉　孙　雪　李　莹
周　薇　季娜舟　苗　兰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钱　霞　张　璐　朱梦宇　柯金来
李家娣　韦　强　李贤坤　邢　雷
唐　建　刘海艳　姜　政　白　石
周　伟　戴枭龙　吴永辉　唐正正
张　凡　刘青龙　袁明鉴　吴范明
尚广州　祝　超　周　华　柴野森
胡　松　杨瑞娇　李侨楠　崔信义
哈明洁　徐　超　王志贤　邰金林

李　红　李　剑　殷　飞　吴挺宇
应　俊　毛维华　于　洋　戴　俊
谢永飞　夏　青　李　萍　解正芸
郑　磊　李　雪　蒋大为　杨　磊
夏月霞　何　骅　纪　浩　刘　建
张　凯　杜　莉　许国庆　林　巍
舒斯文　刘　林　张大强　丁佩剑
刘森森　黄龙骄　曹　洋　李明霞
周沛俊　钱　文　徐　斌　顾　浩
胡维超　张　敏　王梅娟　尹　飞
严小刚　吴　迪　李思雨　冒　昊
李曹泳　庄新华　李良春　商志祥
王　旭　周金婵　范家国　钱　诚
邓炳罛　陶　亮　花　蕾　钟礼海
杨　洋　杨云斌　周雅利　张海霞
邵炳站　任　进　杨　峰　李　芹
陈加新　卞　飞　王彩霞　孙亚君
郭　园　王慧莹　刘　俊　曹清华
陈荣荣　候婷婷　戴永春　戴广州
孙振亚　周　佳　王翔祥　顾书文
陈　伟　胡明月　嵇彬彬　王　星
庄彬彬　丁进龙　高　军　王文浩
蔡秀勇　昌　军　郭庆军　孙　俊
陆　昊　包　靖　谢　亮　周龙成
周义伟　杨　俊　姚宝羽　储润华
张　森　胡安荣　沈　强　朱　伟
刘　露　鞠　丽　季　晶　狄　刚
潘加贵　殷　霞　丁靖靖　吴彦霖
倪志勇　杨　健　宋久州　林　峰
乔于建　蒋廷中　张　涵　张　赛
刘　瑞　朱文亮　王腾岳　潘　威
赵仕虎　武伟韬　刘　超　郭　峰
于荣荣　张　伟　刘明星　王先鑫
李小琳　汪　涛　王　强　聂龙飞
付凯源　赵连辉　李　健　陈　龙
董冬宁　曾　阳　杨　玲　张国华
彭书涛　王　帅　衣春志　吴蕴希

３２８



苏州卫职院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冯金哲　王　静　黄春燕　潘凌峰
徐海峰　卓玉华　华美媛　董　琛
苏良华　汤向红　毛艳君　蒋　佳
王　柯　唐丽娟　王　英　崔燕燕
黄富梅　章苏南　邹美芬　陈丽娟
朱娜娜　胡雪娇　吴秋银　潘秋亚
刘　琰　姜怀芳　陈　美　章丽丽
邹春霞　孙　红　惠　娟

天台函授站

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函授）

王建峰　汤建琼　许光美　戴惠萍
王启昆　裘志勇　范敏君　冯利君
王　臖　杨爱利

会计专业（函授）

张威萍　余笑笑　潘夏津　陈　洁
陈碧芬　郑微微　王芬芬　陈美芬
余喜平　桂小霞　袁继鸿　范锦平
许蔚芬　何明才　齐建明　叶　敏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函授）

陈青山　徐华峰　吴　统　徐永锋
周海英　王汝槐　姚志伟　张　毅
潘若安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函授）

施　琦　陈　超　汤珉珍

经济管理专业（函授）

周　杰　袁碧蓉　汤　怡　庞卫华

潍坊科技专修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脱产）

马振平

温州电大

会计专业（函授）

朱　宁　方晓冰　许　坚　李　峰
吴超娟　曹盛达　诸葛芳芳

徐州中大学院

财务会计专业（业余）

刘囡囡

镇江电厂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函授）

严海清　付运江　王　俊

镇江市科委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函授）

田　琦　田　英　陈　慧

镇江冶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陆国庆　钱加加　周　静　严　丹
方　娇　顾佳佳　周娟娥　颜金洪
任慧春　吴　俊　张　磊　姚　佳
朱明袖　谢培俊　王　健　戴国冬
孙家飞　司　亮　吴　强　邰　祥
凡庆乐　薛海芹　顾晓静　杨　燕
戚孟茵　汤　云　何双燕　徐　娟
张丽琴　程　琳　王庆学　高　鑫
张家俊　徐建伟　田其贺　邹　杨
徐宝平　王　欢　周　萍　朱　静
赵　楠　赵　露　施玉娟　徐　艳
李　萍　黄　莉　朱奇梅　丁晨丽
卜　淼　田珊珊　夏　慧　徐　蕾
樊　梅　吴桦锋　陈　琳　余文舜
赵　洋　穆朋成　张辋纲　朱　晶
韩　超　朱　琪　付鹏飞　宣　辉
谢　军　张　威　张晓燕　魏　韬
辛　鑫　朱双喜　田　影　崔　茹
许　静　郭　丽　王韦燕　凌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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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成　凌　飞　任素晶　罗　峰
王　银　倪　明　邹　诚　季国华
戴　诚　左利军　汤　伟　武晋新
薛　莲　李　豪　朱玉仙　施周凯
田其朋　李　娜　王文婷　倪丽萍

【成人高等教育２００９届专升本毕业生名单】

校本部

法学专业（成人脱产）

张　辉　栾　静

法学专业（函授）

傅馨慧　许春梅　马　翔　王泽俊
魏姗姗　伏　蕾　施　刚　殷海燕
蔡　庆　殷雨薇　陆丽华　潘志慧
殷　苏

工商管理专业（函授）

黄拥军　陈建军　林新娟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朱欢欢　张　霞　黄美霞　张　颖
包霞芳　袁　玲　薛志芬　徐伟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函授）

孙志才　施　兵　刘　樵　王　键
郜社江　郭元军　张雪飞　陆佳兴
章婷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徐　佳　宋　杨　华可烨　赵丽莉
孙　昀　滕　云　周　进　狄丽丽
周志强　陈　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王　宁　姜鲁宁　朱锡峰　阮书桥

范　誉　陈松涛　时成兵　尤　磊
许维祥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臧龙娟　彭耀洋　杨春波　徐　薇
朱　娟　徐　琴　杨　君　周芷伊
宦明海

土木工程专业（函授）

程炳锋　赵梅霞　赵恒政　吴红明
沈丹美　丁　峰　王柳清　张振伟
邱　昊　王济东　李一鸣　柏茂建
左建春　陈　华　黄泽阳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成人脱产）

郭涵癑　陈　佳　徐　进　顾文懿
曹祥麟　王隆文　牛　力　倪　宁
吴保剑　王　娟　朱乐芹　丁淑娴
袁　钰　张　灵　黄　枫　乔　杰

北固校区

护理学专业（业余）

李　珲　郭志美　唐小花　刘　琴
杭亚萍　王晓玲　彭建华　陈祥美
杨　萍　吴　?　季留花　蒋新华
王雪梅　朱艳群　杨金芳　李　颖
唐晓娟　朱　霆　周　皎　朱明蓉
吴　辉　朱水清　秦　艳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林　啸　张　帆　赵春晖　孙义萍
于胜永　栾立敏　耿建顺　吴锦凤
陈弋弋　陆海珍　谢　缤　姚　芬
葛艳婷　朱胜刚　郭允超　杨美琴
袁爱萍　孙雪琴　曹洪兵　万玉海
纪建华　宫　清　尹良东　戴雯娟
徐　莹　王　俊　欧民胜　王银和
陈　震　伍曙霞　万其芳　徐周继

３３０



傅　杰　黎　俊　王　斌　严　涛
郦安群　杨　婷　仇苓苓　刘　璇
汤国华　倪爱民　杨大明　陈　琴
壮　婷　张明亮　许宜选　王　霞
杨　健　朱小红　赵　璐　吉　芳
郑明祥　徐新琴　纪宏革　钱俊杰
叶　玲　姚文刚　朱伟星　张　莉
朱　谨　朱海峰　沈太华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姜冬强　龚凯捷　朱　丹　姜亚芳
张春芳　范恩勇　张瑞芬　陈晓彦
袁春华　许守广　孙益飞　朱志平
王　玲　唐正华　刘　莉　叶　屹
张清润　张爱然　殷　琳　陈　进
董　妍　马爱琴　林　纲　解东涯
刘　静　陈　艳　张　群　宋寅生
周　琰　陈玉娟　陈国红　郁建江
吴红霞　黄山清　赵海萍　吕红梅
杨小红　李　丽　孙　颖　邹洪南
薛宏峰　朱国民　王召友　陈　洁
谢　银　吴金根　邢梅芳　吴小妹
严海东　徐届平　蒋建伟　吴月琴
朱　丹　鲍胜兰　陈艳红　李茂林
傅银锋　周　丽　王朝霞　杨　瑛
沈　丽　张海燕　陆　焱　王玉月
钱　勇　戴文　高　娟

常熟电大

工商管理专业（函授）

冯国华　徐　晨　张　宏　陆庆丰
毛月芳　陆　明　陆晓唐　吴宇乔
江轶伟　蒋容宇　何丽艳　黄晓燕
马惠丰　温　怡　徐德文　瞿明艳
陈金丰　瞿卫东　钱　欢　徐铭来
吴　晔　蒋　群　钱静秋　顾幕宇
蒋佳来　蒋　胜　黄皓鹏　胡莉荣
周洁如　姚丽红　缪　坚　过　炜

钱胜巍

会计学专业（函授）

蒋　欢　朱李寅　虞　珏　温丽艳
潘秋舳　景鲁娜　沈　慧　潘晓晗
殷凤珠　张　烨　周雯婷　汤志军
王颖婷　徐柯浩　吴　骞　龚芝芳
王　雅　赵闽娅　于　波　彭燕萍
王　英　袁锦玉　陆　燕　夏　栋
邓丽艳　姚　洁　石　伟　钱丽丹
任恩明　沈洁红　陈水英　夏　燕
程　洁　张　芸　王　艳　陆　杲
温若南　徐意琴　徐丽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杨　伟　盛叶锋　倪丽栋　姚　静
单　杨　彭宏波　殷　健　归　帆
金宇强　李　丹

常州轻工职技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成人脱产）

王　勤　张　颖　王秋丽　邵月云
李红勤　许　亮　付囤志　江丽欣
张　健　陆明江　赵志亮　杨　成
奚正杰　钱春雪　徐宝时　李富林
姚叶平　唐宏生　唐新明　樊昌恒
葛荣芳　陶华东　还萍萍　陈　俊
李　强　孙　鹏　胡　正　褚　娟
赵金利　李　楠　闵金平　陈　欣
葛金梁　陆元健　潘建平　尹　伟
徐斌健

高分子材料工程专业（函授）

高　震　葛小杰　陈　婷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成人脱产）

朱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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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成人脱产）

刘　强　曹大鹏　朱爱林　陈　帅
穆开松　侯银燕　王卫国　张利娜
朱　伟　陈　晨　王　浩　顾华明
赵　磊　吉　呈　马袁琦　鞠福全
刘云翔　王　宗　龚爱华　陆　明
倪加军　何　瑛　陈　诚　林小敏
史海峰　张　伟　施永杰　张志华
戚俊杰　陈　

!

艺术设计专业（成人脱产）

赵丹萍　朱婷婷　吴慧敏　冷　娟
毕　盈　孙明星　苗　杰　王伶俐
王文明　程　彬　刘　洋

常州信息职技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成人脱产）

蔡志灏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成人脱产）

黄晓国　吴晓晖　郑　敏

常州职大

土木工程专业（函授）

钱小飞　吴　峰　黄俞剑　顾华芬
陈小斌　汪　浚　金勇伟　张太红
章蔚达　陶　欢　朱建平　刘昌海
邹泽来　朱云强　陈　静　周　亮
王　波　郭　翔　陶　玲　陈燕峰
白　萍　马震宇　李红彬　薛建伟

大同教学点

法学专业（函授）

王东升　张登印　李自红　张　娟
王雅琼　杨彩虹　杨　宏　尚丽芹
薛冰峰　阎生涛　尚莉涓　宗利军
白建忠　王润芝　李晓宇　贾晓雁
王健春　马丽春　田　勇　于成祥

冯舜禹　胡国强　赵剑锋　汪晶姝
侯志娜　孙　庆　李慧芳　李　捷
梅　婷　孙少华　张蕴江

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

任丽娜　苑宏岚　董金兰　倪寿松
刘丽群　杨　鹏　高　飞　席　强
郑　敏　耿　静　封彩荣　陈大江
周　芳　申建荣　王鸿雁　刘艳峰
孙小斌　李　磊　刘　嘉　庞　艳
海利红　杨　琳　李晓东　马晓
李春生

教育学专业（函授）

孙　倩　杜瑞芳　高婷婷　龚文婷
魏秀红　赵慧洁　马秀峰　次淑梅
高海清　张志华　都　蕾　杨晓静
许景波

丹徒区教师进修学校

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

解　炜　陈志芬　付文琴　胡　斌
殷云新　邵　颖　朱丽霞　郭俊霞
付　鹏　茆颖慧

丹徒卫校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王宏景　朱世国　罗先平　孙一平
沈莉娟

丹阳党校

法学专业（函授）

荆　盛　唐轶群　朱兰英　张红霞
朱利民　李　娜　贺　洁　王艳华
尹江平　蒋　吉　朱丽娜　刘晋陵
朱　琛　朱秋霞　王　平　朱兰娣
眭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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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人才中心

法学专业（函授）

徐建云　杨林慧　项　辉　张　斌
魏　杰　徐　敬　卢丹萍　束琳琳
汤　琳　周中平　凌志勇　徐琳琳
周荣强　张　萍　龚　亮　戎香兰
颜　力　眭丽丽

会计学专业（函授）

彭建勤　袁玉仙　孙群芬　朱　虹
王承琳　薛春永　周宇峰　郑益红
陈　烨　陆宇侦　朱金娣　刘瑞花
钱佩华　陈华芬　黄丹华　王晓云

丹阳卫校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赵仙花　步金花　束　芳　许　晨
许小欣　汪　峰　石钧芳　李卫平
唐小平　谭峥嵘　朱更娣　庄　志
胡孟谋　步朔东　张　伟　陈菊花
蔡成君　魏　国　朱小红　蒋国锡
王建伟　陆春芳　杨丽霞　王建国
束辉英　戎荣才　吕红霞　陈秀娟
徐硝华　黄红琴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函授）

肖　伟

东台电大函授站

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

黄兴勇　韩大萍　朱竹娟　冯莉芹
徐劲松　杨荣平　印桂芳

会计学专业（函授）

高　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崔培蓓　王恒荣　周红梅　刘元洪
张银华　姜云芳　丁月香

英语教育专业（函授）

朱丽娟　薛　斐　吴晓梅　徐秀平
陆美平　陆丽云　郭春燕　童小丽
周礼梅　张学超　胡爱芬　施长春
翟忠梅　方　霞　姜胜男　花小燕
周　芳　陈　莉　许亚萍　曹庆龙
何彩霞

东台卫校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张梅香　王　瑶　丁　娟　陶　丽
张　洁　管飞菲　朱正娟　阮进兰
王　芬　周　琦　戴庆华　王　华
孙　武　吴小华　孙　飙　周　跃
吴志刚　窦美琴　季晓峰　张洪书

桂林函授站

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

徐　进　陶玉妮　于德灵　毛玲香
毛碧琴　张全正　徐常利　王国干
梁建华　伍仕花　廖　辉　张家政
杨昌能　吴　燕　梁继军　赖顺元
胡晓华　赵美荣　梁昌鼎　蒋日敏
阳文秀　朱继凤　舒华钰　陈　荣
毛彩云　杨　?　粟义宽　宾六妹
秦　越　苏文弟　贲韦程　李志芳
黄　盛　涂社梅　吴　琼　徐丽英
易　萍　王碧娟　龙宪智　管祥英
柏承金　全桂萍　陆金凤　卢益群
吴艳航　易美源　张传荣　董泽兵
阳素忠　李凯红　黄　莺　莫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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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专业（函授）

徐丹丹　唐　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唐　勇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函授）

孟宗丽　粟慧群　廖三英　张裕娟
莫初发　张家仁　祝明基　林中瑞
陈群英　康忠英　秦旺婷　秦　巍

海安函授站

法学专业（函授）

黄伟民　吴　昊　陈枳妗　费春凤
范年珠　范从华

会计学专业（函授）

吴雪琴　朱宏明　顾荣芳　吴小兵
丁　君　周小燕　钱海燕　徐海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姜海彬　曹晓曼　田　瞡　周海晨
范竞文　袁　俊　高　磊　仇云峰
周昌明　吴金明　丁　钧　李小红

海南函授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成人脱产）

崔林虎　蒙华东　方　福　朱德文
冯　可　冯学庆　尤海胜　张华敏
王　中　薛世敬　刘　毅　邓境松
林　娟　符鹤仙　邝似斌　周一青
池光慰　韩　萍　翁太春　郑建中
徐济清　李　涛　周素芬　姜　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函授）

黄旭东　王　杰　宋卫萍　符世彪

　　法学专业（成人脱产）

刘燕琴　李小玲　刘雁辉　刘　梦
王林新　杨小滨　朱希国　林志猛
王胜蓉　唐受瑜　丁　玲　冯　莉
寰　微　赵霞丽　韩康炼　程小龙
骆国晖　冯　玲　方雄辉　陈正仲
符国周　邓丕妹　黄开献　李　越
许战旗　郝玲玲　韩　涛　宋　娟
陈　斌　陈　雄　林　萍　梁　波
何海群　王丽丽　陈　敏　吴昶卉
陈春霞　杨　军　曾海雄　傅　坚
黄位孝　张　洋

法学专业（函授）

裴成家　冯广文　张警予　李兴义
肖　斌　颛颖娟　何齐兴　王雪清
王建兵

工商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谈义军　潘　虹　时尽卫　王　莹
黄芳瑜　王　琴　洪胜为　景　丽
赵　冬　杨全武　柯维平　吉训魁
周　剑　唐南粤　陈　劲　张　杨
颜国盔　吴　琳　汤庆华　刘玉莲
陈丽南　钟璐米　吴海丹

工商管理专业（函授）

庞　俊　韩春苗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张雪鹏　卢家娇　彭雅彬　杨　璐
杨春丽　李祥伟　陈芳敏　王慧敏
韩清娜　陈　莹　樊　星　陈克林
陈　苗　郑璧霞　陈太梅　黄林虹
刘庆伟　孙　群　李　清　符春虹
王慧晓　林　坚　陈　虹　卢家伟
符林菁　王一钟　黄红权　高元春
吴亚琪　蔡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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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专业（函授）

章家儒　陈英梅　罗　帷　郑桂仙
李俊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李正梅　岑举利　文　默　刘　佳
张锋利　陈伟杰　卫光盛　黄　勇
林友明　符平锋　甘传利　童文剑
曾　妹　符　滨　王英莉　万忠意
吴毓环　张运杰　韦承飞　吉训益
吴海菊　吴华汝　凌仕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翁锦辉　李志琦　王　刚　侯　欣

市场营销专业（成人脱产）

鞠凯勇　汪锦平　彭江振　林　林
高　颖　董德宁　符　妮

市场营销专业（函授）

李雾雪　陈育越　何　慧　彭　红
林　琳

英语专业（成人脱产）

张　艳　吴晶晶　冯　梅　陈春草
倪　群　唐　青　吴　冰　陈秀娟
高　云　周　玲

湖北科技学校

工商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陈登奇　李晓蓉　焦传贺　丘　松
雷留命　雷元杰　刘　洋　罗巧红
陈　钏　高崇开　何　丘　李　炯
林小清　向飞跃　杨俊鸿　朱　静

护理学专业（成人脱产）

陶　莉　严　欣　王洪波　田国娟
王　欢　万　川　练桂英　张幼莉

冼燕珊　何惠仪　邓燕婷　胡少珍
符燕球　朱凤霞　胡　芳　舒　丹
张　明　陈桂兰　谭贤红　王　蕾
胡红霞　刘俊鸽　丁立桂　杨志萍
余笑纯　周艾蓉　谭　君　王　娜
柯　瑶　郭小春　李　娜　舒小兰
李　鹏　桂　宏　双　芬　朱紫燕
何　灿　马　婵　黄舟叶　王　哲
丁冬梅　周爱琴　鲁冰凌　万玉芳
江　滢　吴　玲　吴红桃　张金环
汪　敏　王　梦　李春燕　张秀梅
李惠芳　顾　婷　仇文婷　谢哲华
吕美宝　黄丽珊　梁凤姬　罗　利
姚楚娟　薛素贞　钟玉瑶　黄秀娟
莫韶妹　倪　娜　岳志琪　何小梅
严晓岚　谢洁珊　李　莉　何月明
叶燕霞　林卓婷　刘肖妮　温远霞
胡兰珍　陈少芳　张晓丽　欧阳有玩
蒋文琦　杜群英　江　艳　谭志云
孙　浩　张　洁　郭玲玲　袁娟书
张丽华　高爱华　黄惠珍　陈聪玲
黄惠芬　骆伟燕　周　芳　肖海兰
姚　潺　曾　辉　范寒院　黄　静
陈文霞　叶　婷　潘美珠　陈　娜
刘　艳　唐　敏　许　冰　付华丽
林丽珊　张玲俐　颜　波　李　沙
朱言君　何燕芳　许　贤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饶洪梅　游　君　冯卫明　刘兰花
叶喜玲　周云翔　黄兆娟　钟　攀
陈新华

会计学专业（函授）

邢　敏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脱产）

王志强　杨剑明　叶晓花　陈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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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晖　杨　虹　郑红苗　骆思雅
王望桥　周穗华　黄美浓　姬　娜
李世华　赵家彬　苏晓利　马海英
万舜臣　谢莉芳　刘利刚　王　群
唐华川　杨宏刚　方　华　陈雅琼
黄嘉瑜　霍思远　徐仲文　刘银洲
王金州　刘智慧　徐汉霞　刘国娥
江桂忠　郭　明　骆　翼　方　涛
夏军州　李　霞　陈红林　姚玲方
梁　凯　胡　兵　邱向党　蔡　丹
杨　浩　文　雅　何　蓉　杜洪涛
王新海　陈伟军　李旭华　李　庆
缪苏叶　谭　正　郭　罗　朱亚平
李晓璐　徐银川　彭苹苹　喻遵辉
周小丽　徐　玮　谭　纯　张益新
徐雁林　高少伟　徐　满　周　余
王　菡　张雄华　孔新华　杨　海
张辉雄　胡艳艳　刘慧玲　欧阳文娟
吴小华　刘运涛　李　亮　李　波
曹慕民　周丽霞　叶德义　柳世锋
潘丽珍　罗俊宇　陈玉华　李健超
梁卓琴　刘驰云　顾惠玲　邓剑秀
蔡桂荣　周运雄　张本传　胡飞冬
文　翊　张汉双　吴文忠　杨省坤
邓广初　李桂平　何高志　何　萍
张　胜　胡勇忠　涂沐淮　罗志平
丘福松　涂娓花　赵　武　张华明
何景寿　曾华连　梁琼云　程吉祥
李来新　冯韦伟　李　民　谢柏年
古平香　刘　英　张向葵　张文辉
于广深　陈速裕　吴雪苗　郭剑蕾
吴颖智　于　强　张　辉　张学军
邓长江　陈能栋　伍晓娥　梁雪琼
钟顺丽　梁少璋　钟丽英　邓碧波
陈灼荣　刘　旭　丁??　刘学成
罗石友　张国旺　巫伟忠　黄雪良
张友安　李　洪　廖振房　陈　阳
高建军　钟　伟　谢建初　刘文锋

钟利捷　陈小玲　刘锡忠　张惠玲
刘碧清　黄海雁　蔡雪琼　陈　蓉
庄志坚　刘传莲　王　璐　古国珍
伍伟芬　赵巧娴　高环枝　张国顺
单旭明　姜　涛　宋　岩　练咏红

市场营销专业（函授）

陈　勇　许志文

土木工程专业（成人脱产）

黄　杰

土木工程专业（业余）

林周敬　池启贵　池振伦　王章彪
黄廷华　乔　霁　池启盛　池宜灼
蒋仁炽　池启就　林　铖

药学专业（成人脱产）

黄飞凤　闫　勇　蔡　欢　张丽娜
陈　璨　张　超　陈　侃　金永楠
谢　敏　梁松新　陆柳娟　黄　宇
黄咏唐　卢婉娜　谢海燕　吴彩琴

药学专业（业余）

吴艳华　季　娟　程小莲　梁凯华
卫智端　欧晓霞　黄结萍　曾文娜

医学检验专业（成人脱产）

胡　萍　蒋　超　林　燕　芦　璇
孙　萍　胡晓燕　欧　苗　熊庆云
陈　欢　张学东　黄琛琛　陈　晶
周迎军　周明山　杨　勇　李　冰
黄星华　邓秋萍　梁　鹏　何锦添
陈基芳　陆中奎　梁小兵　陈泽恒
张淑仪　王忠标　卢芝君　史　颖
曹　峰　傅长信　李琼燕　李　芳
鲁绍琴　解　欣　左　芳　陈　莉
柯　俊　陈　端　徐鸣皋　曹玲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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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黎黎　余旺枝　王贵美　樊　毅
邢美琳　姚　珊　崔　萍　杨　李
薛　莲　杨进红　罗维民　郑坚定
方光辉　崔　泓　石莉萍　李斯文
王春兰　戚　勇　程　姣　吴颖涛
徐　涛　汪　芳　陈　静　王新宜
陈　敏　胡颖萍　朱金蓉　周铁明
姜　薇　马玉霞　潘春燕　姚　洁
马　娟　陈　伟　杜顺聪　陈梓池
蓝薇薇　刘德琳　麦光兴　徐　曼
何国坚　焦国立　汤清苑　钟思征
罗莞超　赖妙儿　叶国永　张　娟
罗华玉　陈世浩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张苏坚　卓创近　张桂青　刘丽雅
誉佩玲　杜淑连　卢秀芬　唐敏儿
谭汝宏　李艳丽　张杏平　陆扬光
张瑞娴　郑雪莲　林　蔚　彭素娟
崔东岚　黄少珍　吕丽珍　黄杏燕
梁碧珊　邓卫武　蔡庆文　苏国晖
梁　健　张　蓓

淮阴卫校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于正清　刘媛媛　石德柱　韩雪花
林　森　董长征　刘艳秋　李　礼
汤小利　张玉红　翟永梅　程　冲
胡　兄　戴玉婷　章　荣　邹兰霞
乔以凤　徐启芹　许小林　徐建春
朱学涛　张树敏　王　刚　张宏顺
伏晓清　江　平　蒋　玲　张　丽
朱丽娟　万长春

江西函授站

法学专业（函授）

胡　泉　刘光明　戈兰军　郭昌春
王小波　邹　伟　葛志万　许焕斌

余水平　王　洁　黄　芳　廖剑勇
蔡勇　刘书智

工商管理专业（函授）

李　军　熊志群　余图军　张来香
刘志明　朱明峰　梅　萍　赖炳伶
陶钧辉　魏朝杰　熊沁微　朱剑影
陈丽芳　王　勇　漆建华　刘春霞
梅　磊　王　艳　张　磊　乐　倩
王　凌　吴瑞琼　袁　露　熊艳红
江明敏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函授）

周　艳

会计学专业（函授）

殷福英　周　敏　潘飞燕　张丽红
肖宇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李雅莉　万文东　周方平　张　群
詹昌平　全文军　万　意　赖智华

土木工程专业（函授）

郭全根　杨秀根

江阴函授站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成人脱产）

陈智勇　周　瑞　陈祥富　黄海燕
樊　辉　纪　亮　陆　翊　李欢欢
徐　敏　宋维亮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函授）

鞠桂娣　曹静英　吴小兵　杨　萍
夏季军　舒建云　徐　宏　徐建军
刘　群　陈　佳　薛　斌　王　佳
李克山　夏莎莎　张静润　常燕萍
陆莹燕　汤书芸　钱红芳　许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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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敏芳　冯玉丽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函授）

顾敏锋　冯　君　薛前进　李许红
李　冬　陈　兰　杨　勇　薛晨超
陈慧峰　张可可　仝玉宁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函授）

袁小红　任　娟　谢建凤　陆必云
万香华　徐秋华　高振雷　丁　弘
何　皑

姜堰函授站

会计学专业（函授）

李　辉　周燕霞　王　玢　冯　岚
景凤平　黄　谨　凌　莉　陈银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袁小娟　袁小艳　徐秋红　陈　鹏

金坛市职工学校

会计学专业（函授）

谢丽萍　陆韶华　杨　燕　王　琳
曹云舒　田志琴　徐小燕

句容党校

会计学专业（函授）

夏晶晶　曹　健　吕春明　朱　臖
王　群　陈卫英　潘　红　凌爱国
杨　蓉　戴军强　严国正

句容教师进修学校

英语教育专业（函授）

李　俊　纪志静　朱文聪　巫　佳
陶　骏　张　慧　杨兆鹏　朱　婷
奚玉萍　丁永勤　尹　普　濮如芳
苗　晋　何良琴　俞　彬　移　建
夏　歆　顾　玲　巫　雯　徐　亮

毛　静　郭宏华　徐娟娟　凌晓燕
张　琳　梁九梅　刘　杨　王秋霞
葛孝定　陈　杰　张梅玲　李　艳
张　剑　王　霞　韩　燕　袁荣华
卢晶国　王　圆　江明泉　怀　宇
刘　欢　许盛岚　应国庆　彭超霞

句容卫校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王　浩　万　臻　叶婷艳　庄国祥
戴双兵　许根宝　杨晓兵　徐士云
李永强　严学义　张　妮　胡万运
杨爱坤　李志群　张　明　李　勇
陈尚君　殷久伟　王和平　胡　伟
朱玉梅　张长波　徐洪均　郑　国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法学专业（函授）

程善东　徐晓佳　李　静　陈晓

会计学专业（函授）

季汝瑾　王　冬　朱　佳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法学专业（函授）

李继锋　高亮明

护理学专业（成人脱产）

武华芳　秦　洁　张　珍　卫崔琴
李建萍　王　蓉　柴亚丽　李晓惠
闫　芳　李俊琴　赵园园　张素瑞
史隽隽　桑晓娟　严　红　李　妍
付亚琴　王晓飞　张　瑜　史小华
郭晓燕　孟密密　侯　菲　程　丽
曹志静　李艳丽　张瑞琼　黄丽霞
史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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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专业（函授）

李兴平　周园园

教育学专业（函授）

李强辉　尤丽平　王　兰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脱产）

马海霞　吉芳芳　徐　芳　胡林明
樊武保　刘元华　孙晓燕　李文梅
魏志刚　段保华　刘艳霞　王　维
张军强　司俊杰　关　军　郭雅智
张丽丽　郭星宏　许晓微　贺伟华
曹晋莲　王　瑛　郭慧娟　赵小云
王启峰　毋　锐　史　瑛　史宝俊
薛华斌　师保勤　张峰华　刘青春
王吉芳　高文科　王　瑾　席建明
樊　静　许振华　关华锋　张　晶
崔　菁　王　青　李振源　李雪玲
任作荣　陈春燕　张伟伟　徐艳芳
秦俊莲　陈　霞　刘培成　杜春平
杨清侠　阎凤萍　贾红丽　杨丽红
郭建刚　安丕琪　徐金萍　史建明
杨艳丽

医学检验专业（成人脱产）

王文清　畅芳周　靳艳琴　高　燕
赵翠霞　

'

　玉　杨　艳

梦溪校区

法学专业（业余）

吴志国　龚小柏　彭　涛　王　盈
范裕颖　谢彦楠　陈　婷　杨劲松

工商管理专业（业余）

陈　俊　刘　震　张　欢　徐　敏
殷　琴　严　贞　戴峰伟　孙金娟
刘　励　成　骏　杨　乐　蔡建辉
徐志娟　钱晓　董　欣　沈　浩

黄　波　程亚琴　陶曦露　高新宇
郑文妍　张　炜　谢　军　王海燕
童迪明

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

殷丹丹　阙　蕾　蒋榕君　于苏平
赵　敏　杨志明　刘　萍　罗志云
王鸿芳　殷　琴　谢安林　蔡荷兰
孔　婕　谢　萍　胡　聪　胡　颖
徐小娅　杨　洋　张　璐　靳钟琦

会计学专业（业余）

宋吉林　张文斌　金　灵　曹　俊
章晓蜜　田　静　潘文博　唐如芝
刘　娴　陶建军　高义军　王海霞
丁　钧　赵　佳　徐佳静　朱希斌
王　红　崔　静　韩　非　李　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业余）

熊尚辉　李　珏　吴　斌　王信苗
史华钢

教育学（小学教育）专业（函授）

谢　晔　袁　阳　王　燕　霍　超
周丹妮　田家飞　朱　坚　陆骏杰
张　霞　刘　甜　许扣珠　张　伟
唐白娥　陶　琪　耿　焱　苗　俊
刘　苏　纪娅娟　徐宝龙　仇立琴
朱丽萍　杨晨亮　杨爱勤

教育学专业（函授）

高先峰　史柳萍

金融学专业（函授）

仲　卿　李　伟　谷　容　朱征宇
张蓓蓓　何　飞　解　松　孟春萍
陈雪雷　吴伟鑫　潘　阳　石　芸
王　琴　王晓辰　许　俊　严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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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建忠　张　彦　钱　燕　陈　玲
虞　静　徐英双　郭月琴　黄　俊
陆传珍　何晓燕　崔保军　徐行燕
袁　琴　汤林燕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函授）

乔　丽　陶　权　唐红文　严玲凤
周　燕　张陆军　王　涛　张白娣
徐迎春　马新华　吴银花　陈萍莉
沈晨曦　徐玲玲　曹德云　周　峰
钟　辉　倪连方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业余）

许孟卿　赵　悦　王　霞　张　伟
刘　骏　魏建锁

南京教学办

电子商务专业（成人脱产）

薄　芸　肖愚得

法学专业（成人脱产）

陈宝春　臧　强　田忠于　胡嵘巍
于　岩　李　轩　朱晨耀　吴斐
何　昀　江庆华

工商管理专业（函授）

张权发　陆荣荣　管　潇　冯　波

工商管理专业（业余）

顾锦华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陈敏华　赵　静　杨　益　袁丽云
杜薇娜　邹震勤　周　翔　俞美华
杜乾一　高　超　顾婷婷　杨芸燕
鲁芳芳　汪　洋　钱红叶　付　云
李　静　黄　晓　沈龙江　冯焰贤
张　洁　夏伟云　周明珠

会计学专业（函授）

张　鹏　李　芯　薄　帆　王红红
王　秀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成人脱产）

顾小进　陈二元　陈金坦　周荣兵
邢承华　吴明洁

市场营销专业（成人脱产）

过　峰　朱　峰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成人脱产）

王　前　宋佳露　祝笑风　邓振雄
徐惠东　蔡锡民　陈红波

英语教育专业（函授）

单方明　陈素平　郑良香　蒋小飞
窦继兰　孙彦燕　徐　石　曲景梅
邵会梅　张　伟　汪　瀚　孙绪江
王　利　李连玉

南通体臣卫生学校

护理学专业（业余）

黄冬梅　刘春慧　苏桂蓉　金俊芹
王云芳　蔡淑华　房　波　吴晓燕
郭志芳　瞿国霞　葛栋云　盛建霞
赵焕利　屠新丽　王美兰　王　萍
陶海燕　顾兴菊　陆芹珍

药学专业（函授）

张　峰　孙　觉　杨　洁　钱生勇
朱冬梅　叶国富　王春梅　任汉学
张洪雷　王宏良　王消冰　曹　鹏
印芷园　周爱民

南通职业大学函授站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函授）

黄　炜　刘　蕾　陈纪蓓　杨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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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景　葛建云　陈　烨　徐　菊
徐　华　郁永杰　冯小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陈　建　管彩虹　王　桦　张建中
刘　振　张　秦　蔡宇宏　蒋永涛

土木工程专业（函授）

王海英　张佳南　龚　兵　周爱东
朱　锋　周永锋　袁德清　吴永祥

如皋市江海技工学校

法学专业（函授）

侯正宏　于　红　蔡　霞　张晓阳
薛冬冬

会计学专业（函授）

王宇霄　江　琴　王茜茜　孙　霞
胡春云　平松军　余韶驰　沈　琴
郑筱萍　马　正　吕莎莎　夏　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郭夕泉　李仕良　范志军　蒋秀兰
陶健锋　沙晓纯　陈建忠　郭晶晶

山东临沂

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

陈夫龙　解忠振　张　超　文智峰
杨　波　孙　婧　张艳艳　张怀宁
蒋廷生　陈　静　万继勇　吕　莉
沈春梅　张常清　张宏霞　吕宜永
应小波　臧　艳　单培虎　张　曼
王晓雪　陈　敬　孙建兵　袁高堂
朱高杰　许正林　赵　玲　韩谷丽
李丙敏　刘龙梅　薛爱娣　孙兆伦
乔幸福　邵长前　穆冬丽

　　护理学专业（成人脱产）

常　慧　张瑞娟　王　萍　王娜娜
张　梅　孙洪真　孙业丽　王瑞红
刘洪爱　李向云　张艳华　张　霞
陈　配　姜自如　顾　靖　王伟伟
张寒玲　陈兆翠　刘　燕　郝学风
郑彩凤　陈建霞　丰桂云　庄会媛
许建霞　郝海燕　胡海英　闫贵真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脱产）

马　松　白　冰　李敬柱　何夫文
张　建　汤爱臣　亢莲莲　孙凤忠
刘　娟　孙崇伟　公方升　刘　琰
葛春兰　刘　刚　翟兆锋　孙晨旭
李玉芬　孙富文　赵传军　姜　波
尹　晓　葛　伟　陈飞飞　上官继勇
吕玉芹　闫朝永　何兴振　公丕平
靳春雷　吕宜凯　解晓董　王兆艳
袁位秀　姜　晓　贾玉海　魏茂芹
张雪莲　张传喜　史运峰　宋福杰
朱向华　李继彩　王　飞　周　勤
姜　洁　徐　玉　葛秀英　季　平
徐会芳　冯立光　朱凇梅　吴永奇
王明丽　郭常英　张　萍　刘长美
安继军　曹　磊　张　丽　曹青青
刘庆文　王　珂　朱述建　邢其圣
宋增爱　王飞翔　夏向军　胡全胜
刘成林　孟蔚蔚　张希良　刘庆立
解培琴　王　朋　张清华　赵爱香

药学专业（函授）

高秀府　沈晓光　凌志国　李爱红
张传海　杨明俊　石少伟　李克宇
丁源彬　刘宝莲　张　杰

医学检验专业（成人脱产）

褚福第　马惠萍　马　磊　张志艳
郁宝慧　房树兰　刘　芳　颜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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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伦　侯　浩　史学东　张秀荣
祝国星　梁龙龙　卢　伟

苏州卫职院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高晓娟　王双双　吴胜英　姚丽华
孙吉　汤全英　张利红　钱雄杰
沈建江　卞淑慧　孙　思　宋铁梅
李春妹　卞　菲　朱春锋　吕守云
储玲玲　孟婷婷　张李华　唐　燕
谢敏瑚　吕春燕　胡　贞　徐　斌
翟艳红　李　宣　赵　昕　顾莉敏
石　磊　徐　娟　蒋孟军　方　敏
周　钧　陈春霞　冯　芳　沈　娟
梁文希　凌　晨　王秋萍　浦洪波
汤　瑜　吴文辉　凌卫明　张　恒
朱琴芳　冯佳靖　王永珍　曹　颖
吴黎明　周立芳　乔健健　陈　英
朱　辉　曹红亚　张小娟　缪孟郡

苏州职大

会计学专业（函授）

沈　岚　王　韵　叶开翔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函授）

周兴龙

宿迁卫校

护理学专业（业余）

何书会　丁　宇　张淑艳　杨　丽
陆　娟　骆　峰　张　云　孙　菊
骆十姐　吕　艳　金　薇　徐　媛
闫首珍　孙　波　许小方　陈柳君
陈学红　柏　红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田继香　岳沪宁　臧　帅　李业波
丁永妹　武太峰　王永付　谢红妹

徐为刚　汤　振　沈习来　饶大勇
王李军　周　军　费正东　马进爱
许兴柏　骆爱群　郭典洁　朱桂芳
陈　松　蔡生之　邵陆军　叶小彬
侯金华　马瑜婉　杨　娟　张　炜
崔进军　刘　敏　刘　辉　马　红
陈　鹏　杨　鹏　汪　永　李　想
罗辉耀　江小玲　李勤梅　王少甫
张庆光　陈　迅　王　奎　张春雷
王　勤　袁宝中　贺恒雪　陈　斌
徐鹏程　戚光乾　靳宏举　顾振军
胡前平　王　娟　朱　玲　何书平
方志全　白书艳　沈　毅　戚永胜
高　山　施柏春　倪宿宁　陆玉霞
张永振　李金柏　单新平　吴良臣
倪小平　陆庆屯　孟　凯　李　秀
王　朵　陈万庆　高曼丽　徐素文
力秀梅　朱爱祥　王家顺　李金玉

宿迁学院

法学专业（函授）

孙家同　王新林　刘　成　张　玉
王　晔　顾言伦　樊苏艳　刘　刚
陈　菁　张克车　沈　璐　朱　永
何新刚　刘新建　李　刚　廉承锦
曹春生　李　坤　黄珊珊　苏冠芳
魏　东

汉语言文学专业（成人脱产）

许堂伟　仝江红　唐晓杰　桑美丽
王利明　夏　猛　仇爱华　龚　平
蔡海瑞　张　飞　乔宏伟　徐　艺
李　慧　葛江艳　徐宜珂　沈　倩
姚　敏　潘　慧　张　跃　李　文
徐春雷　王建兵　俞　勤　郝　丽
李　静　朱晨燕　郑丽娟　王桂香
蔡华北　顾文兵　冯丙良　杜　敏
王婷婷　张　洋　盛苏梅　骆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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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赛英　张新兵　邱中良　赵　仲
于　洋　刘　卉　周　卫　朱志刚
张润之　徐　翠　石　敏　卢保民
王玉祥　张　宋　吴雪梅　陈小文
臧　宁

会计学专业（函授）

梁　芹　吴永军　张亚兵　周海霞
李向阳　廖　文　张　娟　岳培培
丁　健　陈　景　戴　颖　刘　艳
王丽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蔡　靖　仲其刚　罗雪林　于新喜
李苏芹　沈海红　常　军　庄加艳
周　飞　袁志勇　程　坤　印少涛
高　芝　康　娟　张　芹　倪宏莉
王　丽　蒋晓华　丁红梅　张　颖
翟巧梅　虞择仁　张丽红　涂永高
陆　军　张　雷　王宜平　金国柱
朱晓辉　花　纯　仲海军　吴　杰
刘桂红　葛艳艳　何新云　杨金龙
王腾飞　徐洪亮　孙明明　蔡文文
吴良娟　朱金成　黄　梅　钱大江
汪振平　杜怀杭　唐　宇　王华成
仲晓文　杜苏民　陈苏琴　杨应力
司大剑　颜立平　曹明路　王小冬
张　进　田千武　张建洋　杨怀旺
王　梅　王　影　孙　磊　徐　军
周　娣

教育学（小学教育）专业（成人脱产）

吕　英　戴冬梅　张　冉　叶丽娅
陈　苗　彭　亮　魏　玲　孙小臖
张　曼　邱媛媛　叶　纯　丁迎文
葛恒衡　陈　功　庄　倩　李华平
肖少飞　陈　靖　纪淑静　林艳玲

土木工程专业（函授）

杨春丽　崔宏路　高　飞　张维军
张海燕　谢庆明　杨　勇　陈海艳
李　民　王莹莹　朱海燕　邵正刚
尚亚军　陈　佩　周　胜　钱　永
刘剑波　纪兆青

泰州人才

护理学专业（业余）

张慧琴　丁月平　杨菊霞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缪昌东　於荣铸　徐　霞　孙小平
沈亚琴　栾成明　成　岭　林　晨
吴建军　姜继军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法学专业（函授）

孙　剑　韦红梅　田存吉　游澍润
孔随俊　冀昌勇　朱　琴　任维荣
杨　华　冯爱华　黄成纲　徐　瑛
孙远纲　沈栋娟　陆红峰　栾建军
尤素霞　阮亚娜　顾　莲　季科进

工商管理专业（函授）

周　萍　艾长春　吴　皓　于　燕
张巧兰　张丽丽　王晓静

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

李爱荣　孙周
!

环境工程专业（函授）

卢大群　李凤明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函授）

李　智　孙雪芳　彭菲菲　张焕勇
殷付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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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函授）

吴　蔚　王　琪　许　勇　李锁定
董友斌　陈晓波　米月明　解长锋
仲伟辉　戴文忠　曹海峰　季　政
周晓琳　孙红兵　黄光辉　王　凌
章康强　邵　凡　钱轶华　吉启东
陈伟才　戎小峰　李　军　葛小娟
解厚亮

药学专业（函授）

钱连珍　王莉娟　李网锅　陈　光
徐朝飞　吴　奇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王小红　夏春荣　王华平　丁雪晴
黄　霞　褚小慧　朱　华　朱　瑾
刘党英　盛伟武　李美兰　许　佳
王　进　陈巧凤　曹　丽　王　莉
朱国华　蔡　震　孟秀芹　钱　荣
沈江涛　朱　琴　张冬民　曹　锋
刘卫红　于见才

英语教育专业（函授）

王素玫　刘　莉　帅萍萍　蒋秀峰
花红梅　沈小燕　朱文武　陈如兰
孙　良

天台函授站

工商管理专业（函授）

梁　勇　黄　雷　金财智　陈雪芬
周黎明　芮可宁

会计学专业（函授）

姚卫兵　庞启威　何忠形　朱丽莎
戴晓萍　陈群芬　姜丽君　章　杰
王灵肖　胡晓薇　叶映辉　许爱萍
林玉萍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函授）

何逢东　陈永强　林学平　胡永明
朱　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夏晓强　金若华　项加官　谢形飞
徐优敏

潍坊科技专修学院

护理学专业（成人脱产）

王　磊　王素君　张建秀　魏爱霞
王以花　徐春华　沈　俊　吴爱平
王永萍　宋　琳　郑　嵘　吕桂秀
宋尚红　孟令美　楚爱荣　于艳华
张　鑫　荣晓红　徐　琨　王惠蓉
李　婧　李　坤　靳琳琳　魏丽娜
褚翠霞　焦玉丽　董　琦　卢　冰
苏　婧　齐小宁　谢　亮　冯　锋
李　敏　王丽娜　王海云　冯艳艳
韩美英　高洪燕　燕纪英　任　萍
肖海媛　韩晓敏　张金荣　段欣欣
张宝英　田春芳　焦晓华　贾巧燕
田慧芳　张　娜　尹志红　李　玲
庄玉春　李瑞英　邱兆芳　刘德云
张乐平　杨　雯　吕　艳　朱明菊
赵　繸　桑　燕　温　萌　张　芹
马向群　梁怡虹　孙艳丽　许秀霞
刘　霞　闫春兰　郭　萍　孟萍萍
赵冉冉　魏　伟　姜素瑕　李　珂
王　蕾　巩桂丽　宁　莉　刘　雁
弭娟娟　葛　萍　王　静　张红梅
王　芳　李玉梅　刘福艳　薛忠花
常雪芹　刘桂凤　王建华　夏纯婷
张秀芝　唐富爱　万　群　蔺艳枝
李爱华　时　晶　张　莹　赵英梅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脱产）

刘存津　王桂祥　孙玉芹　葛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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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继燕　边秀华　孙月霞　孙成国
耿永梅　彭翠珍　纪经红　秦　良
黄礼鹏　常俊玲　王玉琴　张　清
周　霞　徐金华　陈恒杰　王守仁
周海蓉　左晨龙　冯　敏　谢艳霞
丁　超　闫玉红　樊宏丽　孙志强
路　群　丰　蕊　王文静　齐桂芝
王立波　肖　磊　王亚洲　董澎基
姚辉臣　王伟敬　朱玉玲　田　强
乔樱花　孙玉香　张经诗　李国鹏
高　亮　燕海霞　陈　倩　李军华
李彩霞　聂　磊　陈学伟　孔祥玉
霍锡元　霍秋玉　孔得福　窦发坦
李爱美　李雨峰　刘　君　王文英
孙继章　王洪涛　饶丽云　王光常
唐　静　陈天亮　李明利　马爱平
陈培新　武　晶　谢　强　南明利
李大丽　王志斌　罗光文　亓　蓓
裴云明　姚广新　郭庆国　解晓阳
樊　丽　曲　云　郑文庆　孙增信
李宝秀　张来亭　郭安丽　邹晨容
刘新艳　兰顺龙　姜鲁洲　王桂梅
战淑彩　张志海　杨正德　张子慧
张　玲　董　辉　谭丰瑜　张　雷
朱　峰　高晓慧　刘汝平　马　杰
王　岩　韩金伦　王华瑛　袁　东
顾同国　朱崇密　祝成虎　宋学亮
葛康香　战军伟　郝臻臻　唐　伟
石　岩　韩景刚　孙丽静　张　燕
柴　璇　刘华良　董克胜　杜洪彬
范立红　陈照亮　杨刚岭　董　莉
彭秀花　张伟照　杨维波　徐利军
任宪芬　韩明亮　朱秀华　薛莉莉
封　杰　孟祥东　孙卫红　王启荣
王学飞　时　磊　周冠军　林红美
李　鹏　臧国霞　李永利　解溯源
杜　峰　尤元波　徐　添　宁俊霞
李来刚

药学专业（函授）

王洪星　刘　枫　崔　琪　崔孝峰
李秀峰　于水清

医学检验专业（成人脱产）

李晶心　田秀俊　胡秀梅　杨　蕾
薛　卿　李　刚　张晓倩　于　强
王　涛　江　伟　李　红　刘延东
宋新颖　边廷敏　徐勤凤　尚文会
刘　燕　马化聪　陈　莉　孙　雯
邓春玲　吴德峰　王光让　卜文姬
王丽丽　王新娅　梅红梅　金　鑫
扈庆花　王春霞　杨修金　常桂元
任瑞霞　王海菊　周　晶　续一连
孙启华　赵红红　张　燕　马丽娜
崔树玉　夏恩丽　褚艾君　李振振
刘根贤　彭　燕　王柏田　刘道义
史金伟　魏　娟　李　燕　杨　柳
李佳华　吕金明　郑媛媛　李文海
王丽华　杜拥军　贾士全　于家军
张　静　尚明新　李　丽　于海珍
郑秀云　王利军　马志强　解俊芳
杨东昌　王守燕　梁玉兰　张　蕾
冯金果　范广忠　姜翠花　任荷英
徐俊琰　薄文提

温州电大

会计学专业（函授）

朱连有　姜方毅　陈芳芳　池晓平
林扎余　姜　蓓　李　琼　厉海鸥
董素莲　朱　毅　黄晓敏　胡伊黎
蔡　玮　张慧娟　王斯定　张春眉
郑冬梅　梁君丽　高芝善　吴朝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黄启华　徐声海　周　铎　孔令彩
卢彭龙　王强勇　包屹立　方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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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电大

通信工程专业（业余）

季　青　梅　松　吴李晓　林　佳
唐　柯　罗俊渭　江华烽　王可扬
郭　燕　钱　臻　席松琦　郭　珍
杜国强　宿　斌　丁晓峰　蒋　辉

无锡教学点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函授）

刘　艳　朱虹仙　郭　宇　陈晓东
杨玉彦　蒋震芳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函授）

董冬凤　丁海兵　朱一峰　史成芹

吴江函授站

法学专业（函授）

姚魁强　易　　黄保忠　沈卫青
陆　青　董月诚　吴　炜　李　强
金剑秋　丁　虹　陶　峥　沈　琳
周家源　姚亚平　戴　珏　金　山
沈　凤

会计学专业（函授）

徐　晴　顾雪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凌俞刚　刘雪琴　王　丽　许雪峰
王志锋　沈国平　翁永根　夏　玮
彭志毅　徐　健　吴继华　江玉良
俞惠锋　金　鑫　葛　斌　金国栋
陆晓锋　冯乐天　汤小燕

武汉科大

工商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汤艳荣　王　东　曾玉倩　邱天添
李明强　宗加祥　李　君　翟春燕

张建红　陈银凤　杨阿瓦　吴志芯
蔡　英　魏泽雄　杨　柳　郑　德
段兴超　张晓光　胡银楹　刘　畅
闫学文　李　然　李云峰　孙晶晶
陈月梅　冯　佳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郭　蕾　熊　锋　郭　雯

徐州中大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成人脱产）

陈　刚　栗轩辉　刘　彬　刘训亮
吕海军　袁明慧

电子商务专业（成人脱产）

程　洁　刘莎莎　沈　莹　王德连
王金梅　张　萍　郑雯静　朱　娅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成人脱产）

渠高峰　王　雪

法学专业（成人脱产）

陈　燕　费　恒　付瑶　耿庆保
贾　韬　姜　奇　蒋　琼　李　磊
刘　辉　刘家喜　罗　燕　欧阳德发
潘　浩　祁晓莉　宋佳霖　孙　瑜
王　鹏　谢　瞡　张　婧　张俊兰
张明霞　张　强　张　涛　张　影
郑文静　周　林　周玉梅　朱文强

工商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蔡　宇　孙思瑜　王晓娟　吴　纳
袁孝勇　张　玲

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

乔玉岩　周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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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学专业（成人脱产）

蔡　文　曹　芳　陈丹萍　陈飞云
陈　惠　陈建花　陈　菁　陈　静
陈美华　陈培欣　陈平秀　陈晓云
陈艳虹　陈　颖　陈志翠　程　颖
崔巧玲　崔咏梅　戴春梅　戴仙芳
单伢伢　丁　倩　董睿博　杜　静
杜培培　段莹莹　高雪英　葛　薇
葛兆敏　巩素兰　关　舒　杭丽娜
侯洪伟　胡　坤　胡伟伟　胡　燕
黄金敬　黄秀枝　惠丽丽　井　涛
李　兵　李春蕾　李　红　李继芹
李　静　李　娟　李　莉　李　敏
李廷敏　李　微　李文婷　李西梅
李晓红　李晓菱　李　炎　梁　丽
梁甄爱　刘冬梅　刘　红　刘金娇
刘静静　刘　梅　刘　鹏　刘　伟
刘晓莉　刘亚荣　刘玉英　罗秀侠
罗　英　马　莉　马荣慧　马文娅
潘承云　庞玉宏　裴　君　戚晓丹
乔春玲　乔金荣　乔　莉　秦洪杰
渠宝兰　渠莉莉　渠淑丽　商巧雨
邵　慧　申桂芳　石　敏　宋　红
孙　蕾　孙稳先　孙　艳　汤根芬
唐　华　唐迎迎　滕永红　田　平
佟爱云　王春囡　王　芳　王　慧
王金娥　王　婧　王　敏　王敏敏
王淑兰　王雪梅　王雪英　王　尧
王　莹　王永侠　闻　钰　吴　娟
吴艳梅　肖　侠　谢　瑜　邢　静
熊传叶　徐彩华　徐海红　徐　红
徐　夏　徐向颖　徐雅婧　徐　艳
许　青　许素贞　薛彩云　闫　芳
颜　梅　颜培侠　杨　昆　杨　清
杨秀华　杨　洋　杨智慧　叶玉侠
俞建英　翟冬岩　张春艳　张　红
张　洁　张淑娥　张双双　张小丽
张小林　张燕秋　张颖琦　张雨琪

张　煜　赵红梅　赵厚玲　赵　辉
赵连童　赵庆莉　赵小薇　郑卫华
周秀梅　周　艳　周中良　朱冀蜀
朱述芹　朱　婷　朱玉梅　刘　雯

会计学专业（成人脱产）

丁　洁　曹培玲　刁品葆　丁　秋
冯　姝　冯志林　耿　明　韩瑾文
贺　进　黄慧慧　李海波　李　会
李　松　刘　蕾　刘秀丽　彭　程
钱　莹　秦晓峰　孙　雯　唐　贺
王灿灿　王　飞　王　辉　王　青
韦　皓　吴　芳　武精明　徐　璐
徐　燕　闫　芳　杨　雪　于　晶
张　慧　张　猛　张秀丽　赵秉坤
郑婷婷　周盛楠　周文博　朱金霞
邹建娣　迟　蔷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成人脱产）

纪　飞　宁　敏　王玉璞　薛冬梅
张　新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函授）

夏后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成人脱产）

董诗厂　李　琳　李岩秋　齐晓莲
王月娥　徐　洁　袁培培　臧方方
赵涵宇　赵　炜　赵志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成人脱产）

董　青　韩志强　李　欧　王　建
徐　阳　张红英　张　辉　赵作强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脱产）

白　雪　鲍　勇　蔡先岭　曹　玲
曹素萍　车新民　陈爱莲　陈　晨
陈　芳　陈国朝　陈　虎　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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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智永　池　芳　戴雪艳　刁晓梅
丁奎朵　丁　杨　丁　毅　丁振龙
杜　娟　樊胜志　方　霞　方秀珍
冯思栋　冯　云　高传举　顾存猛
郭高峰　郭　倩　郭　荣　郭尚红
郭素秋　韩　鑫　郝　洁　郝圣生
何叔宾　贺金玲　洪　雯　胡殿英
胡桂萍　胡海娟　花艳芳　华志红
黄　磊　黄　立　黄义林　姬生宪
姜　敏　姜亚民　姜　勇　蒋莉平
解　永　金　永　靳春雨　居　培
孔凡梅　李兵传　李春萍　李健华
李丽平　李　敏　李庆皓　李书文
李苏梅　李维前　李　想　李新民
李旭瑞　李岩清　李　琰　李义廷
梁慧妍　梁颖萍　梁　永　刘安铭
刘　波　刘春雷　刘广琥　刘红梅
刘　静　刘莉莉　刘凌芝　刘晓慧
刘　欣　刘兹仁　娄　超　卢国君
吕　民　马大银　马　骥　马少远
马亚杰　梅远伦　苗秀娟　牛绍伟
潘　义　秦嘉宝　秦　立　曲佑保
渠秀娟　任雪峰　茹　誉　沙志国
尚雪梅　沈　蕊　石　磊　石玉刚
史　帅　史玉玲　司建国　宋海波
孙　峰　孙　健　孙　宁　孙　稳
孙　运　孙振香　陶明春　田淑梅
田志国　王保庆　王炳国　王彩玲
王春梅　王　夺　王凤群　王华苏
王怀成　王季圆　王建峰　王剑峰
王兰荣　王　淼　王　松　王晓楠
王欣欣　王旭东　王艳梅　王艳萍
王贻娟　王永红　王志明　位义芳
魏本聪　魏云平　吴德桥　吴　鲲
吴新霞　项　燕　肖　晶　徐浩然
徐　伟　徐　壮　许兴光　闫　峰
闫　辉　闫晓伟　颜屈伦　燕敦华
杨素梅　杨玉法　尹建廷　于玉东

袁　红　袁　华　展秀梅　张道纪
张　峰　张　华　张　杰　张　静
张　涛　张晓宏　张新江　张秀森
张　震　赵　兵　赵红霞　赵　慧
赵金凤　赵　梅　赵胜权　赵卫军
赵玉金　郑　萍　郑玉香　周　方
周盟森　朱海燕　朱恒前　朱吉才
朱　民　朱世海　朱太君　朱晓露
庄慧敏　卓　振　宗　林　邹学英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龚鹏飞　路德辉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马中清　陈　钒　陈　明　丁　涛
凡西苏　宫　婷　胡　妙　黎　莉
李爱丹　李　芳　李华明　潘红磊
彭春燕　冉永红　苏春光　孙爱梅
田艳芬　田永贵　涂洁洁　王宏伟
王　琳　王　青　王　卿　王　锐
王　霞　魏　东　魏　伟　张方方
张　静　张秀丽　张贞启　赵　均
朱丽娜　朱　倩　邹　艳

市场营销专业（成人脱产）

胡婉婉　刘　艳　杨川江　张方方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函授）

沙丙玲　赵　南

物流管理专业（成人脱产）

陈继伟　张　超　张　勇　周华莉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成人脱产）

樊俊艳　李　培　李培林　马伟娟
邱国枢　王悦梅　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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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专业（函授）

闻相国　张佰乐

医学检验专业（业余）

张　蕊　段素华　顾　冉　康
唯　李艳艳　刘凤琴　刘　勇
卢艳玲　戚成兰　屈玉兰　权翠侠
邵　华　王　敏　王媛媛　吴　燕
夏　静　朱维维

英语（外贸英语方向）专业（成人脱产）

刘　丽　宋媛媛　周　珂　李　强

英语教育专业（函授）

胡　丹　王海燕　许艳丽

盐城党校

法学专业（函授）

王　旭　韦　娟　钟海峰　王　静
张　昆　姚志高　王海东　徐必尧
王海燕　王连军　张继东　田晓燕
周海荣　孙　军　杨　中　陈　兵
陈春雷　陈春雷　张　祥　徐新浪
缪　培　杨慧琴　吴庆民　景仕荣
孙家衡　赵昌文　钱加娣　陆勋祥
周杏春　成校斌　邢海峰　胡振洲
成长喜　陈永江　王　永　沈学军
姜有军　朱志安　王菊红　许红兵
孙　静　杨本茂　张宏军　侯　刚
张成兵　徐永春　黄宏山　梁　健
罗亚进　马卫良　孙学明　周夕珍
任新干　吴红平　刘海林　赵　红
胡　敏　张家安　傅金花　王振勇
朱　明　肖海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于海涛

物理学专业（函授）

戴　建　张种霞　吴为锋　卞国甯
徐荣海　王立红　王查全　葛泉顺
陈志庆　郭大春　桑定华　巫全洪
董　前　孙建荣　王曙光　李金柱
朱德芬　刘益明　陈　亮　彭光全
朱正荣　刘华侨　段爱华　陆立冈
陆继应　肖　军　徐成荣　单　猛
张曦明　吴正荣　薛　莲　薛东海
高恒峰　余东东　陈　涛　尚爱林
练秀琴　季　华　冯福来　郑　浩
陈良荣

扬中卫校

护理学专业（业余）

鄂道华　葛振萍　丁红梅　张美兰
朱　敏　施大美　薛怀英　杨红梅
赵红娟　张　敏　王　敏　施秋平
徐晓莲　王彩云　王月中　张月琴
朱　静　于菊琴　方丽娟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朱秋锦　徐贤惠　顾以波　张仁兵
葛绍祥　张敏燕　侯俊华　王　志
施晓红　顾礼萍　严　慧　祝　勇

扬州教育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函授）

林家慧　凌志娟　王　静　吴　云
于　跃　李　磊　王国发　王　欢
葛家佳　蒋成伟　吴祥迪　张彩梅
陈海

!

　张　杰　岳晓花

扬州人才中心

护理学专业（业余）

黄丹丹　翟　瑜　肖　燕　耿在香
刘　林　朱　彤　杜爱英　周黛婷
叶　红　胡进华　高惠峰　王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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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林　魏丽艳

会计学专业（函授）

田　洁　王少萍

临床医学专业（业余）

王兆明　祁传军　吴金龙　陈　林
卞　勇　杨　剑　叶　斌　乐建华
薛小林　丁善虎　郑良宏　刘　扬
徐文洪　王企万　张永贵　黄小兰
李　华　帅凤俊　朱　祥　陈　思
苗　香　朱志祥　王志明　黄　婵
孙宝娣　陈焕祥　赵　瑜　丁加美
吉斯权　巫翠云　佘宏盈　查国权
成方才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函授）

赵永兰

张家港函授站

工商管理专业（函授）

黄　慧　褚晓瑜　方　燕　张千华

许双琴　陈颖俊　季永萍　路　倩
黄　芳

会计学专业（函授）

钱　珉　丁玲艳　郭　琪　江忠虹
缪翠红　施瑞菊　赵维娟　朱静娟
许　茜　尹　超　蔡建峰　黄彩萍
施和芳　卢　静　江菊清　丁卫霞
黄宇星　孙　浩　白　峰　谢益红
汤丽霞　钱惠琴　周　萍　赵　静
杨春艳　景玉磊　卢小清　朱初岚
聂　洪　黄　峰　罗峰　陆晓亚
叶海萍　高红娟　陆莉平　王　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函授）

蒋　健　叶宗杰　周丽丹　金　波
卢　鸿　陆亚辉　黄文亮　陈　兵
杜聪豪　

２００９年选调生名单

序号 学　院 专　业 姓　名

１ 法学院 法学 秦广荣

２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肖　帆

３ 电气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张　舒

４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徐剑林

５ 财经学院 保险 张　惠

６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李辉辉

７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潘　鑫

８ 药学院 药学 刘运军

９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张崇文

１０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沈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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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村官”名单

序号 学　院 专　业 姓　名

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朱千斌

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石　磊

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楼超群

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李　季

５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眭　璐

６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刘金凤

７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张　薇

８ 财经学院 财政学 刘　军

９ 财经学院 财政学 黄天添

１０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胡文艳

１１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　晴

１２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顾　军

１３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贾艳芳

１４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顾　飞

１５ 财经学院 金融学 何锐矛

１６ 财经学院 金融学 耿良肖

１７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吴冬芹

１８ 电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施　律

１９ 法学院 法学 蔡兰萍

２０ 法学院 法学 罗　姣

２１ 法学院 法学 盛　娜

２２ 法学院 法学 李艳军

２３ 法学院 法学 谭小钝

２４ 法学院 法学 王丽丽

２５ 法学院 法学 吉静静

２６ 法学院 法学 巢　玲

２７ 法学院 法学 羊　羚

２８ 法学院 法学 姚海燕

２９ 法学院 法学 周刘亚

３０ 法学院 法学 杨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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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　院 专　业 姓　名

３１ 法学院 法学 庄　磊

３２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王　红

３３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高　媛

３４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马兆允

３５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蒋润东

３６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钱茵茵

３７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俞　佳

３８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陈　诚

３９ 工商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陈　谦

４０ 工商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孙　琛

４１ 工商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夏　欢

４２ 化工学院 化学 孙王磊

４３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邹维维

４４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吴淼清

４５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余　凯

４６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蔡　慧

４７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费伟娟

４８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 许　琳

４９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何　超

５０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 姜倩颖

５１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 季尊银

５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 柴丹丹

５３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蔡薇蕙

５４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陈　雯

５５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张　慧

５６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唐　琦

５７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徐　青

５８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高　嫱

５９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张丽芳

６０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吴秀燕

６１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王汝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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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　院 专　业 姓　名

６２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 姜　瑾

６３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吴　燕

６４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周　凯

６５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 王艳梅

６６ 外国语学院 日语 牛慧虹

６７ 外国语学院 日语 夏蓓蓓

６８ 外国语学院 日语 王二正

６９ 外国语学院 英语 吴雅雯

７０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沈　晨

７１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施洪华

７２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李　娜

７３ 外国语学院 英语 刘　璐

７４ 药学院 药物制剂 陶益龙

７５ 药学院 药物制剂 张国栋

７６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刘玉宝

７７ 京江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朱园园

７８ 京江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陈　雨

７９ 京江学院 车辆工程 许继杰

８０ 京江学院 法学 佟　年

８１ 京江学院 法学 蒋　晗

８２ 京江学院 法学 翟雅婕

８３ 京江学院 法学 石京艳

８４ 京江学院 法学 孙唯一

８５ 京江学院 法学 于　筠

８６ 京江学院 工业工程 黄娟娟

８７ 京江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王　艳

８８ 京江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王丽君

８９ 京江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马　卉

９０ 京江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魏云平

９１ 京江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陈　莹

９２ 京江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宜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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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　院 专　业 姓　名

９３ 京江学院 会计学 顾月佳

９４ 京江学院 会计学 缪玲玲

９５ 京江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刘　毅

９６ 京江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蒋　鑫

９７ 京江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陆　鹏

９８ 京江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竞技） 王柳嘉

９９ 京江学院 金融学 任　佳

１００ 京江学院 金融学 薛　阳

１０１ 京江学院 金融学 陆晓亮

１０２ 京江学院 临床医学 刘　悦

１０３ 京江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 刘　敏

１０４ 京江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 蒋　跃

１０５ 京江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 贾　春

１０６ 京江学院 市场营销 王　莹

１０７ 京江学院 市场营销 王　斌

１０８ 京江学院 通信工程 陈　娅

１０９ 京江学院 通信工程 韩　莎

１１０ 京江学院 土木工程 王　平

１１１ 京江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郭　慧

１１２ 京江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陈熙

１１３ 京江学院 英语 舒　苏

１１４ 京江学院 英语 王　倩

１１５ 京江学院 英语 冯钰洲

１１６ 京江学院 自动化 刘玮玮

１１７ 京江学院 自动化 花世林

１１８ 京江学院（应用科技）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吴超兰

１１９ 京江学院（应用科技） 会计学 张玉婷

１２０ 京江学院（应用科技） 市场营销 姜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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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创业教育主要成绩

１．统筹协调创业教育示范校建设。筹
备成立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创业指导委

员会、创业课堂教育专家组。制定实施《江

苏大学创业教育示范校建设实施方案》、

《江苏大学大学生创业管理办法》。召开创

业教育研讨会，推进创业教育进课程。通过

省教育厅创业教育示范校建设的中期考核

并获得专家组一致好评。

２．培育创业团队，开拓校内外创业实
践基地。成立校内创业团队 ４０余支，为 ５
支优秀团队提供了办公室、电脑、电话等办

公设施、设备，并给予启动资金。帮助较为

成熟的创业团队联系进驻镇江市大学生创

业园，促进其科技成果转化，使创业团队进

入公司化运作。在校外遴选一批创新创业

型企业，建设１２家创业实训基地，组织学生
参与创业与就业实习活动。与镇江市京口

区、仪征市等共建大学生科技创业见习基

地，与江阴市、东台市溱东镇、淮安市涟水县

共建大学生村官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３．大力选树创业实践典型。在校学生
和刚毕业的学生中已涌现出一批大学生创

业典范，如建立江苏明通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员工近７０人、注册资本５００万的在读研
究生周尚飞；开创“江苏大学大学生创业者

的培育摇篮”之“涯遇江大”的刘洋；荣获

“第五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的张翼；

目前已申请２９项专利、其中１０项获批的吴
多辉；构建区域互联网商务社区的夏得峰；

实现校园整合营销与社交性网站的全面配

合的路大卫等同学都成功地走上了创业之

路。积极向社会推介优秀的创业团队和个

人，引起强烈反响。

奖学金

２００９年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材料学院：赵文锋　吴丹妮　雷蕾
财经学院：姚志敏　王昕言　丁　翠

王丽霞　戴绫珂
电气学院：杨辰星　顾　哲　盛碧云

韩海霞　冯小军
法学院：顾　莉
工商学院：胡晓癑　钱秋香　郭　辉

浦汇洋　钱　慧
化工学院：姜逸倩　刘晓光
环境学院：陶德晶

机械学院：周倩云　曹若曦　宋　伟
王　蕾

计算机学院：缪丽姬　张晓璐　赵茜茹
沈年凤

教师教育学院：黄晓燕

理学院：王　韬　陈　艳　鲁　娜
能动学院：温　谦　魏　婷　胡　斌

汽车学院：朱伟伟　沙　锋　邱海峰
钱晏强　尹海云

人文学院：石姬凤　王丽婷

食品学院：姚丽娅

外国语学院：张夏蓉　胡秀枝　罗　颖
药学院：曹　健　王　芳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宋琳琳

刘欢欢

临床医学院：闫　岩　高　波　李　茂
张　丽　张　婷

艺术学院：利剑青　姜　特　窦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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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校学习优秀奖学金发放情况（不含京江、继教教育学院）

序号 学院 金额（元）
奖励标准及人数

一等奖学金１５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８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４００元
受助人数

１ 机械学院 ２０８０００

２ 汽车学院 ２２７７００

３ 能动学院 １３６７００

４ 材料学院 １６１９００

５ 电气学院 ２３１６００

６ 计算机学院 １８８０００

７ 环境学院 ６３８００

８ 食品学院 ６３８００

９ 化工学院 ７８４００

１０ 临床医学院 ２２７３００

１１ 医技学院 １３０８００

１２ 药学院 ８４７００

１３ 人文学院 １１４２００

１４ 法学院 ５６７００

１５ 外国语学院 １３５１００

１６ 艺术学院 １４８１００

１７ 工商学院 ２１９０００

１８ 财经学院 ２６５９００

１９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８１００

２０ 理学院 １５８１００

３２人

３５人

２１人

２５人

３６人

２８人

１０人

１０人

１２人

３５人

２０人

１３人

１８人

９人

２１人

２３人

３４人

４１人

３人

２７人

１０８人

１１９人

７１人

８４人

１２０人

１０１人

３３人

３３人

４１人

１１８人

６８人

４４人

５９人

２９人

７０人

７７人

１１４人

１３８人

９人

７９人

１８４人

２００人

１２１人

１４３人

２０４人

１６３人

５６人

５６人

６９人

２０１人

１１６人

７５人

１００人

５０人

１１９人

１３０人

１９２人

２３５人

１６人

１３６人

３２４

３５４

２１３

２５２

３６０

２９２

９９

９９

１２２

３５４

２０４

１３２

１７７

８８

２１０

２３０

３４０

４１４

２８

２４２

素质拓展

江苏大学菁英学校第十六期

培训班学员名单

机械工程学院

王　蕾　陶茂科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龚佳璐　马洪启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曹彦涛　汪传勇　夏　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肖英　邵晓彬　王灿辉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郭修原　周　成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王　晨　吴静丽　毛晓星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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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

张媛媛　郭　聪
理学院

赵　波　夏　俊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倪　颖　朱梦盼
法学院

吴　
!

外国语学院

胡秀枝　孙晴晴　卞文娟
工商管理学院

郑志雨　薛梦婷　陶　静　刘倩颖
财经学院

张　津　张　丹　王昕言

京江学院

丁　雯　沈桉聿　王晓莲
临床医学院

金　迪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赵　昕　黄浩哲　金梓涵
药学院

邓春超

化学化工学院

陶蓉蓉　魏　巍
教师教育学院

吴　莉
流体中心

涂　琴

江苏大学第八批本科学生科研课题立项情况

Ａ．自然类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Ａ００１ 陆海华 京江 机械０６０１ 基于激光加热的微器件体

积成型机理和研究方法
王　匀 ９０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Ａ００２ 顾敏敏 京江 机械（模具）０６０１ 超高强度钢汽车零件部位

热成型方法研究
王　匀 ９０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Ａ００３ 董道领

季煜卿
京江 自动化０６０１ 有线电视网自动抄表技术 李金伴

８５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Ａ００４ 仲日霞 京江 通信０６０１ 小型温差发电装置的设计 曹清华
８０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Ａ００５ 王楚翘 京江 车辆工程０７０１ 基于 ＡＮＳＹＳ的货车车架
结构轻量化优化设计

王雷刚
９０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Ａ００６ 薛佳佳 京江
机械设计制造与

自动化０７０１
渗透检测材料中渗透液成

分的分析
陈章耀

８５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Ａ００７ 罗　媛 京江 信息０６０１ 基于网络的多媒体辅助教

学信息系统研究与设计
陈小波

９０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Ａ００８ 董道领

季煜卿
京江 自动（电信工程）化０６０１ 电力线载波自动抄表系统 李金伴

９００
（京江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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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Ａ０１０ 晏　鹤 药学院 制药工程０７０２ 外源羟基自由基降解纤维

素的研究
徐秀泉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１１ 秦培臣 药学院 药物制剂０７０２ 丹皮多糖的提取分离纯化

研究
徐秀泉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１２ 陈慧涵 药学院 制药工程０７０１ 野菊花多酚的提取及抗氧

化活性研究
徐秀泉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１９ 李晓芳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１
俄歇电子发射体 １２５Ｉ细
胞核靶向偶联物的核转位

活性研究

封　云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２０ 高天翼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１ 酸浆水煎剂对胃癌细胞增

殖与凋亡影响
邵世和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２１ 徐海玲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１ ｍｉＲ２０ａ在胃癌中表达的
临床意义及功能的探讨

钱　晖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２２ 陈　晨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１ 幽门螺杆菌 ＣａｇＸ蛋白对
胃癌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

邵世和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２３ 汪　汀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１ ｍＧＩＴＲ：Ｆｃ融合蛋白的制
备及应用

王胜军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２４ 金梓涵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２
骨髓间质干细胞对Ｔｏｌｌ样
受体在胶原诱导的关节炎

模型中表达的影响

毛　飞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２５ 陆　芸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２
他汀类药干预自身抗体诱

导单核细胞组织因子表达

的作用研究

周　红
王　婷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２６ 袁异玮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２ 大学生弓形虫感染状况

分析

吴　亮
陈盛霞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２７ 史秋园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３ 镇江市手足口病（ＥＶ７１）
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黄新祥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２８ 朱　玺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３
铜绿假单胞菌菌毛ｐｉｌａ基
因克隆表达及其抗体的

制备

邵世和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２９ 杨　双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３ 胚胎干细胞定向 Ｂ细胞
分化研究

胡嘉波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３０ 刘　辉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３ ＯｉｐＡ蛋白对细胞 ＮＦｋＢ
体系信号转导途径的影响

邵世和 ９００

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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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Ａ０３１ 戴锦程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４ 重组葡萄糖脱氢酶纯化

研究
周丽萍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３２ 杨婷婷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４ 伤寒沙门菌群体感应系统

的鉴定
黄新祥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３３ 周露璐 医技 检验０６０４ ＴｕｍｓｔａｔｉｎＴＮＦα融合蛋白
抗胃癌实验研究

许文荣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３４ 黄一灵

陆　婵 医技 检验０７０１
ＣＹＰ２Ｅ１活性调节对丙烯
腈急性毒性的影响及姜黄

素干预效应的研究

王苏华

陆荣柱

邢光伟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３５ 曹滋菁 医技 检验０７０１

ＥＢ病毒ＢＡＲＦ１基因激活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传导
通路促进胃上皮细胞增殖

的机制

周天戟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３６
魏　玮
贾小丽

钱世宁

医技 检验０７０２
ＥＢ病毒ＢＡＲＦ１基因促进
胃上皮细胞血清非依赖性

增殖机制的研究

周天戟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３７ 陈敏敏

李佳骏
医技 检验０７０２ 肠道病毒 ７１型核酸疫苗

的研制
王胜军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３８ 薄丹丹 医技 检验０７０３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ＬＳＤ１
在脑胶质瘤细胞分化中的

作用研究

邵根宝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３９ 蒋旭超 医技 检验０７０４
内质网应激反应在环境化

学物神经毒性和神经保护

中的作用

陆荣柱

高坚瑞

高　静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４０ 陈强进 能动 热物理０７０２ 金属工件加热过程在线仿

真与监控优化研究
宋新南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４１ 黄亮亮 能动 建环０７０１
交变磁场强化电 ｆｅｎｔｏ法
处理垃圾渗滤液的实验

研究

王助良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４２ 马芹梅 能动 流体０７０１ 高效螺旋离心泵的设计与

实验研究

朱荣生

杨敏官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４３ 滕金华 能动 建环０７０１ 风能发电的新型高层建筑 徐荣进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４４ 夏振静 能动 流体０７０２ 太阳能全自动灌溉系统 胡　磊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４５ 许　锋 能动 建环０７ 植生型生态混凝土的研究 徐荣进 ８００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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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Ａ０４６ 张　磊 能动 热物理０７０１ 新型海浪能传输设备的

研究
左　然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４７ 张　良 能动 建环０７０１ 柴油机尿素选择性还原系

统的设计及优化
王　谦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４８ 王　勇 能动 热能０６０１ 导叶立式自吸泵设计、数

值模拟与试验研究
王春林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５０ 阙胜利 能动 流体０８０３ 基于 ＬａｂＶＩＥＷ的弯管在
线测沙系统

闻建龙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５６
陆秀凤

蔡锦霞

陈维广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１ 尿素和苯酚直接合成水杨

酰胺
殷恒波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５７ 曹　倩
陈　芳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银杏外种皮多糖的分离纯

化和结构分析
吴向阳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５８

高　倩
杨　靖
任　峰
刘　萌

化工 应化０７０２
银杏酸对腺病毒介导的

ＰＫＧ表达及 ＣＢＲＨ－７９１９
大鼠肝癌细胞迁移的影响

杨小明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５９

陈　瑜
朱传贵

孙王磊

时　昆
周　燕
练翠翠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１
稀土与白氨酸水杨酸醛

Ｓｃｈｉｆｆ碱配合物的合成与
表征

李敏智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６０ 陈　炎
曹　芸 化工 应化０７０１

离子液体中合成可见光响

应光催化剂及其性质的

研究

李华明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６１

陈　浩
王　娟
张一清

王　敏

化工 应化０７０２ 重金属离子吸附材料的研

制和应用
陈秋云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６２ 洪立芝

顾　颂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单源前驱体法制备纳米功

能氧化物
沈小平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６３ 华珈艺

孙素文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新型光催化剂的绿色合成 谢吉民 ８５０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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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Ａ０６４

解　涛
王　楠
蒋　莹
张　雷
顾晓峰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２ 含铕介孔分子筛的合成与

表征
赵　谦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６５ 郦晨薇

李　青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木质素纤维增强 ＳｉＯ２气
凝胶净化含油废水的研究

谢吉民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６６

梁　健
王驰芳

袁成成

许丽平

化工 应化０７０１
银杏酸在不同介质中平衡

溶解度及表观油水分配系

数的测定

杨小明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６７
刘琴雯

许　晔
王辰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中草药功能因子印迹聚合

物的制备及分子识别特性

研究

贺敏强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６８ 柳　怡
赵梦颖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絮凝剂聚合氯化铝的制备

及处理造纸废水研究
邱凤仙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６９ 吕德慧

蒋　莹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１ 超支化聚氨酯弹性体的

制备
杨冬亚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７０
马玉花

张清吉

顾嘉伟

化工 应化０７０１ 木质素的胺化改性研究 王晓红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７１
钱继亮

贺　多
张运生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２ 三价铬绿色电镀工艺研究 殷恒波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７２ 芮春花

顾青青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离子液体中钨钼配合物催

化氧化燃油中有机硫的

研究

李华明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７３

陶蓉蓉

蔡梦楠

李艳慧

沈　卫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１
稀土元素铈改性的 ＭＣＭ
４１介孔分子筛的合成与
表征

赵　谦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７４

陶永杉

顾建林

顾　超
吴富军

化工 应化０７０１ 树状旋光聚合物的制备及

热光性能研究
邱凤仙 ８５０

３６１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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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Ａ０７５ 王行君

杨　晓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２ 磷酸钙基新型药物载体的

设计与合成
陈　敏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７６

王　倩
马琳琳

王建东

李　春
陈　怡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１ ＬａＭＣＭ４１介孔分子筛的
合成与表征

赵　谦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７７ 魏　蔚
沙作伟

化工 应化０７０２ 磷酸钙特殊纳米结构的合

成及应用研究
谢吉民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７８
吴柱东

李　靖
朱建成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２ 草甘膦生产中催化剂的固

载化研究
陈　敏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７９
荀苏杭

胡　峰
李　青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氰根桥联配位聚合物的合

成与晶体结构
谢吉民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８０
杨　晓
王行君

卢章准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２
纳米 ＴｉＯ２沉积制备高岭
土表面包覆 ＴｉＯ２复合纳
米材料及其光学性质

殷恒波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８１
赵　伟
王　

!

徐婉珍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双水相气浮溶剂浮选提取

抗生素及分离行为和机理

研究

闫永胜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８２
刘　静
盛程卓

茅丹俊

化工 化工０７０１ 改性木素的水处理性能

研究
郝　臣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８３ 陈　峰
杨　超 化工 化学Ｓ０７０１ 新型阻燃剂聚磷酸铵的制

备及改性
谢吉民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８４ 郭丽娜

罗艳芳
食品 食品科学０７０１ 苹果渣发酵制氢 马海乐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８５ 谢玲燕

季明敏
食品 食品科学０７０２ 芡实蛋白质的提取分离及

功能性质研究
张晓云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８６
管彬彬

黄凤娟

贾福莉

食品 食品科学０７０１ 火腿肠力学特性及检验方

法的研究
姜　松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８７ 常金科 食品 生物技术０７０１
超声波促进醋糟快速分布

厌氧发酵制备高氢生物气

的研究

王振斌 ８００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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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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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Ａ０８８ 郭晶晶 食品 食品科学０７０２ 油菜转化 Ｆｌｏｒａｌｄｉｐ法的
优化及转基因油菜的筛选

谭小力 ８５０

０８Ａ０８９ 王艳红 食品 生物技术０７０１ 白藜芦醇的表面分子印

记 固相萃取材料的制备
段玉清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９０ 高宗颖 食品 食品科学０７０２ 纤维素水解的酶膜反应器

超声效应
王振斌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９１ 杨进妹 食品 食品科学０７０１ 超声波辅助酶解葵花籽蛋

白制备降血压肽的研究
何荣海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９２ 潘　妮 食品 食品科学 ７０２
江苏省常见农作物中花青

素和总酚及抗氧化活性的

研究

敬　璞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９３ 李心怡 食品 食品科学０７０２ 发酵鱼露的嗜盐古菌资源

研究
崔恒林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９５ 贾翠翠 材料 复合材料０７０１
合金化填充材料对 ＳｉＣｐ／
Ａｌ基复合材料等离子弧
焊焊缝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陈希章 ９００

０８Ａ０９７ 罗远根 材料 成型０７０２ ３００３容器箔表面粗晶条
纹消除技术研究

潘秋红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９８ 甘恢煌 材料 成型０７０２ 塑料电器外壳溅射金属屏

蔽膜
王雷刚 ８００

０８Ａ０９９ 金美玲 材料 高分子０７０２ 有序纳米多孔硅生物载体

材料的应用
曹顺生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００ 于大伟 材料 成型０７０２ 用于太阳能电池ｎ极窗口
的ＺｎＯ纳米线阵列制备 吴春霞 ８５０

０８Ａ１０１ 余石龙 材料 高分子０７０２ 聚苯硫醚、碳纳米管复合

材料摩擦学性能研究
宋浩浩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０２ 王　芬 材料 无机０６０１ 压电陶瓷用钛酸铋钠钾纳

米粉体的制备
黄新友 ８５０

０８Ａ１０３ 邵　春 材料 成型０７０２ 近零膨胀复合材料的研究 赵国平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０４ 王永新 材料 金属０６０１ 汽车车身用铝合金板材组

织与性能的关系研究
黄　瑶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０５
杨　斌
钱云龙

张维兵

材料 复合０７０１
过度族金属硒化物纳米材

料的合成及其复合材料摩

擦行为研究

唐　华 ８００

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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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Ａ１０６ 魏会玲 材料 高分子０６０２ 超疏水聚苯乙烯薄膜的制

备及机理研究
吉海燕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０８ 王　潞 材料 金属０７０１ 钒微合金非调质油井管钢

的组织调控研究
王安东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０９ 王晓蕊 材料 高分子０７ ＺｎＯ：Ｇａ／ＰＩ复合膜的制备
和表征

李素敏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１０ 张双鸽 材料 无机０７０１ 钛酸铅高温压电陶瓷薄膜

的研究
黄新友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１１ 陈　锋 材料 无机０７０１ 新型 ＬｉＦｅＰＯ４／石墨烯纳
米复合正极材料的研制

杨　娟 ９００

０８Ａ１１２ 高成龙 材料 成型０７０２ 基于相变与形变获得超细

晶４０Ｃｒ钢的研究 汪建敏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１３ 陈晓旦 材料 成型０７０２ 基于等通道角挤压获得亚

微米级Ｑ２３５钢的研究 汪建敏 ８５０

０８Ａ１１４ 段晓涛 材料 ０７材料学
膨胀石墨 活性炭 ＴｉＯ２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光

催化

陈志刚 ８５０

０８Ａ１１５ 石　岩 材料 成型０７０１ 电子产品废旧塑料外壳的

回收利用
王雷刚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１６ 吴丹妮 材料 复合材料０７０１
超声化学合成 ＴｉＢ２／Ｍｇ
复合材料的微观组织及其

性能研究

张松利 ９００

０８Ａ１１７ 花　程 材料 复合材料０７０１
脉冲磁场下反应合成颗粒

增强 ＡｌＭｇＳｉ基复合材
料的微观组织控制研究

张松利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１８ 徐英伟 材料 冶金０７ 化学成分对 ＨＲＢ４００钢筋
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霍向东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１９ 杨青峰 材料 冶金０７ ７００ＭＰａ超高强度热轧带
钢的组织和性能研究

霍向东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２０ 王云龙 材料 无机０７０１ 电纺丝法制备 ＢａＦｅ１２Ｏ１９
纤维吸波材料

孟献丰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２１ 徐美玲 材料 成型０７０１
工艺参数对磁化学制备

Ａ３５６基复合材料的影响
研究

贾志宏 ８００

３６４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Ａ１２２ 丁　进 材料 冶金０７ 低碳贝氏体钢的动态ＣＣＴ
曲线研究

霍向东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２４ 廖文强 材料 高分子０７０１ 高强、高抗磨聚丙烯、凹凸

棒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
宋浩杰 ８５０

０８Ａ１２５
朱　翔
朱　佳
黄秋瑾

材料 成型０７０２ 原位争抢颗粒对 Ａ３５６合
金冲击及疲劳性能的研究

贾志宏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２６ 潘徐杰 材料 金属０７０１ 超临界火电机组用不锈钢

材料的研发
李冬升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３０ 杨启云

姚天禹
材料 成型０７

超声化学合成颗粒增强铝

基复合材料及其摩擦磨损

性能研究

张松利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３１ 缪进进 材料 复合０７０１ 微细有序 ＰＺＴ压电复合
纤维的可控制备

陈彩凤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４０

吴　越
郭正辉

陈　硕
黄澄澄

汽车 交通运输０６０１ 基于变截面凸轮的可变气

门升程和定时技术的研究
尹必峰 ８５０

０８Ａ１５１ 蒋　超 电气 自动化０７０２ 新型电子镇流器的设计

研究

任明炜

秦　云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５２ 吴静菲 电气 电信０７０１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水稻氨

素亏缺识别研究
孙　俊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５３ 樊　彪 电气 电科０７０１ 柴油发电机稳压稳频电源

的设计及控制研究
廖志凌 ８５０

０８Ａ１５４ 邹　宁 计算机 信息安全 入侵检测的数据挖掘 薛安荣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５５ 程　发 计算机 软件０６０１ 家用无线传感器网络隐私

保护技术
王良民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５６ 张　伟 计算机 通信工程０６ 嵌入式无线网络监控系统

在警盔中的应用
陈祖爵 ９００

０８Ａ１５７ 西　嫩 计算机 通信工程０６ 多媒体广告数字桌面系统

的研究与设计
陈祖爵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５８ 杨立凡 计算机 计算机０７０１ 基于相似匹配的数据库实

验评估模型研究
杨鹤标 ８５０

０８Ａ１５９ 张旭野 计算机 软件０７０１ 基于 Ｐ２Ｐ网络的图像检
索仿真平台研究

沈项军 ８５０

３６５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Ａ１６０ 吴静丽 计算机 电气培优０７０１ 基于 ＰＣＡ方法的视频水
印技术研究

沈项军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６１ 冯进兰 计算机 网络０７ 基于隐语义分析的图像标

注研究
沈项军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６２ 赵　龙 计算机 电气培优０７０１ 基于搜索引擎的图像语义

挖掘研究
沈项军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６６ 于学娟 环境 环境０６ 高效无泄漏环保型磁力泵

研究开发
李维斌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６７ 曹　洁 环境 环境０６ 智能高效自吸收光伏水泵

系统研究
李维斌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６８ 陶德晶 环境 环境０６ 受污染河道中水生漂浮植

物生态治理技术研究
李维斌 ９００

０８Ａ１６９ 余颖斐 环境 环境０６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肖思思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７１ 许培琳

钱佳玲
理学院 数学（Ｓ）０６ 能源供需储备的网络模型 田立新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７６ 焦友进

张　通 理学院 土木土建０７０１ 人与植物同居
刘荣贵

蔡东升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７７ 彭怀林 理学院 土木（建筑）０６０１ 江苏大学图书馆新馆防占

座系统的初探和设计
田丽丽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７８
彭红宇

王志宾

雍春亚

理学院 土木（建筑）０８ 高校既有建筑门窗节能情

况调查与分析
胡白香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７９ 焦友进

张　通 理学院 土木土建０７０１ 地面控制式吊装起重机探

索研究

刘荣桂

蔡东升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８０ 钱荣祖

张　艳 理学院 物理（Ｓ）０６０１ 粘弹性材料中激光超声的

有限元数值模拟

许伯强

孙宏祥
８５０

０８Ａ１８１ 郑　扬
花爱勤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０７０１　 用计算机求取命题公式的

范式
朱荣平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９０ 邱洪源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３ 基于眩光效应的室内照明

优化设计
潘金彪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９１ 刘　杰 机械 机电０７０１班 基于压电理论的高速公路

噪音应用研究
程广贵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９２ 张　斌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２ 超声波液体密度传感器 薛　青 ８００

３６６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Ａ１９３ 丛鹏飞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４班 基于 ＸＣ１６４的六通 ＡＢＳ
开发板设计

付永忠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９４ 冯玢洋 机械 机电０７０２班 基于 ＦＲＡＭ的海水深度
记录仪

程广贵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９５欧阳占欢 机械 模具０７０２班 基于ＳＣＦＤＥ移动多媒体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裴宏杰 ９００

０８Ａ１９６ 赵济宇 机械 测控０７０１ 太阳能接收装置中太阳追

踪技术的研究

姚红兵

张西良

冯爱新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９７ 盛　磊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４班 指纹识别系统的研究 肖爱民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９８ 孙　超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２班 指纹采集和拼接系统的

研究
薛青 ８００

０８Ａ１９９ 尹纯晶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２班 激光冲击 ＬＹ２铝合金的
薄膜性能研究

鲁金忠

张永康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００ 颜立宇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２
激光冲击载荷下不同应变

速率的 ＬＹ２铝合金拉伸
性能和断口分析

鲁金忠

张永康
９００

０８Ａ２０１ 盛叶健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２ 激光穿透液晶掩膜的透光

机理及损伤阈值的研究

鲁金忠

张永康
９００

０８Ａ２０２ 荀　斌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２班 钢韧窝测量分类系统的设

计及其应用研究

李新城

朱伟兴

张朝阳

８５０

０８Ａ２０３ 康正阳 机械 机电０７０２班 激光冲击强化 Ｎｉ４２ＣｒＴｉＡｌ
恒弹合金力学性能的研究

罗开玉

张永康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０４ 刘　丹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１班
塑料模具选材及热处理智

能决策支持系统设计与应

用研究

李新城

朱伟兴

张朝阳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１２ 褚　奎
沈利捷

医学院 临床０７０７ 交通事故的多发时间及其

与身体内激素分泌的关系
汤晓雯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１３ 范莉超 医学院 临床０６ ＩＬ３２在肺纤维化小鼠模
型中动态表达及研究机制

郑金旭 ９００

０８Ａ２１４ 高　波 医学院 临床０６０５

博来霉素致大鼠肺纤维化

模型肺组织小Ｇ蛋白Ｒｈｏ
相关激酶１的表达及其干
预作用

田高润 ８５０

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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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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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Ａ２１５ 顾丹毅 医学院 临床０７０６ ｐ５３ｋｉ６７在临床上评价大
肠患者预后的实用性研究

沈　蓉
曾　智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１６ 何　伟 医学院 硕士０７
３．０ＴＭＲＩ对胰腺癌裸鼠
原位模型的早期诊断及病

理对照的实验研究

王冬青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１７ 何　鲜
吴　姝 医学院 临床０７ 中药枸杞子促进免疫性肝

损伤修复的研究
陈　谦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１８ 金　曼 医学院 临床０６ 江苏大学玉带河水体中三

氮含量检测及安全性评价

陆荣柱

端礼荣

邢光伟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１９ 刘加宝 医学院 临床０６
ｃＧＭＰ依赖性蛋白Ⅱ对大
鼠肝癌细胞 ＣＢＲＨ－７９１９
致瘤力的影响

陈永昌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２０ 刘显东 医学院 临床０６
长期运动训练对脑铁状态

及其相关蛋白转运体表达

的影响

车立龙

浅　海 ８５０

０８Ａ２２１ 陆佳伟 医学院 临床０６１０
不同剂量维生素 Ｃ药物
后处理对肾缺血再灌注损

伤的影响

贾俊海 ９００

０８Ａ２２２ 陆云杰 医学院 临床０６０９
柴胡皂苷ｄ对实验性大鼠
肺纤维化的干预作用及机

制研究

卢坤琴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２３ 陆子阳 医学院 临床０６ 碳酸锂对小鼠腹腔巨噬细

胞的研究
端礼荣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２４ 濮　荔 医学院 临床０７ 镇江市近五年来胃癌发生

部位的变化及趋势分析

陈　淼
曾　智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２５ 芮　琴 医学院 临床０６
沙门氏菌 ｍｓｂＢ基因缺陷
菌株的建立及其低毒性

检测

钱晓彬 ８５０

０８Ａ２２６ 王　青 医学院 临床０６ ＴｒｋＡ与 γ分泌酶在膜表
面的共定位及相互作用

龚爱华 ８５０

０８Ａ２２７ 袁晨曦 医学院 临床０６０８
贯叶连翘与 Ｂ族维生素
对小鼠甲醛致痛后的镇痛

作用

许　潇 ８５０

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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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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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Ａ２２８ 张　薇 医学院 临床０６０１
细胞色素 Ｃ氧化酶的器
官特异性及其年龄相关性

研究

陆荣柱 ８５０

０８Ａ２２９ 周　阳 医学院 临床０６０１ 心肌缺血对心功能影响 吴卫疆 ８００

０８Ａ２３０ 刘　晶 京江 ０６级检验专业 广州管圆线虫病流行病学

调查
仇锦波

９００
（京江经费）

Ｂ．发明制作类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Ｂ００１ 梅　进 京江 动力机械０７０２ 多足行走机器人
孙建荣

杜天艳

９０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Ｂ００２ 刘成松 京江 机电０８０３ ５０ＨＺ涡流半自动焊锡枪 朱　敏 ８０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Ｂ００３ 王祖明 京江 机械０６０２ 薄板零件在小负荷维式硬

度测量中的夹具设计
刘桂玲

８５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Ｂ００４ 张　雨 京江
机械设计制造与

自动化０７０２
离心平台式荷偶切片加工

技术研究
胡建平

９０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Ｂ００５ 刘路新 艺术 工业设计０７０２ 太阳能供给式ＭＰ４设计 李明珠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０６ 吴剑琼 艺术 环境艺术设计０７０２　 环保垃圾箱 霍　臖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０７ 李　志 艺术 新媒体０８０１ 节水厕所 殷　俊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０８ 邹　健 艺术 工业设计（艺术）０６０１ 城市配套公共设施设计 周　莹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０９ 曹璞钰 能动 流体０７０１ 高层建筑风光互补发电 王　谦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１０ 曹璞钰 能动 流体０７０１ 载机潜水艇的研究 陈汇龙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１１ 陈　雨 能动 流体０６０１ 磁力泵故障智能监测系统

设计
王贞涛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１２ 冯　浩 能动 流体０８０１ 手机电池的手动充电器 卢立中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１３ 顾维锴 能动 热物理０７０２ 可提供能源背包 吉恒松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１４ 黄毅红 能动 流体０６０１ 墙体清尘器 董晓言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１５ 李　勇 能动 流体０６０２ 太阳能空气集热热水器 左　然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１６ 刘　天 能动 热物理０６ 风、光、雨新型节能路灯 王　谦 ８００

３６９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Ｂ０１７ 许海波 能动 热物理０８０２ 摆动式风能发电机 张　墨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１８ 许海波 能动 热物理０８０２ 振动式发电机 张　墨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１９ 袁　元 能动 流体０６０２ 微小型扑翼机 胡　磊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２０ 宗　祥 能动 建环０７０１ 压力自动平移门 徐荣进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２１ 王丽君 能动 流体０８０３ 可调照明光向的螺丝刀 徐伟幸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２５

周健豪

朱　磊
倪金鹏

朱鸣华

方小军

陈　诗

汽车 动力机械０５０２ 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总成试

验台管理系统

袁银男

陈笃红
９００

０８Ｂ０２６
韩文赫

张振宁

陈　阳
汽车 动力机械０５０２

Ｈｏｎｄａ中国节能竞技大赛
发动机改装方案和实验

研究

蔡忆昔

赵卫东
９００

０８Ｂ０２７ 陆存豪

何海燕
汽车 动力机械０６０２ 汽车电瓶装置的设计 杨　建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２８ 华　涛
陆　锋 汽车 车辆０６０４ 充电器智能断电装置 陆文昌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２９ 房怀庆

马跃超
汽车 车辆０７０７ 弹出式发动机罩装置的

设计
何志刚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３０

王磊杰

琚龙玉

徐　祥
刘晓龙

汽车 车辆０８０１ 农用机车油量报警器 王国林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３２ 王朝霞 电气 自动化０６０２ 基于手指静脉的身份识别

系统研究
杨年法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３３ 盛碧云 电气 自动化０６０２ 汽车线束检测装置研究 盛占石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３４ 朱　波 电气 自动化０７０３
室内空气净化及杀菌消毒

功能一体化新型可控智能

照明设备

傅海军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３５ 管玉平 电气 生医０７０１ 关于电子麻醉用于临床医

学的研究
和卫星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３６ 时佳
!

电气 电科０７０２ 学生信息网络化管理系统 施爱平 ８００

３７０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Ｂ０３７ 许李俊 电气 电科０７０２ 太阳能并网发电远程监控

系统的研制
刘国海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３９ 郭　平 电气 生医０７０１ 基于气敏传感器阵列的人

体气味识别安防门设计
高　平 ９００

０８Ｂ０４０ 林聚伟 计算机 信息安全０６ Ｏｄａｙ漏洞防御系统 赵跃华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４１ 任　强 计算机 信息安全０６０２ 磁盘层文件系统解析检测

隐藏文件
赵跃华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４２ 钱爱华 计算机 通信工程０６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上的

太阳能供电装置的设计
曹清华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４３ 马远程

唐志文
计算机 软件０７ 面向计算机语言的辅助教

学和评价系统
潘雨青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４４ 蔡晓磊 计算机 电气培优０７０１ 时间红外光控照明控制器 俞　?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４５ 史秀群 计算机 网络工程０７０１ 基于 Ｂ／Ｓ结构的教学辅
助系统

林　琳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４６ 黄奇科 计算机 通信工程０６
基于Ｓｔｒｕｔｓ构架的电子商
务系统（ＯｕｒＳｈｏｐｐｉｎｇ）的
设计与开发

陈继明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４７ 史武宁 计算机 通信工程０６ 蓝牙连接式对战五子棋 俞　?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４８ 林伟光 计算机 计算机０６０２ 基于 ＭＶＣ模式的网上在
线测试系统

冯　缨
夏纯中

９００

０８Ｂ０４９ 王　辉 计算机 软件工程０７０２ 本科生信息管理系统 俞　?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５２ 杨康凯 环境 环境０６ 应用于废水处理的脉冲放

电等离子体发生装置设计
王慧娟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５３ 陈炎炎 环境 环境０６ 微型高效餐饮废水除油器 解清杰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５４ 刘厚祥 环境 环境０７ 绿色节能健身器材
鲍培德

朱长顺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５５ 何欢欢

孟秋为
理 土木（建筑）０７０１ 住宅的外墙植物隔热外挂

板研发
胡白香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５６ 董宏图 机械 机电０６０１ 冲床光电液保护系统 顾永玉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５７ 耿　强 机械 测控０７０１ 基于ＧＰＲＳ无线通讯远程
家电控制系统的设计

张西良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５８ 刘佳南 机械 测控０７０２班 利用人体生物能给“空调

鞋”增、降温的研究
张西良 ８００

３７１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Ｂ０５９ 柳振平 机械 模具０６０１ 直流开关电源设计 薛　青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６０ 潘　浩 机械 测控０６０１ 基于ＦＰＧＡ的ＵＳＢ门锁的
研究

孙智权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６１ 朱晓玲 机械 模具０７０２班 数字化智能充电器的设计 徐　琳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６２ 符媛英 机械 光信息０７０２班 便携式单片机控制液晶显

示型心率计
薛　青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６３ 刘　波 机械 测控０７０１班 光电脉搏传感器的研制和

噪声分析
张西良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６４ 吕继峰 机械 模具０６０２ 基于加速度传感器的低功

耗冲击记录仪的实现
毛卫平 ８５０

０８Ｂ０６５ 张　政
徐健伟

机械 机械（模具）０７０１ 集投影与板书于一体的多

功能黑板

许晓静

王宏宇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６６ 王禹生 机械 测控０６０１ 教学楼照明无线自动控制

系统
张西良 ８００

０８Ｂ０６７ 吴　剑 机械 测控０７０１ 防盗便捷式笔记本电脑架 张西良 ８００

Ｃ．自然科学类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Ｃ００１ 孟扬扬 京江 成型０７０２ 对“大学生村官”现状的

调查与思考

俞　?
叶剑兰

８５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Ｃ００２ 丁　翔
孙　湘 京江 护理０６０１０６０２

临床护理人员针刺伤害的

流行病学调查及预防措施

研究

陆荣栓

罗彩凤

刘丽群

８５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Ｃ００３ 蒋沁辰 京江 会计（财务管理）０６０２　 基于企业单一绩效激励机

制问题的探讨
宋东林

８００
（京江经费）

０８Ｃ００４ 王媛媛 人文 汉语言文学（师范）０８０１　 浅谈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

中的影响
卞新国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０５

沈枞枞

李　政
戴芸帆

王　洁

人文 汉语言文学（师范）０８０７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危

机干预研究
徐惠红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０６ 陈泽星 人文
汉语言文学（涉外

高级文秘）０７０２
古诗择韵与情感表达之间

的对应关系
张竹梅 ８５０

３７２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Ｃ００７ 周　宁 人文 思想政治教育０７ 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发展路向探索
李明宇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２０ 董鹏飞 外国语 英语０７０４
金融危机背景下　商务英
语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形

势分析

邹时健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２１
陈婷婷

柳婷婷

刘　晓
外国语 日语０７０１班

复合型日语人才走俏　日
语专业学生就业工作的探

索与思考

王保田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２２ 柳婷婷

李　莉 外国语 日语０７０１班 金融危机下如何利用职业

生涯规划成功就业
李晓波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２３ 刘　雯 外国语 英语０７０２班 增强青少年公民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研究
邹时健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２４ 黄　倩 外国语 英语０７０４ 英语专业大学生口语存在

问题及解决方案探究

王　翔
邹时健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２６ 姜　利 食品 食品科学０７０２
城镇居民食品安全 ＫＡＰ
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以镇江市为例

姜　宇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２７ 安　芳 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０７０１ 辩诉交易制度 朱小龙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２８ 刘航颖 法学院 经济法０８０２
大学生自主创业所遇到的

法律问题———以江苏大学

为蓝本的研究

刘思培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２９ 刘晶晶 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０７０２ 公众舆论视野下的司法

独立
杜乐其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３０ 刘晓东 法学院 经济法０７０１ 网络虚拟财产的刑事立法

与保护
冯　琳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３１ 陆虹霞 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０７０１ 城市拆迁中的钉子户现象

研究
冯　琳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３２ 宋　良 法学院 经济法０７０１
转基因背后的法律问

题———转基因与食品安全

的博弈

朱小龙 ８５０

０８Ｃ０３３ 吴晨佳 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０７０１ 民意与司法独立的平衡 唐华彭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３４ 徐　霖 法学院 经济法０７０１ 广告违法与消费者公益诉

讼问题探析
周德军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３５ 许　娟 法学院 经济法０７０２ 关于劳教制度的思考 周德军 ８００

３７３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Ｃ０３６ 赵　菁 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０７０２ 劳动合同法在金融危机下

对中小企业之影响
陈士林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３７ 杨丰荣 法学院 经济法０７０１ 金融危机下的劳动法实施

问题
陈士林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３８ 廉宇乾 法学院 法学０６３ 从大学生辩论文化的发展

论优秀辩手的培育
何　铭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３９ 胡连江 法学院 经济法０７０２ 镇江市行业协会发展情况

之调查
何　铭 ８５０

０８Ｃ０４０

刘忠伟

梁孔政

张俊成

郑　婷

工商 ０８级工业工程 国内外制造业服务增强案

例研究
郭　梅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４１ 曹　晗
梁　君 工商 ０８级人力资源管理

吉林省中小企业的多元化

发展方向研究———以“吉

林省四平市红嘴集团”

为例

李国昊 ８５０

０８Ｃ０４２

孟繁杰

殷　明
龚婷婷

赵王超

工商 ０８级人力资源管理
经济危机时期下宁夏新养

老保险政策对宁夏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影响研究

张书凤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４３ 李　 工商 ０８级人力资源管理
金融危机对在校工商类大

学生就业趋势影响的调查

和研究

李国昊 ８５０

０８Ｃ０４４
赵王超

殷　明
龚婷婷

工商 ０８级人力资源管理 经济危机后的农业经济发

展及对策性研究
张书凤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４５

张义夫

胡勤逸

蔡小敏

胡逸晴

工商
０８级公共事业管理
（医疗保险）

医药分离策略探究与思考 王　森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４６
梁　君
曹　晗
陈　军

工商 ０８级市场营销
中小型合资企业在金融危

机中的战略调整———天津

地区加工行业为例

谢振宇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４７
陆佳媚

郭龙建

高荣升

工商 ０８级市场营销 当今流行服饰品牌营销的

分析
郭龙建 ８５０

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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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Ｃ０４８

邵建飞

宋敏杰

胡建建

曹　丽

工商 ０８级市场营销 镇江市户外大屏幕建设与

城市发展规划
张爱龙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４９
蕾花

贾承恩

陈志平

工商 ０６级工商管理 镇江高等院校贫困生及助

困工作分析
王兆华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５０

陈　超
潘冰心

钱秋香

王　伟
贾承恩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镇江地区中小企业网络营

销发展状况调查及分析
熊　强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５１
陈加梅

王莉莉

魏　卫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大学生创业弊端的分析及

对策思考
陈晓燕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５２ 龚幸幸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易舒仪”的设计及给商

店带来的经济效益
毛启容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５３
黄　莹
顾淑琦

宗式文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网上购物的普及及其现状

的调查研究
陈永泰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５４ 蒯　嘉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调查

与思考分析
陈晓燕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５５ 魏如意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江苏大学学生对大学生当

村官的看法的调查与思考
吴继英 ８５０

０８Ｃ０５６ 吴晓利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大学生网购与网店业务对

照研究
熊　强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５７

徐　静
曾倩倩

张沈阳

陈建文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大学生网上购物交易安全

现状分析与权益保护对策

研究———以江苏大学与南

京部分高校为例

陈晓燕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５８ 杨　佳
杨小铜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大学生考证现状调查及心

理分析
陈晓燕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５９ 尹付锦 工商 ０７级电子商务 金融危机时期镇江的消费

券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王　永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６０ 安芳芳 工商 ０７级工商管理 对网上与电视购物的可信

度及相应对策的调查研究
文学周 ８００

３７５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Ｃ０６１ 丁方婷 工商 ０７级工商管理 镇江市餐馆食品质量安全

调研
陈云香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６２ 董文波 工商 ０７级工商管理 关于如何提高大学生团学

活动积极性的研究
王兆华 ８５０

０８Ｃ０６３

江逸潇

任　娟
杨苏生

黄泞悠

张　凰
褚敏亚

工商 ０７级工商管理 金融危机下镇江中小企业

裁员行为研究及启示
马风光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６４

李旭敏

夏　莉
薛梦婷

金海燕

浦腸波

工商 ０７级工商管理
镇江市中小型外贸企业在

金融危机下的应对策略

研究

宋联可 ８５０

０８Ｃ０６５

牟士能

杨　双
田朝波

沈娟娟

工商 ０７级工商管理 探讨常州轻工制造企业的

农民工管理
宋联可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６６

钱秋香

王　伟
陈　超
潘冰心

陈　晶

工商 ０７级工商管理
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

的探索与分析———以江苏

大学为例

文学舟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６７

薛梦婷

李旭敏

夏　莉
金海燕

工商 ０７级工商管理 镇江市中小型高新企业的

知识型员工管理探析
宋联可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６８

张文军

杨苏生

祭　淮
夏丹丹

汤静超

工商 ０７级工商管理 江苏大学实验教学改革对

大学生影响的调查与分析
文学舟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６９
何　清
施健华

陈　益
工商 ０７级工业工程 新时期高校班级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包伟平 ８００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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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Ｃ０７０ 黄友柱 工商 ０７级工业工程 当前经济危机与“大萧

条”的差异与启示
季　莹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７１ 王　鹏
郭春阳

工商 ０７级工业工程 江苏高校大学生创业现状

研究
郭龙建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７２
杜　娟
李梦宇

王小青

工商 ０７级人力资源管理 关于盐城市旅游产业链发

展的研究
王　永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７３

狄晨燕

董翠玲

王玉辉

匡雁沁

王　莹

工商 ０７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镇江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

问题现状调查及对策性

研究

樊茗癑 ８５０

０８Ｃ０７４

逢逍遥

李宇龙

白玉富

邬建伟

工商 ０７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数据挖掘技术在零售企业

中的应用现状研究
刘　涛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７５ 顾　旭
刘柄良

工商 ０７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关于镇江高校现代远程教

育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

研究

宣　言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７６
李宇龙

逢逍遥

凌顺斌

工商 ０７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关于江苏大学校园内垃圾

桶使用情况调查以及改进

研究

刘　涛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７７ 刘　婷
王蓉蓉

工商 ０７级公共医疗保险 关于镇江市高校学生医疗

保险状况与改革的研究
周绿林 ８５０

０８Ｃ０７８
郑　莉
茅凯幸

蔡松浩

工商 ０７级公共医疗保险
关于镇江大学生个体化健

康管理现状调查及对策性

研究

刘石柱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７９

王　伟
陈　超
潘冰心

钱秋香

邵　博

工商 ０７级市场营销
大学校园就业信息３Ｇ平
台的构建———以江苏大学

为例

许　龙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８０
潘冰心

钱秋香

廖　婷
工商 ０７级市场营销 高校二级团组织绩效评价

与实证分析研究
宣　言 ８００

３７７



续表

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Ｃ０８１ 于观友 工商 ０７级市场营销 高校学生公寓安全隐患调

查分析及对策探究

刘朝华

朱洪祥
８００

０８Ｃ０９９

段金龙

苏静雷

吴　莉
赵　涛
万秀方

教师

教育
教育技术学（师范）０６０１ 在校大学生创业现状调查

分析及其对策的研究
李晓波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０９ 曹智慧 财经 统计０７０１ 基于食品安全视角的镇江

市奶制品消费研究
李芳林 ８５０

０８Ｃ１１０ 牛翠珍 财经 统计０７０１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大学

生幸福感研究－以江苏大
学为例

王伏虎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１１ 王昕言 财经 国贸０７ 江苏利用外资绩效的系统

分析及战略思考
陈海波 ８５０

０８Ｃ１１２ 张沁阳 财经 国贸０７０４ 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本

省ＧＤＰ影响的计量分析 王　欣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１３ 李夏菁 财经 国贸０７０１ 反规避调查对我国企业的

影响及对策研究
陶忠元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１４ 黄舒婷 财经 国贸０７０１ 我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

重点、难点及对策研究
陈海波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１５ 夏　培 财经 国贸０７０１ 关于江苏省纺织品出口贸

易摩擦的对策研究
阎　梁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１６ 陈灵艳 财经 国贸０７ 江苏省农村家电消费市场

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赵　明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１７ 张　津 财经 国贸０７ 保增长与加快江苏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研究
陈海波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１８ 赵丽娜 财经 金融０７０１ 江苏小额贷款公司效应评

价及完善对策研究
谭中明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１９ 李　芸 财经 金融０７０３ 镇江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适应性关系研究
谭中明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２０ 王旭杰 财经 国贸０７０２ 大学生网上消费心理研究 刘　洁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２１ 王　臖 财经 国贸０７０１ 金融危机对江苏出口贸易

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陈海波 ８００

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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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指导

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Ｃ１２２ 殷佳雯 财经 国贸０７０４
中国出口产品遭受国际反

倾销调查的应对机制及对

策研究

王正明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２３ 薛　晨 财经 国贸０７０３
从消费结构看如何提高金

融危机下农村消费力的

研究

陈银飞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２４ 张　曼 财经 国贸０７０４
经济危机下江苏省中小型

家族企业的转型与发展

研究

陈海宁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２５ 赵叶灵 财经 财务０８０１ 高科技企业资信评估的

研究
彭宏华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２６ 郑　菡 财经 会计０７０１ 对金融危机下的中小型企

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王海军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２７ 姚安华 财经 金融０７０２ 镇江化工行业节能减排增

效策略研究
赵喜仓 ９００

０８Ｃ１２８ 张　丹 财经 统计０７０１ 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循

环经济方案设计
查奇芬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３０
高　倩
李绍飞

许昌宇

理学院 工程管理０８０２ 提高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实

践能力的途径的探讨
王　军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３１ 刘佳佳

徐铭煜
理学院 数学（Ｓ）０７０１ 在校大学生心血管疾病常

见知识的调查几对策探讨
邹圣强 ８５０

０８Ｃ１３２
冯亦倬

权茂来

刘　阳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０８０１ 大学生数学学因的调查

研究
宋晓平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３３ 王　蕾 机械 机械０７０３
网络时代高校共青团组

织、引导、服务大学生问题

的研究

石昌瑞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３４ 薛彦平 医学院 临床０７０５ 关于大学生医疗保险及医

学生活常识的调查研究
万　选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３５ 邹小飞 医学院 临床０７０３ 医学生学习方法研究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３６ 郭鑫鑫

孙　猛 理学院 信计
社会实践对大学生综合能

力培养的综合评价模型
李医民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３７ 周奕杰

刘晓卫
理学院 应数０６０１ 用灰色理论建立班级建设

考评体系的数学模型
杨宏林 ８５０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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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经费（元）

０８Ｃ１３８ 孙　猛
周奕杰

理学院 土木建筑０６０１ 二级学院学生工作量化考

核评价模型
姚洪兴 ８５０

０８Ｃ１３９ 李　刚
刘仲林

理学院 土木工程０６０１ 二级学院学生工作量化考

核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李医民 ９００

０８Ｃ１４０ 卜卓超

郭　超 理学院 信计

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在大

学生成长中的作用研究和

分析

杨宏林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４１ 顾久祥

张晓益
理学院 数学师范

大学校园文化作用的综合

模糊数学模型
姚洪兴 ８５０

０８Ｃ１４２ 罗　斌
冯小军

理学院 数学师范
大学生学生工作业绩的综

合测评体系的研究
李医民 ８００

０８Ｃ１４３ 仲月霞

彭　丹 理学院 数学师范
江苏大学学风建设的模糊

数学模型及其作用研究
李医民 ９００

第十一届“挑战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人员 获奖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刘俊萍　骆　寅　梁　
!

魏洋洋　朱兴业　王　涛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特等奖
教育部高教司 ２００９．０９

付星星　张　丹
汪小伟　陈世雄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三等奖
教育部高教司 ２００９．０９

吴　
!

　顾华珍　胡连江
钱心璐　张天栋　周　磊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鼓励奖
教育部高教司 ２００９．０９

朱兴业　刘俊萍 第１１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杨　哲 第１１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董高高　金汝蕾　高琳琳 第１１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朱　磊　周健豪　陈　诗 第１１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胡永光
第１１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徐立章
第１１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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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人员 获奖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第１１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胜杯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江苏大学

第１１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组

织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心理健康教育

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于１９８８年正式成
立了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２００１年江苏大
学组建之际，设立了独立建制的学生心理健

康服务机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中心现有４名专职人员，其中２人具有正高
职称，３人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１人为
中国心理学会首批心理督导师，１人为全球
职业规划师，２人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同时，在校内聘请了２８位有事业心与责任
感、拥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的辅导员

为兼职心理访谈员或社区心理访谈员，并从

各学院辅导员队伍中选拔了２６位思想素质
高、有丰富学生教育管理经验的思想政治工

作者为心理辅导员。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

了组织保证。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始

终坚持“一本四全”的理念：一切以学生为

本，关注全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实施全程的

心理健康教育，强化全员的心理保健意识，

营造全校的心理教育氛围，以培养自我成长

型的人才，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

【咨询辅导———关注心理健康】　为全面了
解学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并

有效地对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实施主动干预，

今年对７６０５名本科新生、２４２名继续教育
学院新生、１４９２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新生
进行了网上心理测试，为新生建立了心理健

康档案。对筛查出有心理问题倾向的学生，

通过走访学院、个别约谈、团体治疗等多种

形式实施了主动而及时的干预，以不断建立

健全学校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中心坚持

到岗到位、认真接待每一位来访者，为他们

提供安全而温馨的良好咨询氛围，每天下午

和晚上都安排咨询人员接待学生来访，帮助

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

题，避免了多起恶性校园事件的发生。同

时，学校关工委开展的“关爱谈心屋”也接待

学生来访，以分享与转介的方式共同探讨相

关个案，以提升咨询教育的效能，取得了较为

显著的成效。中心坚持每周两个晚上的心理

热线电话咨询，多次在夜晚时分接到求助者

的咨询电话，都认真地倾听与疏导，以适当的

方式予以干预，及时缓解了一些学生的心理

困扰，避免了恶性事件的发生，在学生心理保

健与危机心理干预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中心积极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网络化

建设，通过培训相关人员，强化广大师生的心

理保健意识与自我调节能力，使大家都能积

极关注和参与中心网页《心灵驿站》的互动

与交流；通过及时而有效的更新与维护，解答

《心灵驿站》上“心灵交流”栏目的咨询问题，

不仅为广大学生增设了接受心理辅导的平

台，而且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网站真

正成为学生相互交流、分享情感和调整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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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场所。中心借助学校的中国心理学会

首批心理督导师的力量，运用相关心理督导

知识，强化同辈心理督导工作。通过个案研

讨，中心及时对特殊个案进行会诊与咨询演

练，同时还将工作渗透到对各学院的心理辅

导员培训之中，帮助相关心育工作者个人成

长，促进群体心理咨询水平的提高。在各相

关领导与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心充分运用

学校现有的相关健康教育资源，充分发挥研

究生宿舍楼与６个本科生学生社区心理访谈
室的作用，不断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延伸心理

健康教育的触角，扩大与学生的接触面，更好

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广泛宣传———营造心育氛围】　在今年的
新生入学教育过程中，各学院将“大学生活

第一步、健康从‘心’开始”等主题纳入其

中，学校相关心理辅导员为２６个学院的新
生开设了心理讲座。另外，通过邀请香港城

市大学岳晓东教授、北京ＮＥＤＰ新精英生涯
发展执行总裁古典及本校专家学者为学生

开设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讲座，营造了良好

的心育氛围。学校心理中心在机械、能动、

食品、环境、人文、外国语、材料、汽车等８个
学院的２００９级本科生中试行了班级心理委
员制度，在全体２００９级研究生中实施班级
心理与职业发展委员制度，分别对６８名本
科生班级心理委员及５２名研究生心理与职
业发展委员进行了培训，旨在拓展心理学相

关知识，增进朋辈心理辅导技能，调动他们

进行自我教育、同伴教育的能动性和积极

性，提高为广大同学服务的水平，全面提升

全体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今年５月，举
办了“５２５———我爱我·直面压力 放飞理
想”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节。活动节期间，心

理中心带领学生社团，在各学院心理辅导员

的支持下，在心理分会的配合下，分别开展

了现场心理咨询、心理测试、心理知识有奖

问答、心理图片展、“放飞理想与祝福”涂鸦

墙、心理征文、专题心理讲座、野外素质拓

展、心理影片赏析、心理沙龙、成长小组、朋

辈辅导等活动，以丰富多彩、触抚心灵、震撼

人心的多种形式渗透心理辅导，深受师生欢

迎与好评。今年１２月，围绕世界预防艾滋
病宣传日的主题，学校成功启动了“红丝带

计划”。此次活动亦为学校第六届健康教育

宣传周活动，开展了预防艾滋病知识普及率

调查、展板宣传评比、专家讲座、大型户外签

名、预防艾滋病宣传影片展映等活动，进一

步加强了学校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在

广大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学校心理

中心精心指导大学生心理学会的各项工作，

打造精品活动，创建校“五星级社团”，使之

成为一支充满活力、富有特色的团队。心理

学会骨干会员在新生中开展的朋辈辅导与

咨询活动，深受学生的欢迎。研究生心理发

展研究会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活动，得到了

相关领导的首肯，受到广泛好评。心理中心

积极组织相关学会的心理骨干及各学院心

理分会会长进行相互学习与交流，锻炼了他

们的才干，增长了他们的能力，使心理学会

成为大学生所喜爱的社团之一。

【专业培训———推进队伍建设】　学校心理
中心坚持心理辅导员的例会制度，借助这一

平台交流与指导工作，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的专业化运作。心理中心在年底前举办了

以各学院的心理辅导员为主体的第十届心理

辅导培训班，汇报心理建档的后续工作以及

心理危机早期干预的进展情况，开展咨询演

练、个案督导，促进个人成长；同时为社区辅

导员开办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危机干预讲

座，帮助辅导员提升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各

学院成立了大学生心理学会分会，或在院学生

会设置了心联部，在班级中通过多种选拔方式

设立心理委员，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与社

会实践，媒体也多次予以报道。同时，心理中

心多次对参加朋辈咨询与训练的大学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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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共情培训演练等相关的“上岗”培训，切实

建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网络体系，为大学生心

理学会骨干会员进行如何提升自信、更好开展

人际交往讲座与辅导、职业生涯规划培训等系

列活动，使参加的学生得以成长。

【教研结合———提升专业水平】　今年 １０
月，学校顺利通过了省级心理健康教育与研

究示范中心的考察评估，评估专家组一行查

阅了学校创建工作资料，实地考察了学校心

理咨询工作场所，并与师生代表进行了座

谈，专家组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认为学校领导重视、特色鲜明、全

员参与、成效显著，切实发挥了示范性的功

能与效应，同时希望学校进一步总结与推广

“一本四全”的理念与运作模式。今年度学

校心理中心共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分别开设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心理卫生学”、

“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爱情与性健康教

育”、“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大学生就

业”、“心身医学”等相关心理健康教育选修

课１０余门次，全年选修人数达２０００余人，
教学效果良好，被学生视为“最受欢迎的课

程与老师”之一。心理中心平时注重分享教

学资源，进行教学方式的观摩与研讨，各项

相关课程均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资料。学校的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力求专业化运作，正在不断步入科

学化与规范化的轨道，但在宣传报道、提升

形象方面还要及时总结与分享，以进一步提

升学校心育工作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２００９年主要团体心理活动一览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形式 活动对象 参与人次

１ 良好咨询关系的建立技术

（谢钢主讲）
３月１２日 团体辅导 全体心理辅导员 ５０

２
高校心理危机预防与管理

（华南理工大学 黄建榕主

讲）

３月１７日 专题讲座
学生辅导员及

主要学生干部
３００

３
金融危机下如何开展大学生

就业指导工作（职业指导师

古典主讲）

４月８日 心理沙龙 全体学生辅导员 ５０

４ 抑郁症早期的识别和干预

（周杏林主讲）
５月７日 团体辅导 全体心理辅导员 ３０

５
“５·２５———我爱我·直面
压力 放飞理想”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节

５月１０日—
６月１０日

现场心理咨询心理知

识问答心理图片展心

理影片赏析心理

沙龙等

全校师生 １００００

６ 和谐人际关系的智慧（周杏

林主讲）
５月３１日 团体辅导 全体心理辅导员 ３０

７
压弹节节高———谈大学生压

力管理（香港城市大学 岳晓

东主讲）

６月３日 学术报告
心理辅导员部分

学生干部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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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形式 活动对象 参与人次

８
“大学生活第一步、健康从

‘心’开始”新生心理健康

教育

９月１０日—
９月３０日

专题讲座、团体辅导

成长小组等

２００９级本科生
及硕士研究生

５０００

９ 心理辅导培训班：心理咨询

师的个人成长（周杏林主讲）

９月２４日—
２６日 团体辅导 全体心理辅导员 ３０

１０ ２００９级本科生心理委员培
训班

１１月６日—
１５日 专题讲座 试点学院心理委员 ７０

１１ ２００９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心理与职业发展委员培训班

１１月１５日—
１２月１５日 团体辅导

全体研究生心理

与职业发展委员
７０

１２ “红丝带计划”———预防艾

滋病宣传周

１１月３１日—
１２月６日

预防艾滋病知识讲

座、展板宣传评比、大

型户外签名、预防艾

滋病宣传影片展映等

全校师生 ３０００

表彰与奖励

本科学生集体、个人获市级

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２００９年省三好、省优干、
省先进班集体名单

省三好学生（２３人）
机械学院：　羌晨晨
机械学院：　刘家臻
汽车学院：　付龙龙
汽车学院：　郭正辉
能动学院：　李　阳
能动学院：　胡　斌
材料学院：　赵文锋
材料学院：　董伟玲
电气学院：　杨辰星
计算机学院：吴静丽

环境学院：　陶德晶
食品学院：　孙芳芳
化工学院：　姜逸倩
医学院：　　高　波

医学院：　　郑芳媛
理学院：　　胡玲玲
人文学院：　傅一岑
艺术学院：　窦彬文
工商学院：　王琳芝
财经学院：　张　津
教师学院：　赵明星
京江学院：　王慧钰
京江学院：　蔡智超

省优秀学生干部（１０人）
电气学院：朱力宏

法学院：　　张　峰
外国语学院：孔雪敏

药学院：　　史梅英
基技学院：　杨婷婷
计算机学院：马　四
工商学院：　何晓静
财经学院：　王昕言
财经学院：　张　丹
京江学院：　蔡宗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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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先进班集体（１３个）
机械学院：　机械０６０１
汽车学院：　机械培优０７０１
电气学院：　自动化０７０３
食品学院：　生物技术０６０２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０６０２
基技学院：　医学检验０５０１

理学院：　　数学Ｓ０６０２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０６０２
法学院：　　法学０６０３
外国语学院：英语（师范）０６０２
艺术学院：　工设０７０１
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系０６０２
京江学院：　护理０６０１

学生集体、个人获市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获表彰奖励的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单位 授奖时间

朱国锋
２００８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
学生”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

省教育厅、江苏省学生

联合会

２００９．０３

《生物气质节能设备———家用秸秆

气化炉的研制与开发》

参赛学生：冉尚飞　徐占东　徐娇娇
腾原新

指导教师：刘春生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博奇环保

杯）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２００９．０２．１２

《太阳能———地热能联合供暖制冷

供热水供电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参赛学生：苏文佳　赵光伟　祝　磊
张程程

指导教师：王　谦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博奇环保

杯）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２００９．０２．１２

《双向步进式全射流喷头的研制》

参赛学生：杨炎财　管荣国　陈　超
徐红霞　吴登昊　沈振华　王　超
指导教师：李　红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博奇环保

杯）三等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２００９．２．１２

《水乡风情》

指导教师：范一蓉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声乐普通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流浪者之歌》

指导教师：范一蓉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器乐普通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红是红啊，绿是绿》

指导教师：杨敏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舞蹈普通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前面有棵树》

指导教师：董晓言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戏剧小品比赛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繁荣》　作者：秦　妍
《和谐》　作者：戴　平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绘画普通组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琴韵》　作者：冉文成
指导教师：姜松平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绘画专业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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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表彰奖励的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单位 授奖时间

《古韵》　作者：杯　洁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绘画专业组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行草》（横幅）　作者：夏　俊
指导教师：郑为人　朱正伦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书法篆刻普通组特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小楷手卷》　作者：杨　清
指导教师：郑为人

《篆刻》　作者：夏俊
指导教师：郑为人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书法篆刻普通组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欣威篆刻》　作者：张欣威
指导教师：唐戈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书法篆刻普通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论语句》

《张超印信》
　作者：张　超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书法篆刻普通组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书法》　作者：朱　丹
指导教师：颜廷军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书法篆刻专业组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一线天》　作者：孙安琪
《午憩》　作者：马骏铧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摄影比赛普通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面具》　作者：冉　健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ＤＶ比赛专业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伯爵奶茶包装设计》　作者：李媛媛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工艺设计比赛专业组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圣火》　作者：张刚伟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雕塑陶艺比赛专业组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加强审美教育是提高人才素质的

有效途径》　作者：朱　晏
《论大艺术观视野下的高效艺术教

育》　作者：孙建国　冯　琳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艺术教育论文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略议艺术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中的作用》　作者：班小红　黄勇强
杨　雨
《强化音乐素质教育、构建和谐校园

文化》　作者：何　江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艺术教育论文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３８６



续表

获表彰奖励的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单位 授奖时间

《大学生艺术教育中的电影欣赏问

题探析》　作者：牟春龙
《尴尬的艺术样式：硬笔书法边缘化

的阐释》　作者：郑可春
《让音乐扎根于大学———浅谈音乐

艺术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作者：杨　敏
《师范学院书法教育的几点思考》　
作者：郑可春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艺术教育论文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书法作品》　作者：朱正伦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校长风采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３．０３

江苏大学保护古运河服务团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科普之旅”暑期

社会实践服务团

江苏大学急救协会实践服务团

江苏大学法学院大学生就业创业观

念暑期调研服务团

江苏大学２００９年暑期社会实践东台
市硕士科技服务团

２００９年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优秀团队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

刘　洁　宣　言　沈阳阳
邹时建　陈永清　　　　

２００９年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先进工作者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

继续教育学院：戴　妮
汽车学院：龚佳璐

药学院：王　旭
艺术学院：吴文苑

电气学院：周　成
能动学院：谢　华
医学院：王珂珂

２００９年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先进个人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

江苏大学研究生溱东不锈钢产业集

群实践基地

江苏省大中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省级

实践基地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

３８７



续表

获表彰奖励的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单位 授奖时间

《短纹杆———板齿脱粒装置关键技

术研究与开发》　完成人：徐立章
《并联混合动力轿车多能源管理控

制器产业化自主研发》　完成人：
朱　磊　周健豪　陈　诗
《关于混沌突然发生系统控制的研

究》　完成人：董高高　金汝蕾　
高　琳　

江苏省第十一届“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科协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０９．１２．１１

《新型气流扰动茶园防霜冻技术系

统》　完成人：胡永光

江苏省第十一届“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

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科协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０９．１２．１１

《可在线排除泄漏液体的潜水泵》

完成人：李继忠

江苏省第十一届“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

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科协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０９．１２．１１

《节能、环保汽车用颗粒增强铝基复

合材料轮?的研发》
完成人：苏大为

江苏省第十一届“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

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科协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０９．１２．１１

《大学生消费现状的调查报告》

完成人：孙清飞　常　鸣

２００９年江苏省大学生社会实践
大型专题调查活动优秀调研

报告三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０９．１０．２９

《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择业意向

的影响调查报告》

完成人：张　洪

２００９年江苏省大学生社会实践
大型专题调查活动优秀调研

报告优秀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０９．１０．２９

２００９年学校、部门、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获奖单位／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杨　哲 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刘俊萍　骆　寅　梁　
!

魏洋洋　朱兴业　王　涛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特等奖
教育部高教司 ２００９．０９

付星星　张　丹　汪小伟　陈世雄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三等奖
教育部高教司 ２００９．０９

３８８



续表

获奖单位／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吴　
!

　顾华珍　胡连江
钱心璐　张天栋　周　磊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鼓励奖
教育部高教司 ２００９．０９

朱兴业　刘俊萍 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董高高　金汝蕾　高琳琳 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朱　磊　周健豪　陈　诗 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胡永光
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徐立章
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全国学联

２００９．１１

夏　俊 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艺术作品一等奖
教育部 ２００９．０２

本科生获市级以上表彰奖励

获表彰奖励的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吴静丽　范顺国　赵　波 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本科组一等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
２００９

刘　涛　张天乐　顾振国 高教社标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本科组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
２００９

彭怀林　高海平　胡玲玲 国际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美国数学会 ２００９．０３

国贸０６０３　姚志敏
电气培优０７０１　沈年凤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２００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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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表彰奖励的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国贸０６０４　章　
车辆０７０１　何梦谷
化教０７　柳　怡
自０８０１　李　龙
会计０７０１　汤书亚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２００９．０６

法学０７０１　陈振华
丁财会０７０２　王莉君
自动化０７０３　祝　尧
国贸０７０４　龚雪琴
机械０６０１　陈叶飞
法学０８０１　胡　鹏
对外汉语０７０１　倪　颖
电气０７０２　王逸萍
国贸０７０１　徐梦雅
教育Ｓ０６０１　王海燕
高分子０８１　陆春玉
人力０５０１　成　玖
法学０６０１　崔　静
临床０８０２　钱　程
医保０８０２　陈　奇
法学０６０３　张　莉
金融０６０１　袁　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２００９．０６

会计０７０２　潘启凤
会计０６０１　钱　三
法学０６０２　马志君
财务０６０１　汪　云
会计０７０２　金梦露
药学０７０２　曹　健
对外汉语０７０２　陆　丽
财务０８０１　张　肖
财务０６０１　许　慧
中文０８０１　王建英
日语０６２　徐湘君
护理０８０１　吴金凤
国贸０８０１　宋青青
车辆０７０５　潘　科
环境０７２　王　霓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２００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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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表彰奖励的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高分子０８２　张又豪
厂检验０７０５　王　瑶
临床０６０４　孙　园
网络０８０１　薛炜澎
软件０８０２　芮　文
金融０８０２　廖　虹
机械０７０１　张泉泉
食品０７０１　顾　婕
测控０６０１　江　菡
对外汉语０７０１　花可名
土木建筑０６０２　倪秋斌
软件０８０１　陈玲玲
国贸０６０３　陆沁晔
会计０６０３　王丹丹
法学０６０３　包　娜
运输０８０２　赵　
工程管理０７０１　钱明月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２００９．０６

何梦谷
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

竞赛本科组个人一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委会 ２００９．９．１４

叶　凯　时　俊　朱云峰
张宁一　丁小冬　颜立宇
朱伟伟　孙茂亚　邓卫翔

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

竞赛本科组个人二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委会 ２００９．９．１４

彭怀林　於松波　刘　渊
方庆伟　施德华　李　祥
王成红　马田雨　欧阳占欢
徐　祥　江　飞　王　蕾
徐弘博　刘　丹　周晓舟
杨　扬　管晓晨　徐　睿
胡东海　魏　婷　陈　林
沈建波　徐　哲　邱琦锋
刘雪莱　张　斌　李雨浓
张　慧

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

竞赛本科组个人三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委会 ２００９．９．１４

附：

２００７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甲组一等奖

康黄津　徐蓉蓉　杨云峰

２００７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甲组二等奖

朱正波　黄丽丽　王镇豪

２００８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甲组二等奖

彭怀林　胡玲玲　白文平　蔡志超
董道领　季煜卿

（供稿人：王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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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生集体、个人获校级

表彰奖励情况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新长征突击手

获奖人员：赵志远　毕长波　吕巧巧
吕　波　罗美玲　许梦云
徐　燕　陈　燕　刘丹丹
马　晋　陈　健　赵　剑
高琳琳　吴　晶　宣乃毅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０６．１７

获奖名称：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江苏大学先进
班级名单

获奖单位：机械学院（１１个）：
机械０８０１　测控０８０１
模具０８０１　模具０８０２
机械０７０２　机械０７０４
测控０７０１　光信０７０２
光信０６０１　机电０６０２
模具０６０１

汽车学院（１２个）：
车辆０６０４　动力（机械）０６０２
交通工程０６０１
交通运输０６０１
车辆０７０６　车辆０７０８
动力（机械）０７０１
运输０７０１　车辆０８０１
车辆０８０４　车辆０８０６
动力（机械）０８０２

能动学院（８个）：
建环０７０１　建环０８０２
热能０７０１　热能０８０１
流体０７０１　流体０８０１
流体０８０３　热物理０８０１

材料学院（１０个）：
金属０７０２　　成型０７０２
冶金０７０２　　冶金０６０１
高分子０６０１　金属０６０２
成型０８０１　　复合材料０８０１
金属０８０１　　冶金０８０２

电气学院（１２个）：
电科０６０１　　电信工程０６０２
生医０６０１　　自动化０６０２
电信０８０２　　电科０８０２
电信０８０３　　自动化０８０１
电气０７０２　　生医０７０２
自动化０７０３　自动化０７０１

计算机学院（１０个）：
通信０８０２　　信息安全０８０１
软件工程０８０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０８０２
信息安全０７０２
通信０７０１
计算机（网络）０７０１
电气培优０７０１
软件０６０１　　通信０６０１

环境学院（４个）：
安工０６０１　　安工０７０１
环境０６０３　　环境０８０１

食品学院（４个）：
食品０７０１　　生物技术０７０２
食品０８０１　　生物技术０８０１

化工学院（５个）：
应用化学０６０１
化学Ｓ０８０１　 化工０８０１
化工０８０２　 化工０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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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１２个）：
医学０８０２　　护理０８０２
医学０７０３　　医学０７０１
医学０７０８　　医学０７０２
护理０７０１　　护理０６０１
医学０６０２　　医学０６０３
医学０６０４　　医学０６０５

医技学院（８个）：
检验０６０１　　检验０７０１
检验０８０１　　检验０５０２
影像０６０１　　影像０７０１
影像０８０２　　影像０５０１

药学院（５个）：
药学０７０２　　制药０６０１
制药０８０２　　制药０７０１
制药０７０２

理学院（９个）：
土木（力学）０６０１
交通土建０６０１
数学Ｓ０７０１　 数学０７０１
工管０７０１　　物理Ｓ０７０１
数学０８０１　　数师Ｓ０８０２
土木（建筑）０８０２
人文学院（６个）：
对外汉语０７０２　中文０８０１
对外汉语０８０１　文秘０８０２
文秘０７０１　　　中文０７０１

法学院（３个）：
国际经济法０７０２
经济法０７０１
国际经济法０８０２
外国语学院（８个）：
英语０６０２　　英语０６０３
英语０７０２　　英语（师）０７０３

日语０７０１　　日语０８０２
英语０８０３　　英语Ｓ０８０２

艺术学院（９个）：
工设０７０１　　工设０７０２
装饰０７０１　　美术０６０１
新媒体０６０１　平面０６０１
环艺０８０１　　工设（艺）０８０１
美术０８０１

工商学院（１２个）：
人力资源管理０６０２
市场营销０６０２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０７０１
工商管理０７０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０７０１
工商管理０７０２
工商管理０６０１　工商管理０８０１
人力资源管理０８０１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０８０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０８０２
电子商务０６０１

财经学院（１４个）：
金融０６０１　　国贸０６０３
统计０８０１　　金融０７０３
金融０７０２　　金融０８０１
统计０６０１　　国贸０８０３
国贸０７０３　　会计０８０１
会计０７０１　　财务０７０１
财务０８０１　　会计０８０３

教师学院（１个）：
教育学（师）０８０１

京江学院（７４个）：
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０８０２
Ｊ会计０８０１　　Ｊ会计０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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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会计０８０４　　Ｊ财务管理０８０１
Ｊ土木０８０２　　Ｊ护理０８０１
Ｊ护理０８０２　　Ｊ媒体０８０１
Ｊ平面０８０１　　Ｊ装饰０８０１
Ｊ环艺０８０１　　Ｊ机械０８０１
Ｊ机械０８０２
Ｊ机械电子工程０８０３
Ｊ机械电子工程０８０２
Ｊ动力（流体）０８０１
Ｊ计算机０８０１
Ｊ动力机械０８０２
Ｊ国贸０８０３　　Ｊ车辆０８０２
Ｊ电气０８０３　　Ｊ车辆０７０１
Ｊ成型０７０１　　Ｊ护理０７０１
Ｊ护理０７０２　　Ｊ会计０７０３
Ｊ动力机械０７０２
Ｊ机械０７０４
Ｊ营销（电子商务）０７０１
Ｊ车辆０７０３　　Ｊ英语０７０１
Ｊ机械０７０２
Ｊ电信０７０１　　Ｊ电信０７０２
Ｊ财务０７０２
Ｊ会计０７０２　　Ｊ统计０７０４
Ｊ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０７０１
Ｊ工业工程（物流管理）０７０１
Ｊ艺设（环境）０７０１
Ｊ自动化０７０２　Ｊ工业设计０７０１
Ｊ药物制剂０７０２
Ｊ制药工程０７０１
Ｊ通信０７０２　　Ｊ国贸０７０３
Ｊ检验０７０１　　Ｊ英语０６０３
Ｊ营销０６０３　　Ｊ英语师范０６０４
Ｊ英语师范０６０１
Ｊ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０６０１
Ｊ信息０６０２　　Ｊ信息０６０３
Ｊ会计（财务管理）０６０２
Ｊ国贸０６０２　　Ｊ国贸０６０４
Ｊ护理０６０１　　Ｊ会计０６０４

Ｊ会计０６０３　　Ｊ临床０５０１
Ｊ临床０５０２　　Ｊ临床０５０３
Ｊ临床０５０４　　Ｊ自动化０６０１
Ｊ成型０６０１　　Ｊ会计０６０２
Ｊ国贸０６０１　　Ｊ机械０６０１
Ｇ计算机０６０１　Ｇ国贸０６０１
Ｇ电气０６０３　　Ｇ会计０６０２

继教学院（１０个）：
自考英语０６１　自考英语０６２
物流０６１　　　机电自考０６
成英语０６１／２　信管０６３
会本０６１／２　　会本０６３／４
机制０６６　　　自考物流０６２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１．１０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三好学生标兵

获奖人员：

机械学院：王　蕾　宋　伟　曹若曦　
周倩云

汽车学院：钱晏强　邱海峰　沙　锋
能动学院：胡　斌　魏　婷
材料学院：雷　蕾　吴丹妮　赵文锋
电气学院：顾　哲　韩海霞　冯小军
计算机学院：沈年凤　赵茜茹
环境学院：陶德晶

食品学院：姚丽娅

化工学院：姜逸倩　刘晓光
医学院：高　波　李　茂　闫　岩　

张　婷
医技学院：刘欢欢　宋琳琳
药学院：曹　健
理学院：鲁　娜　陈　艳
人文学院：石姬凤

法学院：顾　莉
外语学院：罗　颖　张夏蓉
艺术学院：窦彬文　姜　特
工商学院：浦汇洋　钱　慧　钱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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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辉
财经学院：戴绫珂　丁　翠　王昕言　

姚志敏

教师学院：黄晓燕

京江学院：丁　卫　陆海华　施皎皎　
俞景锦

继教学院：王　阳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校三好（２４人）：
宋　伟　张　进　周倩云
曹若曦　张允康　罗捷林
薛　莹　张　海　孙　超
朱云峰　张立云　许瑞华
温德平　刘丽晨　徐小冬
陈叶飞　高罗辉　施　展
范　丽　徐　晟　李英杰
吴　瑶　王颖杰　朱利华
校优干（３０人）：
王　蕾　王成红　张满奎
王祖声　欧阳占欢
王津剑　石贵峰　谢浚尧
葛　磊　李　威　马　丽
羌晨晨　江　镇　权苏勤
陈效吉　朱洋洋　刘　丹
何娟娟　纪　漫　王　俊
张家银　武　欣　康正阳
祁建祥　马友娟　史　癉
余　凤　姜蕾蕾　刘三利
周亚平

汽车学院：

校三好（４３人）：
邱海峰　朱伟伟　沙　锋
尹海云　侯件件　俞剑波
毛　飞　付龙龙　蔡　萍

叶遷辰　陈　远　何梦谷
金书彝　施德华　管晓晨
唐诗晨　时　俊　李雨浓
上官继峰　　　　张锦国
周大为　倪明明　陈拓洲
顾晓丹　孙亚鹏　唐卓华
赵　　魏语旋　孙晓强
杜飞萍　王　宏　穆文浩
骆　娟　潘　科　琚龙玉
蔡　飞　贾林夕　荆　堤
陈文骏　潘海楠　任　皓
孙梦婷　胡　昊
校优干（１５人）：
钱晏强　胡　贝　杨盼盼
张文雯　陆存豪　王　胜
龚佳璐　施　航　刘　恒
施蕴曦　唐古南　王佳俊
沈钰杰　王　旭　许人义

能动学院：

校三好（２２人）：
魏　婷　胡　斌　张　江
许萌萌　陈　雨　曹彦涛
陈　云　张稼辰　郭　嘉
何海斌　孙鑫恺　杨　峻
张光建　魏　志　吴　昊
孙梦兰　胡维维　叶丽婷
张州榕　徐玮玮　李　阳
赵晓东

校优干（１３人）：
温　谦　吴何来　曹　楷
王海宇　印学虎　虞舒海
蔡文杰　张　宁　陶园春
丰文杰　谢　华　曹安国
白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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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

校三好（２６人）：
雷　蕾　王　丹　郭传建
周奕杰　唐　叶　罗　雅
方　舸　李　稷　桑　静
陆春玉　艾世杰　王卫平
易　燕　宋泽林　张　超
薛惠芹　陈　希　姚佳梅
何艳琼　周鹏飞　张　瑜
李旭飞　张一萍　康　鹏
秦洁玲　张又豪
校优干（１６人）：
赵文锋　吴丹妮　董伟玲
姚　帆　王鑫雨　蒋　珍
周亚君　孙　菲　

(

　杰
曹　贺　张在强　张双鸽
任　丹　岳春光　岳加佳
徐晓黎

电气学院：

校三好（４７人）：
顾　哲　盛碧云　冯小军
韩海霞　柏晶晶　王嘉明
陈璋鹏　朱婷婷　曹宇虹
范晓旭　瞿　沥　祝苏明
杨　军　管明勋　仇佳捷
王丽平　薛丽洁　彭　丹
孙海洋　王逸萍　史辉萍
杨俊勤　吴　婷　王　萍
马丹丹　吴静菲　赵晓从
高鸣宇　孙晓军　高彦平
陈　晨　钱成功　田　超
邹　亚　夏　瑞　张　丽
张松涛　施燕慧　武树娟
顾久祥　商　帅　王李东
汤殷霞　夏颖瑛　蒋　琛
范雪梅　汤　鹏
校优干（１２人）：

杨辰星　刘天怡　耿　影
李　龙　张　敏　黄敏敏
王朝霞　朱丽婷　李素爽
卞雅培　宋宝举　徐海东

计算机学院：

校三好（２８人）：
缪丽姬　赵茜茹　李　纳
万根顺　陈林坤　王敏超
周大胜　郭　娟　魏月娥
吴荣春　李　帅　任　梅
许红菊　屈小茜　杜志荣
代　姗　吴玉宁　马晓芬
谢　骋　顾振国　丁文霞
陈　萍　龚赛丹　王素素
郭　冕　马　辉　朱媛媛
王　君
校优干（２０人）：
张晓璐　沈年凤　黄春兰
兰晓晔　门晓玉　万　靖
张良锦　刘　旭　葛　琳
吴静丽　邹　翔　程　铃
王义波　吴园圆　薛　莹
赵琳录　丁　慧　谭　玲
茅冬梅　沈　晶

环境学院：

校三好（１７人）：
陶德晶　董菲菲　陈　力
于学娟　华　磊　王　霓
陈　琳　顾雪连　杜红艳
孙　成　林　浩　程　云
吴桂琴　陈美婕　刘厚祥
王　巍　夏　甜

食品学院：

校三好（１１人）：
姚丽娅　周　春　周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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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晨曦　张　欣　姜　珊
张若花　郭晶晶　郭丽娜
卫　莎　梁微微
校优干（６人）：
张燕华　万佳丽　费　悦
石　兰　汪宇研　周慧吉

化工学院：

校三好（１３人）：
刘晓光　胡晓笑　单秋菊
柳　怡　刘　静　李　春
高　倩　王　超　陈　飞
顾开智　曹静娴　张长华
赵增伟

校优干（７人）：
姜逸倩　王　慧　田小花
杨　霞　华珈艺　陶蓉蓉
王丽莉

医学院：

校三好（５８人）：
闫　岩　高　波　李　茂
张　婷　张　丽　金丽艳
郑芳媛　左　蓓　支中正
缪　娟　陈　迪　王　洁
王　旭　仓晓凤　范少华
何小庆　张?癑　尹　越
李　瑛　金　迪　李秀琴
卞石惠　齐艳华　王菊娟
杜益萍　邹小飞　糜家睿
王　苏　王欣丽　张　辉
徐　静　庄明峰　程灵晓
吴金凤　朱　灵　陈　燕
杨明珠　程　珊　许　丽
孙　园　彭　珏　包　卿
鲁　倩　徐平小　何　莎
谢　闯　渊　潭　俞淑琴
严　蕾　郑俏丽　苏玉婷

栾丹丹　陈　婷　江　婧
高　宇　庄心宇　李　淑
朱竹青

校优干（１人）：
朱　玲

医技学院：

校三好（３１人）：
朱琼芳　宋琳琳　纪润璧
张　玲　张　洁　吉　滢
袁　潇　林姗姗　孙瑶湘
黄文斯　顾丙新　贾继瀛
吴晓丹　韩　菲　张　静
杨　斌　任　莉　高晶晶
金　菲　翁晓琴　王　璇
武　帅　赵　昕　曾子涵
陈敏敏　黄浩哲　谢晓东
陈国中　董文茜　李　晔
徐蒙莱

校优干（３人）：
刘欢欢　邹　真　范兴文

药学院：

校三好（１４人）：
孙　筱　严晶晶　孙夏青
李　香　文　毅　白雪玲
张丽萍　王　芳　魏亚伟
刘治华　丁　慧　叶　璇
蒋　婷　陈露霜
校优干（８人）：
王　芳　史梅英　陈慧涵
邓春超　许磊磊　曹　健
石小磊　陈源卿

理学院：

校三好（３７人）：
胡玲玲　李迎迎　陈　艳
陈　旭　许培琳　魏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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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贤洋　崔钊玮　陶国平
王菲菲　钱佳玲　朱宗刚
鲁一慧　王　韬　徐　银
夏　俊　鲁　娜　邵晓文
刘承章　段礼霞　郑　扬
孔垂青　方庆伟　孙　龙
吴伟良　顾凌

!

　钱　伟
廉颖霏　黄笑笑　代卫锋
高伟伟　叶鸣扬　顾晓梦
任冠宇　彭红宇　张　华
袁振友

校优干（３人）：
兰旭涛　张　华　高　倩

人文学院：

校三好（２４人）：
王丽婷　石姬凤　闵文琴
刘学楠　韩　笑　李枝花
吴　笛　刘　佳　朱　枫
姬曼曼　陈　洁　李　培
段杨红　王　雪　戴　丹
胡继繁　吴　迪　凌　红
张　瑛　侯郅癑　孙　怡
胡佳丽　王　洁　王伟婷
校优干（５人）：
李　倩　陶佳娴　孙宇虹
孙　莉　陈泽星

法学院：

校三好（１５人）：
顾　莉　吴晨佳　施金花
秦　妍　朱宝涛　杨　慧
温　馨　刘航颖　卞菊华
崔　静　宋　良　张星星
徐　霖　刘冰清　刘铭露

外语学院：

校三好（１２人）：

鲁英花　王彩云　徐云扬
周　静　李　静　薛　益
丁惠娟　黄　茜　祁红蕾
蔡玉佳　柳婷婷　刘荣洁
校优干（２３人）：
张夏蓉　罗　颖　胡秀枝
杨　洋　孙友蓉　何向真
吴梦菲　陈　斐　陈希卉
李　玲　孔雪敏　徐湘君
刘　雯　林　龙　李沁珊
史静静　叶　蕊　宋佳佳
朱超然　梁晓安　杨奥琦
王　颖　仲美洁

艺术学院：

校三好（１０人）：
周　宇　杜　杨　顾　斐
黄　杰　施　奕　王海波
张远之　邹　健　杨　璐
王元杰

校优干（２８人）：
窦彬文　利剑青　姜　特
马骏铧　刘思家　祁　丹
任玖玲　卞星玮　于舒雯
童　帅　陈　研　胡纪云
常　婷　徐　浩　耿　健
宋振鑫　李玉洁　顾　瑜
夷　平　薛　源　陈嘉晔
汤煜霞　张　强　王科娜
李　松　邵　斐　白翠丽
李佳洁

工商学院：

校三好（３８人）：
陈　娟　钱　慧　胡晓癑
郭　辉　田　倩　钱兰菊
李　蕾　朱　丽　郑　丹
黄　翠　项　岚　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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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健美　胡惠萍　马儒腾
张　帆　陈　超　王琳娜
周倩云　汪碧伶　祝　荧
徐　影　宋陶星　何晓静
徐　睿　狄晨燕　许　莹
张　健　殷　　邢华贵
崔　悦　刘金明　万红霞
张亚轩　刘梦

)

　俞　丹
孙兴国　陈　烁
校优干（１９人）：
钱秋香　浦汇洋　薛梦婷
刘富平　丁亚婧　罗日晖
王琳芝　丁玉洁　汪　阳
丁　慧　徐　静　董文波
浦凌波　周　怡　廖　婷
陈　欣　翟文娟　陆佳媚
王中原

财经学院：

校三好（５１人）：
姚志敏　王丽霞　戴绫珂
陆沁晔　陈灵艳　宋青青
王　佩　郭恬恬　胡　莹
朱　璐　陈婧洁　李　芸
赵丹丹　徐恬恬　牛翠珍
刘静芳　陈鑫淼　邹湘琦
马　静　刘　莉　陈　芳
宋　超　周　霞　李夏菁
龚雪琴　王映竹　胡　越
陈　桥　刘　芳　陶丹丹
李文娟　刘任红　李晓露
宋守亮　来　芳　杨静秋
周润芝　潘志昂　缪　莉
龚毓嘉　钱　三　陆佳音
蔡　晟　唐旭娇　吉丽平
曹　欢　孟　苏　陶梦丹
李燕萍　吴怡倩　张　肖
校优干（１８人）：

王昕言　丁　翠　熊　婧
周　嘉　李晶晶　张　津
朱雪平　李　聪　陆　芸
姚晶晶　李　磆　张　丹
蔡　娟　徐一叶　寇小琳
汪　云　张　杉　赵叶灵

教师教育学院：

校三好（４人）：
黄晓燕　徐雅倩　朱　欣
赵明星

校优干（１人）：
刘　艳

京江学院：

校三好（２０５人）：
佘　艳　徐　娟　顾惠雅
朱　虹　汤琦蓉　秦　蓉
王海银　唐婵媛　施姣姣
黄杏花　钱　青　蔡海琳
陈建平　蔡海慧　司光辉
万天红　管奕雯　牛秀霞
蔡　林　钱云兰　张宏艳
姚志芳　马　莉　袁　姣
孙苏莹　王　靖　施海燕
陈　静　倪霏霏　申伟萍
吕　辉　肖　佳　汤玲迪
吴秋萍　张　静　张　卫
夏　伟　崔　寅　叶耀冬
王叶敏　陈晓霞　丁　翔
孙　湘　刘　雁　朱晓丽
陈庆霞　周　倩　沈　洁
邵　林　江建峰　陆海华
蒋金花　朱虹虹　蔡智超
周丽红　奚健铭　孔娟娟
苗金素　季佳伟　杨　超
邵　艳　许可欣　李　娟
相　平　沈盛岚　史春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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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玮　徐　京　沈子璇
赵　萍　黄　红　缪华恒
徐　璐　季煜卿　杨　勤
陈　列　冯苏龙　崔　亚
曾爱明　金　键　赵志强
智小龙　王　俊　袁　泉
陶　乐　罗　青　陆永佳
冷维宾　徐焰栋　马　茜
王　欣　徐晓雯　贾曼曼
潘哲文　季梦秋　?梦菊
黄维琦　苏梦怡　庄　洪
钮丽芳　陆　雯　沈　菲
刘梦婕　邹　洋　王莉君
周　露　丁正良　陈　华
朱　婷　虞　洋　张新星
孙夕阳　李　吉　朱浩强
张　雨　孟　钊　丁　卫
胡东坡　祝凌星　陈　君
张　莉　周勤峰　李小平
王　林　徐鑫鑫　周延杰
谭丽琴　陈晓芳　史　巍
戈锦文　沈丹华　杭　佳
张玉燕　孙　璐　殷维红
沈桉聿　朱　琳　张　蓉
张平倩　尹晶晶　吴　娜
周明星　薛梦琦　胡　静
李　梅　郁红燕　石晓依
景　雅　季晓雯　李　慧
左武婷　陈　微　聂　慧
赵甜甜　邵志成　曾　盈
王晓莲　陈全杰　周　菁
张　欣　阮　洋　单伟伟
徐梅军　刘惠芬　魏岩岩
王婧越　马海成　李志越
蔡　慧　徐　颖　陈芳园
王晓晴　闫　妮　朱　婷
周　雯　陈曼卿　黄婷婷
刘　坤　陈敏杰　季元进

张微微　赵奇峰　杨勇飞
蒋叶挺　吴天成　张　婷
杨　敏　钮旭峰　张　瑜
吴鹏飞　梁经伟　赵雯筠
孙华文　黄中伟　王雯雯
肖佳玮　杨　　马丽玲
王春燕　高允恺　仇海霞
徐　敏　魏　丽　肖陈晨
陶　云
校优干（１２２人）：
吴　蓓　葛樱霞　杨丽萍
李亚琴　王　腾　郑　君
张纪华　张　弘　李　婧
陈健健　杨　辉　姚俊芳
夏　倩　周婧婧　刘茹婷
丁　凤　史梦盈　丁丽杰
戎　成　徐相俊　顾敏敏
何静宇　王　振　张　瑜
施昌龙　马媛媛　李　玲
茆叶青　杨　蓉　孙丽华
叶莉雅　吴金莲　仇　捷
曾超铭　黄　清　张　蓉
黄丽琴　杨小云　季　婧
王　涛　高　磊　朱　琳
倪

!

磊　周臻尧　张天乐
李　昕　单学良　凌　睿
孙　波　张　慧　唐　瑶
蒋金龙　单楚飞　范晓晨
仲　婧　金　琳　戴月芹
俞景锦　曲海宁　彭星宇
袁晓华　凌云军　胥　亚
王　欢　唐立敏　刘　轩
孙海明　巢雪萍　姜　曦
李钰龙　朱贝贝　郑钱凤
卢　洋　沈雪梅　高　阳
叶　甜　吴　琼　许　洁
胡玲玲　徐　健　金夏明
张　峰　王飞虎　秦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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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翔　倪　丹　李　佳
潘　阳　黄　腾　王　瑞
蒋静静　步芝舒　华　琼
彭孝纹　许婷婷　俞玮丽
朱　莹　季燕军　张　弋
王　庆　陈　奎　蔡　立
吴　晨　袁　君　于海浪
邹雨磊　朱　宏　于博文
张心怡　陈　丽　吴玉敏
俞　婷　祝　源　王　欢
易　扬　吕雪鸣　刘　哲
张　涛　陈秋影　宋素芬
张　云　张　福

继续教育学院：

校三好（５５人）：
王　阳　曹东凤　嵇双玲
周　浩　陈　娟　吉　丽
张盟盟　李新侃　沈　芳
石明星　毕建平　李　婷
朱芙蓉　林　玲　蒋雯雯
何明珠　姚银华　马宏越
李丽玲　赵希跃　钱宏勇
陈兴辉　丁安全　周青青
吴苗苗　梁　方　王丽雯
张凌彦　姜惠婷　吴春利
李启航　高　森　顾永锋
王　芸　房海芬　崔　慧
曹　丽　彭玉群　沈云丽
许　敏　周芸丽　甄玉荣
涂有明　仇永健　王　凯
于　洋　蔡　艳　周丹红
周玉芳　宋雪芹　申旭光
于广生　胡　颖　万春红
杨　吉
校优干（８人）：
史红岩　张召娣　张小燕
肖新香　张香年　周露璐

汪燕萍　万育绪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１．１０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校长
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获奖人员：

机械学院：王　蕾
汽车学院：钱晏强

计算机学院：沈年凤

化工学院：刘晓光

临床医学院：高　波
药学院：曹　健
人文学院：石姬凤

外国语学院：罗　颖
财经学院：姚志敏

京江学院：陆海华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１．１０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优秀
党员学生（２８人）：

获奖人员：袁　蓓　羌晨晨　董培龙
钱晓明　崔　勇　吴承福
王肖英　李洪池　宋宝举
崔树茂　段明飞　毛晓星
房媛媛　卞琳琳　刘　雯
张　丹　张　萍　高　波
高　岭　邓纹纹　宋月升
戴　丹　管玉华　李天赋
周少清　蒋　晗　邓　寅
马双双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２．２１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 ２００９届优秀本科毕
业生

机械学院（３６）：
钟　馨　丁　凯　蔡　凤
梁春蕾　韩雪岭　吴东琴
李　艳　王　翔　吴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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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培　管海兵　李文儒
张宏平　陈　燕　王德刚
陈晓燕　王小燕　龚　鹏
蒋楠楠　张　岳　周子云
钱晓明　刘玉军　张　斌
陈玲玲　李尊栋　吴兴丛
王建楼　白欣欣　顾　餠
孙益飞　徐燕云　沈金华
周德吉　袁苏闽　邱　繤

汽车学院（３０）：
方　佳　陈文婷　陈志华
李向聪　许连平　邹海平
张　昕　张益锋　张大卫
马　明　樊　婷　李晓东
季　承　赵宪东　刘　超
田　璐　余光建　孙　磊
邹迪明　丁向燕　邹华才
叶本远　姚宇伟　王镇豪
陈蓉蓉　张　营　张广杰
刘　玲　曹竟成　王英俊

能动学院（２１）：
陈　慧　陈　杰　程俊杰
殷煜皓　曾　朋　张　华
王　健　时小娟　祝　磊
李立志　曹红丽　肖胜男
胡　迪　王　珏　钟小芸
任　芳　刘　璐　黄　云
汤　兰　张　磊　张　洵

材料学院（２７）：
张宏娟　韩瑞峰　孙艳茹
张　莉　田　辉　刘春福
李云红　王　平　井晓静
杨华静　许采霞　袁角亮
翟　瑞　刘　飞　杜玉洲
李宇翔　郑陈超　曹建梅

刘恒兴　林海生　陈　钢
冯　赛　梁庆荣　李　宏
刘春涛　杨　颖　李啸颖

电气学院（４４）：
熊　晨　顾羽洁　徐高红
李　腾　陈贵昌　安　翼
李淑芳　陈海朋　马明媛
邵小艳　吴珊珊　邵冠杰
张　明　肖　帆　陈奕城
陈玲玲　张维煜　王　婧
张　颖　李　琦　林阿平
张东娟　王卫星　宋　红
许艳伟　刘锦娟　张　兰
魏晓东　吴绵宇　朱旭茴
吴冬芹　李浩杰　张　瑜
杜　丘　朱守防　涂益浪
和　阳　刘凤琳　彭于梅
朱　虹　沈　琴　徐乔乔
王　丽　张　舒

计算机学院（２８）：
玄双华　秦　颖　郑利纯
刘冬飞　方　琦　赵志能
蔡　琛　张　娟　杨　霞
杨謂　李　芳　伊西超
卞珏平　陈伟晴　郭俊杰
熊　炜　于萍萍　孙飞燕
黄　艳　殷亦敏　郭　峰
孙少林　姜培黎　徐佳俊
张晓松　林学任　许　琳
廖海芬

环境学院（１３）：
李小皎　杭海霞　邵园园
邵丽霞　陈微微　陈　红
黄婷婷　蒋夏瑜　辛　乐
陈国涛　段明飞　魏　凤

４０２



高　才

食品学院（１１）：
欧阳琴　王　婷　彭　蕾
崔树茂　管叶峰　李　静
韩强强　胡曲锐　潘怡琼
周向雅　丁慧娟

化工学院（１５）：
唐慧敏　吴金华　徐晓莲
陈丽琴　刘桃涛　何丽丹
王　星　陈　杰　郑晓锐
冯永海　邹萍萍　李辉辉
袁　剑　张　婧　刘亚洲

医学院（３３）：
高润娣　孙倩茹　周　健
曹小菊　潘晶晶　朱　彬
刘　悦　陈思思　耿　杰
王　点　汪茜茜　贾　鹏
宋　丽　陈小利　邵　帅
刘　军　胥黎明　钱　明
朱　蓓　李先敏　严菊芳
惠晓莹　尹志斌　刘　磊
杨　洋　陈　星　臧　丽
曹丹霞　方　妮　宗天舟
陶亭亭　王　莉　倪　丽

医技学院（１９）：
吴　丹　许晓庆　万佳蔚
石慧娜　韩清珍　楚　颖
丁晓霞　丁丽洁　祝君君
陈兰昕　潘　红　夏珍珍
田　丽　黄　丹　卢海燕
刘孝萍　刘　戬　佘　琪
徐　玮

药学院（１５）：
姜　薇　金旭康　高春燕
韩　培　何　洋　张丹丽
苟　莹　陈慧贞　王子君
刘小丹　叶　　王素革
张　丽　段隆慧　李鹏霄

理学院（２７）：
金汝蕾　高欣欣　范　艳
周星星　高琳琳　徐蓉蓉
翁银燕　杨丽佳　柳　思
王　敏　徐琴琴　韩静晶
苗丽娟　王　霞　刘雅婷
卜　松　晏　翔　李增富
张无瑕　张　莲　陈广东
王　涛　吉宏俊　沈　晖
杨　磊　赵　波　董伟伟

人文学院（１５）：
徐皓洁　秦振英　刘　丽
奚春燕　王怀兰　冯　杰
傅　妍　吴秀燕　姜　瑾
朱　宇　张崇文　蔡　健
朱梦盼　汤丽丽　王力伟

法学院（１０）：
胡元吉　郭　娟　严　曦
张　科　徐静波　刘文彬
秦广荣　鲁小祥　杨　帆
冯　艳

外国语学院（２４）：
季　静　全莲花　钱群丹
张　玲　沈珂平　陶　梦
管玉华　董海燕　顾宏美
王卫琴　朱秋玲　成小飞
尚晓旭　徐　晶　李　珊
施洪华　李　娜　卢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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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甜甜　朱淑敏　王　丹
吕　燕　濮　艳　仲夏阳

艺术学院（２２）：
邓　妤　张颖娟　白　羽
吴　杭　冯　琰　马　晋
尚艳琳　王荣荣　徐文杰
刘立云　梅　倩　宋国衡
刘有源　魏秀洁　郁　暄
陈美琴　祁冠菁　黄金真
陈萌萌　谈　琰　张　杰
李晓萍

工商学院（４２）：
李　凤　王　红　徐江姗
林好好　汤先帅　刘　倩
付鲜凤　王彩虹　肖明珍
丁正明　姚　伟　黄玉娟
施　俊　孙树朝　张赞赞
王　成　连　滨　陶　静
崔兴鑫　胡雅琴　李　慧
姚　伟　李光辉　史臖洁
邢亚楠　俞　佳　汪满容
卢爱彬　戴迎春　李　倩
陈　燕　张银银　刘毅蓓
钱敏逸　赵新栋　陈小芳
徐剑林　陈芳平　赵欣欣
王天维　陶阳阳　吴小花

财经学院（４６）：
季尔曼　李　琳　潘　封
李　晨　滕宏明　许　成
封　蜜　许　婷　张　惠
郭芳姝　王玉红　徐佳佳
刘羡钦　蔡雨湄　张　宇
周圆媛　王玉芬　狄喜平
陆明莉　张兴余　徐子程
许　昕　张　薇　张　帆

薛　菲　叶小玲　林燕燕
顾　湘　吴　洁　张爱曼
蓝锦芳　李　臖　刘　旭
唐玉婷　袁　希　杨赛赛
张红月　黄婷婷　施雯娟
王　怡　赵美玲　范小乐
吴徐岚　李　梅　朱洪岚
叶玲玲

教师教育学院（７）：
俞叶璐　吴　莉　张璐瑶
沈维志　汤　静　陆小莉
祁　莹

京江学院（１９９）：
范鑫鑫　王　扬　陈天熙
刘　梅　丁　玲　王小莉
孙晓萍　贡瑶珏　李家乐
周　香　张　燕　包　纲
杨兆银　钱　叶　魏云平
张美娟　贡　芸　陈　琳
陈　莹　邵　珍　刘　晓
顾月佳　缪玲玲　蔡　莹
朱晓晴　陈　娜　竺思雯
王丹萍　邓　寅　孔文超
李　珏　潘　洁　郁　姣
杨　怡　程湘钧　胡　佳
姚妤芳　马艳芹　刘　青
吕　琳　王一芳　吴苗苗
俞金英　邵懿莹　黄　静
马　菱　周晓波　毛晨筠
孙阳阳　戴丽琴　唐雪莲
黄元伟　尹康民　高玉兰
谈晓梅　朱召萍　史云燕
黄　锋　刘　磊　陈旭韬
冯子旺　卢旷逸　卢　健
刘　悦　李　皎　李　熠
李　园　陈　?　陆　曼

４０４



王金花　朱　虹　刘　平
孙文静　滕妍娜　毛　清
赵梦芸　张　琦　庄徐苹
孙　毅　徐亚萍　张　竹
唐　静　范陈飞　赵亦岚
丁　艳　封大山　郭　燕
任　佳　吴晏华　姚梦娜
杨玉婷　岳佳莺　周　红
孔晨颖　夏　俊　张　萍
周敏娟　曹宇盈　陈　蕾
乔　沙　薛君琪　陈　颖
姚亚花　何育新　冯　勤
高凌静　唐颖雯　王丽群
王丽君　唐　晴　岳之峰
薛　超　石恒萍　叶　业
刘　毅　赵　晨　潘国平
刘海峰　顾伟伟　钱　雯
颜　敏　蒋剑刚　刘文刚
沈燕敏　赵　兵　张　璐
陈　哲　董德松　姚　倩
林　敏　王胜利　朱　昊
周少清　朱园园　高　萍
黄　芳　邹梦青　芮　峰
陈　敏　王　蕊　鲁　夏
胡燕娇　贾梦冰　徐胜佳
黄　河　王　香　姜　虹
张　连　袁秋红　徐　萍
朱辉霞　梅　嘉　蔡新浩
潘玉娥　朱宁燕　江　桦
马　萍　周　凯　冯园园
李　茜　黄　栋　朱华明
潘　洁　张玉婷　陈付莉
王　静　曹　亮　朱晓芳

成婷臖　许　翔　顾晓玲
惠红娟　吴　燕　徐　虹
崔小艳　李婷婷　徐海涛
缪玫瑰　李园婷　沈朔朔
钱　蓓　仇华玉　吴　湘
蒋　晗　蒋晓婷　翟雅婕
石京艳　陈小艳　许丽娜
王　颖　季燕平　曹　静
顾淑贤　黄律旗　黄　磊
陈　龙　刘　艳　陈海玲
吴月芳

继教学院（４９）：
赖小琴　张　奎　马玉柱
白　欢　朱妍红　周　森
何文越　刘立红　张毅晶
吴　俊　张双燕　郗美丽
沈慧华　马丽燕　王　凌
彭小桂　刘　健　戴建杰
陈　燕　朱乐琴　朱燕妹
冯利利　张　婷　栾立明
彭玲玲　高雪敏　蔡　萍
谢丁香　田玉环　周　茜
吴晓依　陈元元　付　菲
吴俊霖　崔荣荣　曾龙伟
翁小碗　徐　玲　唐　园
卜丽娜　叶凌飞　张建玲
钱　丽　钱　姣　陆海燕
马润生　刘　俊　干佳凤
戴文娟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０６．１６

（供稿人：王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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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０９年“励志之星”、“义工之星”、“勤工助学之星”

序号 荣誉称号 学院 班级 姓名

１ 励志之星 材料学院 复合材料０８０１ 葛　琳

２ 励志之星 财经学院 会计０７０１ 圣姗姗

３ 励志之星 电气学院 电气０７０４ 宋宝举

４ 励志之星 化工学院 应化０６０１ 刘晓光

５ 励志之星 环境学院 安工０７０１ 华　磊

６ 励志之星 临床医学院 医学０８０２ 程灵晓

７ 励志之星 能动学院 热物理０７０１ 郭　嘉

８ 励志之星 人文学院 文秘０８０２ 石姬凤

９ 励志之星 医技学院 检验０７０４ 盛福梅

１０ 励志之星 艺术学院 工设０７０１ 高慧敏

１１ 励志优秀学生 计算机学院 网络０７０２ 郭　娟

１２ 励志优秀学生 材料学院 成型０６０２ 窦强将

１３ 励志优秀学生 机械学院 光信息０８０２ 葛　磊

１４ 励志优秀学生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０６０１ 赵明星

１５ 励志优秀学生 理学院 数学０７０１ 赵　波

１６ 励志优秀学生 能动学院 流体０７０１ 曹彦涛

１７ 励志优秀学生 外国语学院 英语０８０２ 胡艳超

１８ 励志优秀学生 医技学院 影响０６０２ 范兴文

１９ 励志优秀学生 艺术学院 艺设０７０１ 范晓丽

２０ 义工之星 艺术学院 装饰０８０１ 贾风停

２１ 义工之星 材料学院 冶金０７０１ 徐英伟

２２ 义工之星 财经学院 保险０８０１ 陈金红

２３ 义工之星 电气学院 电气０７０１ 蔡振南

２４ 义工之星 化工学院 化学Ｓ０７０１ 胥宁宁

２５ 义工之星 机械学院 机械０８０３ 魏茂亚

２６ 义工之星 京江学院 车辆０８０２ 甘　雨

２７ 义工之星 理学院 土木力学０６０１ 王　敏

２８ 义工之星 能动学院 建环０６０２ 杨茂林

２９ 义工之星 医技学院 检验０６０３ 杨　双

３０ 义工优秀学生 财经学院 保险０７０１ 伏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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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荣誉称号 学院 班级 姓名

３１ 义工优秀学生 材料学院 冶金０８０２ 闫永其

３２ 义工优秀学生 工商学院 电子商务０７０１ 陈　超

３３ 义工优秀学生 机械学院 模具０８０１ 赵　蓔

３４ 义工优秀学生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０７０１ 吴静丽

３５ 义工优秀学生 临床医学院 医学０８０５ 张东东

３６ 义工优秀学生 能动学院 流体０６０１ 王　勇

３７ 义工优秀学生 人文学院 对外汉语０７０２ 刘　慧

３８ 义工优秀学生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０８０３ 王腾腾

３９ 勤工助学之星 电气学院 生医０６０１ 戚秀兰

４０ 勤工助学之星 材料学院 高分子０７０１ 孔学礼

４１ 勤工助学之星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０７０２ 戴　莉

４２ 勤工助学之星 机械学院 机电０７０１ 刘　杰

４３ 勤工助学之星 计算机学院 通信０７０１ 王义波

４４ 勤工助学之星 理学院 数学师范０６０２ 胡珊珊

４５ 勤工助学之星 临床医学院 临床０７０３ 张　强

４６ 勤工助学之星 能动学院 流体０６０２ 刘飞飞

４７ 勤工助学之星 外国语学院 英语０７０２ 国立梅

４８ 勤工助学之星 药学院 制药０７０２ 朱春雷

４９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人文学院 中文（师）０８０１ 王建英

５０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材料学院 冶金０６０１ 陆有武

５１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电气学院 自动化０６０１ 韩文阳

５２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０７０１ 顾宪兴

５３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工商学院 人力０８０１ 陈沛杰

５４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０６０３ 徐丽君

５５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汽车学院 车辆０７０５ 冯　雨

５６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汽车学院 动力机械０８０２ 张　雷

５７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食品学院 食品０６０１ 王　清

５８ 勤工助学优秀学生 艺术学院 环艺０７０２ 顾　斐

（撰稿人：陈立勇　审稿人：李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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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生工作

综述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学

校第二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

第二次党代会所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党政中

心工作，以“提升内涵，强化特色”为主题，

夯实工作基础，拓展工作领域，提升工作水

平，打造特色品牌。研究生工作部坚持研究

生教育的“四个统一”原则，即“坚持科学精

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坚持学习继承和开拓

创新的统一，坚持志存高远和脚踏实地的统

一，坚持追求学位和渴求学问的统一”，突出

研究生三种经历即“学校经历、社会经历、海

外经历”的培养，着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学术性、职业性、开放性”，努力把研究

生培养成为品德优良、全面发展，具有创业、

创新、创优精神与能力，充满活力与创造力

的高层次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以党建、德育为主线，为培养高层次人才提

供思想保证】　研究生工作部深入调研，努
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组织学期初的研究生思

想动态调研，并撰写了两份调研报告；上半

年每月召开一次研究生专题座谈会，了解研

究生群体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及时开展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帮扶、解困工作；通

过走访座谈等活动共梳理出３１条意见与建
议，涉及学校６个主要职能部门，经与相关
部门沟通，将部门回复信息通过网络等媒介

向广大研究生及时反馈，推动了学校和谐校

园的创建。认真组织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参

加第六期研究生干部培训班，充分发挥研究

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研究生党员干

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突出主题，加强三观教

育引导，按照“唤醒爱国情感，唤起责任意

识，焕发创新精神”的工作思路，开展具有研

究生特色的宣传教育活动。与工会联合组

织开展“三八妇女节”女教授—女研究生

“心灵对话”座谈；“红五月”组织研究生骨

干赴茅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实践，向革

命老区孩子献爱心活动；组队参加学校纪念

建国６０周年大型“我和我的祖国”红歌会活
动，研究生方阵饱满的热情和优质的演出得

到了广大师生的赞扬；以“爱国”、“责任”、

“和谐”、“科学”为主题，举办研究生喜爱的

特色沙龙、文化活动及比赛，积极引导研究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

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研究生德

育和教育管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抓住重

点，深化学风与学术道德建设。重新修订、出

台了《江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试

行）》［江大校〔２００９〕１６２号］，并以２００９级新
生为重点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引导活动；

完成了研究生教学楼内的学风与学术道德教

育宣传、美化布置，进一步优化了研究生健康

成才氛围；积极与科技信息研究所联合筹备

编制《江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实用知识手

册》，加大对研究生违反学术纪律行为的防范

和教育力度，努力使研究生成为校学风和学

术道德建设的引领和示范。

【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不断强化基础建设】　
研究生工作部全面开展制度建设，结合学校

２００９年“制度建设年”，深入调研，全年与研
究生处联合修订（增订）制度２６个，其中已
经由学校发文９个；另外还制订出台了《江
苏大学研究生公寓文明寝室评选办法》、

《江苏大学研究生挂职锻炼工作实施办法》

（部门发文）等文件，进一步提高了研究生

教育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

平。优化两支干部队伍，加强研究生教育管

理干部和研究生干部两支队伍建设。５月，
成功举办了“２００９年研究生思政及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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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讨会”，积极探索研究生辅导员、班主任

队伍的职责和运行机制，稳步推进改革创

新；下半年与学工处联合举办了“专职辅导

员培训班”，举办了“２００９年研究生辅导员
（秘书）研讨会”，促进基层研究生教育管理

干部的深入学习与交流。开办了“江苏大学

第六期研究生干部培训班”；认真指导校研

究生会与团委合作，成功召开了江苏大学第

二次研代会。通过举办“十佳优秀研究生分

会”和首次举办“江苏大学研究生德育和管

理特色工作”评选答辩活动，进一步完善激励

机制、以评促建，引导和推动研究生教育管理

二级单位和研究生会（分会）按照研究生个

性化、差别化的教育管理要求，提高“育人”能

力和水平。丰富社区内涵建设，完成研究生

社区服务中心和研究生社区活动室等基础

建设，并正式揭牌启用；建立研究生社区管

理、奖惩的制度规范，研究生宿舍安全、卫生

检查、教育和整改力度得到加强，多次组织

学院及相关部门进行社区检查，并根据《江

苏大学研究生公寓文明寝室评选办法》组织

开展研究生公寓文明寝室评选活动，评选出

１０个“标兵寝室”、８０个“文明寝室”给予了
表彰；研究生自我管理委员会定期检查宿

舍，研究生会在社区建设中的“三自”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在社区大型宣传栏进行“优

秀研究生分会风采”、“研究生摄影大赛获

奖作品赏析”、“研究生标兵寝室图片展”、

“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巡礼”等主题展览。

【以产学研活动为重点，提升创新创业创优

教育水平】　研究生工作部推广政产学研活
动经验，推进创优人才培养。巩固已有的挂

职锻炼基地，积极推动张家港、扬中、深圳、

常熟等地区新基地和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的

实际运作，出台了《江苏大学研究生挂职锻

炼工作实施办法》。４月，开展了江苏大
学—东台市人民政府产学研政合作推进会

暨协议签署仪式，共签署《联合办学协议

书》等６个协议。６月，江苏大学—溱东镇产
学研政合作２００９溱东不锈钢产业技师培训
班在远洋公司正式开班，使我校与东台的产

学研政合作向更加深入的方面发展。７月，
１７名优秀研究生赴东台挂职锻炼一个月，共
完成工作报告３０份，其中包括发明专利申请
４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２项、技术工艺改进
１２项、网站建设成果３项、生产问题解决方案
５项以及分析建议方案４项，研究生们既得
到了实践锻炼，又为挂职单位带来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同时，２１名研究生赴常熟进行挂
职锻炼一个月，也作出了可喜的成绩。这两

支研究生实践小分队均被评为２００９年江苏
大学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研究生工作部积

极组织学院申报“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

站”，拓宽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途径。在

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首批设站工作中，

学校与试点城市张家港的合作企业获批 ４
个工作站（全省共３２个）；后又在全省范围
内组织申报获批了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

站２０个（占全省１２０个工作站的１／６）。开
展学术科技活动，打造创新特色品牌，成功举

办“青春、挑战、使命”江苏大学第四届研究生

科技文化节，开展了３０余项校院级科技文化
活动，如江苏大学首届“校长杯”模拟面试大

赛、江苏大学“外文周末影苑”优秀影片展播

等。精心组织“第十一届研究生科技论文大

赛”，收到参赛论文３８８篇，比上届大赛投稿
量增加４８％。邀请赵杰文、李萍萍、吴守一等
教授走进“导师讲坛”。全年共开展了近７０
个“研究生沙龙”活动，与校科技信息研究

所联合举办面向全校的“科技信息与论文选

题”研究生数字资源培训系列活动。实现信

息共享、相互促进，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术科

研氛围，促进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培

养。下移工作重心，开创创业就业新局面，

认真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党政一把手工

程”，进一步下移工作重心，构建全员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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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作体制，印发１０００余册《江苏大学研
究生就业指导手册》，利用“江苏大学研究

生就业信息网”，全方位地开展网上就业

指导、宣传和服务。２００９届毕业研究生数
同比增加了１１％，研究生首次就业率同比
增加７．２个百分点。接待用人单位 ５０余
家，接待学生来访 ３０００余次。邀请镇江
市工商局等部门、企业来学校开展“研究

生创业就业”交流咨询会。各院系也主动

利用电话访问、走访等形式联系用人单位。

开拓了常熟支塘产学研基地，推荐优秀研

究生去企业挂职锻炼，把挂职锻炼与研究

生就业见习结合起来，为今后更加顺利地

就业奠定基础。

【以和谐校园为目标，完善帮扶稳定体系】　
研究生工作部关爱特困学生。根据镇江市

和学校的相关政策与制度，工作部界定了学

校经济特困研究生的范围，经各学院（中心、

研究院、所）认真统计上报，学校约有１０％
的研究生为经济特困研究生。根据《江苏大

学研究生导师指导经费发放办法》，经与校

财务处磋商，积极稳妥地落实了研究生导师

定期发放研究生津贴工作政策。结合企业

研究生工作站和挂职锻炼活动，积极向校内

外争取资金，努力为研究生开辟“三助”岗

位。开展“心健”教育，对２００９级研究生进
行心理健康普查，建立新生心理健康档案。

完成了江苏省首个研究生社区心理咨询中

心建设，并挂牌启用，开展研究生心健帮扶；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

生涯指导工作，充分发挥研究生学生干部的

桥梁与纽带作用，在２００９级全日制硕士生
中设立了心理与职业发展委员，并组织开展

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积极探索和实践省教

育厅重点课题———“四位一体”（即“心理辅

导员、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心理协会会员、

导师”一体）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

干预工作机制。维护安全稳定，定期召开研

究生代表座谈会和部长接待日，加强与研究

生的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特殊研究生群体

所面临的经济、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各种问

题。积极做好网络舆论主导工作，进一步畅

通信息渠道和加强网络建设。通过飞信、

ＱＱ等通讯平台和网络，及时与学院、研究生
联系，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递和工作实效；

在研究生处网站上开通了“学生工作交流平

台”，及时处理和解答研究生的各种疑问，积

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及时化解矛盾，努力

为研究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以主题活动为载体，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研究生工作部举办了第六届研究生英语演

讲大赛、第二届研究生英语配音大赛、第二

次研究生代表大会联谊舞会、第三届研究生

“青春挑战使命”摄影大赛、“青春激昂与廉

政同行”研究生十佳歌手大赛、新年圣诞国

际文化交流晚会等活动。作为联办单位组

织参与长三角高校研究生歌手大赛，积极筹

办“青春华章　魅力２０１０”新年文艺会演。
这些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增进了同学间交

流，展现了研究生风采。研究生工作部贯彻

全民健身运动计划，增强研究生的身体素

质。第八届研究生篮球联赛、第九届研究生

乒羽大赛、第四届研究生趣味健身节吸引了

广大研究生积极参与，充分激发了研究生参

加体育活动的热情，促进了研究生的身心健

康。注重研究生社团建设，研究生社团发展

为１０个。研究生英语口语协会组织了江大
口语广场活动；研究生心理协会组织了“网络

伴我健康团体辅导”；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与

发展协会组织了“研究生职业规划工作坊”；

网络协会在网络部带领下组织了校园ＦＴＰ资
源共享工作站搭建维护管理；新增的研究生

摄影协会组织了游镇江古迹摄影经验交流活

动；市场营销协会组织了企业专家人事经验

交流活动。另外，论文信息交流协会、音乐协

会、ＤＭＦ舞蹈协会、乒乓球协会和丽人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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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团也组织了一系列高雅、健康的活动，这

些活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

度，促进了学院之间、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使社团成为研究生健康成长的摇篮、锻炼

成熟的基地、展现风采的舞台。

就业与创业

２００９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固体力学专业

张晓芳　陈章耀　李忠芳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叶　霞　冯爱新　陈瑞芳　薛　伟
任旭东　李　健

机械电子工程

廖宁波　周天悦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于大国　赵　湛　倪　军　张晓东

车辆工程专业

李志春　李　刚　赵景波　夏晶晶
严　军　贝绍轶

材料学专业

刘海霞　袁冬青　张　晔　李霞章
刘红飞　孙秀娟　董丽荣　杨海峰
颜庭成　王　峰

工程热物理专业

陈俊杰　刘　军

热能工程专业

陈　秀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王　攀　王　军　胡明江　毛功平
王　忠　朱　磊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袁丹青　高　波　蒋小平　朱兴业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

张好明　吉敬华　诸德宏　刘　慧
张今朝

系统工程专业

魏海峰　张纬民　蒋书敏　周宏明
李冬生　孙　璐　文传军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毛启容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聂佳梅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徐立章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吴建兵　刘星桥　冯友兵　黄永红
李　莉　马从国

环境工程专业

赵如金　张胜华　周建军　侯延民
武　文　王　良　徐婉珍　朱文帅
杜彦生　张　波　李春香

食品科学专业

刘晓勇　申红星　郭红英　邵元龙
贾俊强　张海方　于　峰　陆　健
汪伦记　易军鹏　毛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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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金　洁　姜　松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龚　宇　吴朝阳　毛　飞　方　杰
生秀梅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正明　董永安　周春燕　朱乃平
任　南　管亚梅　宋文阁　苗　晴
范慧慧　陈春华　钱芝网　陈玉川
吴麟麟　马志强　徐文学　唐　恒
韩　青　艾小莲　文学舟　丁　钢
王　欣

２００９届普通硕士毕业生名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马　丽　申玉香　宋晓佳　张　雯

国际贸易学专业

王　伟　张　晶　严飞飞　程媛媛
董　琪　董思雁　顾佳佳　黄洪燕
李　懋　李素萍　李献宾　李学成
梁　菲　刘　杰　刘汝成　柳　萍
陆　亿　路海波　骆金龙　马帅帅
潘兴磊　彭雪玲　师月林　苏桂馨
孙　荀　王彩学　王莲莲　魏　倩
吴　群　吴　一　夏宗祥　薛　芸
印金玲　张　杰　朱　?

统计学专业

范建哲　付星星　何胜红　黄荣康
瑞　强　李善龙　庞小欢　宋　欣
孙莉清　滕家佳　童　俊　王步祥
王　鹏　吴晓莉　杨宁宁　张贺胜
张奇宝　朱锋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陈红艳　陈　莉　程　柳　傅　娟
黄　栋　黄　维　陶　玮　王俊爽
王　淼　王　鹏　张　雯　朱　研
朱燕勇　程　宸　许　瑛　张　蓉
陈　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张世兵　张　熠　冯　琳　唐华彭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陈　萍　陈伟民　陈小娟　沈学颖
檀杉杉　王恒利　王　霞　张东萍
张　敏　张　雨　朱　亮　丁　雯
王　蕾

高等教育学专业

蔡锦超　程　磊　霍平丽　姜黎红
宁尚洁　万晨琳　王文帅　王小青
王银芬　夏玉颜　相　阳　徐　丹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胡亚红　胡　波　丁　建　刘国鸿
王　蒙　蒋　萍　鞠小丽　徐剑平
郑思洁　庄晓敏　周　伟　吴万能
王书魁　李勇全　许红妹　王　伟
李　萍　邵思源　王　芳　张　琰
刘　庆　魏娟娟　吴　静　王　芳
彭艳秋

美术学专业

唐　卉

设计艺术学专业

杨振华　丁晓倩

基础数学专业

陈月霞　董　燕　刘翠莲　吕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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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新星　施　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

白建芳　陈小丽　高显彩　潘　恒
宋　娜　宋月升　孙贵勇　吴来林

应用数学专业

郭美平　王慧剑　毕云蕊　常　红
陈乐乐　崔杰杰　冯春香　高　英
郭娟娟　韩贵忠　杭庆兰　胡芬芳
黄增勇　江　镅　蒋秀萍　刘晓萍
刘云志　刘志成　缪任祥　钱海燕
钱　欢　孙汝科　唐晓芬　王佳音
王经天　王　明　王娜娜　吴昌兴
吴睿杰　邢　迪　徐祖润　杨立波

无机化学专业

尹　盛　邵　兵　孙吉全　徐　艳
侯冬梅　赵晓锋　李军峰　魏　超
柳春艳　田　鹭　俞丽霞　姜　雪
葛　晨　黄立静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王　赢　周　密　张丽丽　杨建军
陈玉坤　周　佳　程劲松　黄加喜
吕　鹏　陈　天　吕洪刚　袁伟伟
庄　强　孙　晨　田宝霞　李怡佳
郑晓冬　孙　莹　马双双　仲　媛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专业

安　媛　张丽萍

固体力学专业

徐　晶　王定川　焦广臣　姜秀新
谷昆仑　何小宝　郑立辉

流体力学专业

王　静　许世铎　詹才娟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杨泽腾　贝建伟　郭啸栋　邢　安
王　浩　邢志杰　周立春　朱永书
周桂生　夏登福　姜旭升　杨　巍
韦宝存　赵会芳　梁　春　朱均华
蒋素琴　闫　华　郭德响　王　祥
沈钦西　刘赤荣　张海强　张华伟
陆广华　应才苏　靖　娟　卓刘成
孙庆普　房　健　谷维亮　范彬彬
黄　旭　林立峰　石朝阳　张福周
米　涛　金卫凤　张玉新　桑　毅
李　举　董培龙　李保春　陈红辉
陈　成　潘忠峰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邱　巍　王君雄　赵洪利　龚勇镇
陈兴华　董现伦　叶　勇　吴文峰
王　辉　齐善东　祁宏山　杨仁宇
曾科翰　陈俊强　周基祥　高福学
范光强　赵建飞　黄建军　谭广斌
吕建军　秦海永　陈建利　张君君
郭鑫鑫　陈子夏　刘　轩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徐　扬　余应明　周　峰　顾志刚
彭　义　夏乐春　林钰珍　孙彩虹
刘爱荣　薛　城　陈　澜　杨文亮
侯剑波　王晶晶　郭洪锍　鲁立峰
代亚荣　杨华春　戴　雯　丁　晓
沙春发　赵德升　王　敏　张　元
李成泉　刘文东　刘艳艳　郑赛男
常光宝　陆　健　沈成杰

车辆工程专业

喻广强　顾　磊　张孝良　张红党
孙　鹏　穆桂脂　谢文磊　吴　涛
张　飚　张　琛　顾彬彬　孙　钢
倪永成　陈鹏飞　徐　贤　王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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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冬　俞方磊　王　旭　金永利
金信?　李　伟　刘　斌　张成松
姜旭义　奚　润　耿玉军　包正峰
沈　亮　陈秀梧　刘　凯　沈海军
张瑞妍

光学工程专业

邓晓斌　彭　琛　王　峰　温同强
孟小波　任春阳　路建华　黄　城
王立峰　孙宏祥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

张　玲　肖　凯　翁静兰　张金卫
边　疆　张卫华　丁丽娟　肖　颖

材料物理化学专业

冯程程　邵云亮　狄建科　马伟伟

材料学专业

杨小兵　孔祥涛　何　坤　王璐
高　丽　徐祥宁　张际亮　汝金明
孙　建　金　岚　陈　云　姜文娟
严　红　赵光伟　李志华　汪　煦
周　智　周　　宋福展　李建新
魏龙庆　韩　剑　汪长勤　张　伟
司　艺　刘　瑜　高　佩　程相乐
雷　燕　宋　伟　高秀者　胡友根
鞠新庆　李小辉　苑春智

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胡　密　谢秀真　余凯飞　顾康家
张涯飞　卢曰杨　冯　波　王新宇
孙茂坚　万　鹏　胡永学　陈登斌
祝海燕　薛喜才　付　华　刘义发
蒋海浪　管艾荣　韩明娟　邵奇栋
宋建勇　尹　莎

钢铁冶金专业

刘旭兰　怯喜周　宋　锐

有色金属冶金专业

徐云龙　姚宏博　许巨晶

工程热物理专业

邹裕隽　赵金刚　王　坤　时　剑
张会峰　曾　科　孟　涛　陆超群
陈　博　陆云挺　陆作其

热能工程专业

李伟振　戴巧利　郭　凯　顾加强
房仁军　王惠桐　徐惠斌　罗　晶
王国斌　张廷发　周　川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庄凤芝　王　峰　叶飞飞　袁国清
王书帅　吴佩珊　崔燕娟　刘　涛
刘　军　梁　磊　吕　峰　宋文福
李晓明　银铭强　吴经彪　张　军
秦树珍　顾士强　严　明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赵作广　杨　勇　周英环　韩　璐
刘　琨　李继忠　郎　涛　白　滨
陈向阳　刘红光　刘祥松　屠欣丞
王育立　吴志旺　杨　嵩　易同祥
曹英杰　代　翠　傅剑辉　高翠兰
何文俊　蒋其松　路明臻　骆　寅
裴　吉　沈艳宁　沈振华　苏起钦
王董梅　王洪亮　王　俊　王志强
肖霞平　徐永刚　杨孙圣　张洪利
张旭锋　周生贵

化工过程机械专业

喻　峰　张孝春　潘金秋　王彩虹
王　敏　周广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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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与电器专业

任海涛　仲崇毅　贾　磊　郝建欣
方　威　赵　刚　万红波　卞萍萍
常　辉　储爱华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

李金梅　熊　辉　张　铭　王　玲
朱成云　郭　凯　赵筱赫　戴志雄
张运芳　马桂芳　陆钰珊　范崇盛
吕汉闻　陈朝亮　赵永建　苏　静
俞　霖　薛剑锋　张宏涛　韩　彬
庄景灿　张　恬　蒋志佳　张新亮
邬清海　孙雷霸　谢　平　范海燕
汤碧翔　周文娟　田　翔　徐秋丽
周　童　于焰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

周跃群

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

贾　伟　史红蓓　农方奎　冷　静
陈　玲　杨兰荣　宫　宇　陆晓波
霍婷婷　王益维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苏　涛　祝勇俊　秦怀宇　印建宏
沈玉祥　洪益州　白　斌　王正齐
孙　鑫　蔡纪鹤　苏　威　董　鑫
夏利兵　谈蓉蓉　张洪建　张　淼
刘晓艳　王　磊　虞礼贵　田传帮
黄振华　李丹丹　冯俊青　毛志勇
杨官学　黄重月　张益男　冯玉琴
赵　倩　徐海霞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

宁营营　王日霞　张怀德　王楚华
谢志超　申　舟　陈　军　王　炳
苏　礼　刘　赫　张　薇　吕韫琦

朱晓芹　侯佳佳　杨念念　韩雪冰

系统工程专业

贾　琳　李耀华　罗海军　孙　哲
唐焕超　汪浩祥　曾长燕　钟萍萍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

童　红　翟　国　徐剑晖　孙　昊
史　燕　徐　波　张启杰

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

张怀锋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

于　洋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曾　建　吕　霞　高亚鲁　霍振强
陈玉坤　周　涛　侯仁刚　王纪志
王蒙蒙　段西强　丁　敏　陈祖平
李　慧　肖尚德　张婧颖　曾路平
刘　霄　江长勇　乔亦民　吴　安
吴　勇　洪世界　薛　娟　高文浩
刘一颖　王　凌　刘苹苹　吕　晓
杨　忠　孟欠欠　张洪军　袁晓峰
韦茂林　谢玉宇　丁志忠　黄　欢
万军朋　杨　盨　胡耀锋　许波文
张　星　熊卫斌　王　颖　卞　鹏
郑　甜　王贤川　丁云磊　田青华
聂文惠　文占朝　刘　云　韩小明
刘　娟　蒋丽萍　陈　晨　彭晨辉
刘金平　蔡　俊　曹庆皇　陈长军
陈海光　陈　立　陈亚必　段　丽
房　芳　顾同跃　胡瑞瑞　孔　健
李贤慧　鲁均云　王传安　王新建
王英杰　杨天明　杨文斌　杨晓琴
张晓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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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工程专业

张国丽　孟庆波　汪家送　高　嵩
蔡建林　徐云志　李光志　张　勤
许　飞　刘　洋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李亚飞

应用化学专业

缪华娟　王　君　刘　方　孙丽丽
郭利飞　叶田田　邵　怿　吴元钊
周　凡　陆惠红　高　捷　李　梅
沈　卫　徐小慧　薛金娟　张东芝
张祖磊

安全技术及工程专业

姚　帅　吴礼勇　范　磊　李　俊
唐禹夏　鲍爱光　焦秋实　邹培根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崔益波　陈洛兵　陈柏林　初永平
孙　宁　徐建军　龙建云　王　敏
宋才礼　化永星　陈小燕　刘　星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戴锡联　李智国　胡　静　宋淑君
沈有柏　杨晓彬　肖伟中　陈庆丰
张振磊　蒋超峰　沈宝国

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张　娜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

黄文岳　程高峰　周　静　杨运克
许梦云　李　伟　廖　群　吴　帆
邢德科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吕绍娟　陈佳驹　陆晨芳　浦雪峰
郭宏泓　陈先勇　项美晶　黄建清
李雪林　陈海宁　缪苏毅　贺小明
张玉峰　李本卿　王津京　段　青
王国光　丁友林　赵文青　植万江
宋昕佟　袁冬萍　伊廷荣　薛世超
耿　娇　范汉华　张　帅　丁慎平
齐东明　董利科　田兆垒　赵建波
周大为

环境工程专业

管荷兰　何立宁　李菊萍　李晓川
危海涛　杨东升　陈　鹏　张　雯
蔡笑笑　李　旋　徐　超　孙　钧
元　强　孟　婷　王　焱　李　勇
钱　恺　阮介兵　王金明　王晶博
朱　健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荆　腾　陆敏芳

食品科学专业

黄发琳　任秀娟　王　慧　张晓光
杨会丽　岳　淼　郭志明　伦丽丽
鲍黄贵　刘　军　李祥波　王彩霞
刘瑞光　马寒露　崔志平　辛君伟
仰玲玲　顾　睿　杨　杰　郁　玮
赵延胜　徐丽娜　江　生　顾　顺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专业

顾慧敏　王　梁　边　磊　赵伟睿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屈乐轶　朱毛毛　马龙传　经　秀
李　芳　周小军　周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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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专业

李月峰　姚红波　崔颜宏　陈　静
程珂玲

内科学专业

方莉莉　任　峰　宋庆军　王兴洲
阚春婷　张　明　房新建　戚　猛
李鹏飞　韩兰秀　丁　浩　陈　琛
沈丹丹　郭俊芳　史卫林　杨　玲
王　强　王罗卿　王雅丽　王翠平
顾正天　范利娟　宋晓丽　李政亮
莫亚宏　尹筱莹　张　浩　李凤月
刘　洋　徐丽娜　陈慧娟　陈广华
吴雅荣　衡晓香　唐　炜　朱亚男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黄小军　涂德华　刘　臖　朱　龙
经海永　温　斌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李　伟　邹　昕　吴　亮　石文霞
夏秋风　蔺　昕　房国祥　李　娜
王海生　彭素芳　张　岱　王　华
田雨香　陈　勋　崔大伟　杜　鸿
戴晓莉　黄宏亮　蒯守刚　钟　桥
高宇琳　李友琼　李雅贞　朱旭明
李　璐　陈　忠　王书侠　金中淦
周万青　徐学静　曹慧玲　李　静
卢洪涌

外科学专业

蒋　明　尹江涛　何　伟　舒新军
张　恒　陶　曙　袁菊芳　周留正
徐成振　杜春雷　崔　磊　金　勤
樊　嵘　刘传信　禹良国　杨正府
宋　升　孙志伟　贾竹亭　陶美满
王黎铭　陶　政　刘小明　林志强
孙文斌　王旭青　董长青　孙　艳

杨　勇　马　鹏　吕志强

药剂学专业

莫传杰　高　燃　高成林　闫真芳
邹姜甫　周元浩　何素芳　邵振中
宋师花　陈智娴　王艳艳　叶红阑
刘　金　朱　颖　兰雪莲

生药学专业

封　亮　王　博　高　虹　安益强
王丽静　徐　蓉　岳延涛　高英春
王团结　刘海亮　金晓勇　陈　莉
林　娜　张　舒　赵　婷　贝宇飞
徐晶晶　潘璐琳　徐　骅　熊御云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周　中　韩　董　王　飞　王玉伟
潘建国　孟庆峰　徐　锐　濮　帅
李守勇　刘小燕　谢　磊　李红贵
钟　颢　李海娇　孙　君　刘亚君
蒋国耀　嵇留洋　于　龙　商　艳
邹泽坤　张甲佳　程小芳　何荣辉
杨姝颖　张　静　符国辉　余世阁
陈　鹏　杜明拴　钱　坤　樊兆辉
马芹荣　詹长春　陈　敏

会计学专业

柏志春　曹　斌　曹　蕾　陈　芳
陈思静　陈　渊　陈祯祯　程素娟
丁　一　杜红领　房子磊　盖　瑞
黄金鑫　姜　艳　解珍品　赖　娴
李　晶　李　菊　李乐乐　李启才
李银锋　刘　畅　刘　静　刘　明
刘庆芳　刘占东　蒙　菲　孟腊梅
秦　洁　宋道勇　孙　健　谈颖莹
汤　丹　唐良荣　魏鹏超　温　静
吴台授　吴新兰　吴玉凤　吴媛媛
徐晓庆　徐　瑜　许　霞　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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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昕　禹培峰　袁伟平　张朝辉
张倩倩　张　兴　张永涛　周　姣
周新燕

企业管理专业

洪　涛　吴亚东　梁艳华　操　芳
黄　娟　王冉冉　陈志刚　叶冬姿
彭超平　邹　晓　王皓良　赵　静
冯质冉　白晓絮　杜　静　季凤仙
谢春恋　陈晓然　姚常升　朱　苓
赵晓伟　付　蓉　陈甜甜　蒋　颖

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张阿李　刘　佳　韩　明　李　妍
刘露萍　刘鹏宇

情报学专业

李晓亮　杨国立　张　垒　朱安青

２００９届ＭＢＡ硕士毕业生名单

工商管理专业

赵　罡　张小彤　范久岳　郭文玉
马兵范　施昌臻　伍文明　杨　凌
谷康林　杨列光　戴　峻　姚凤梅
王庆舰　王剑波　蒋　磊　王姿颖
邱垂淇　蔡丽华　胡久样　李云峰
卢义强　庞　鸿　孙书逸　林　航
马建春　万云军　周　强　施宏伟
董雪晶　宋宜生　熊　英　陈晏浩
袁　敏　周禹岑　何　琼　叶雅强
何潮华　冯晓林　卢旺盛　史永锋
孙国荣　王凤根　邬中原　奚树祥
夏吉主　于淑民　詹　强　张德荣
樊志刚　方玉贵　巩洪涛　蒋其虎
李润仙　刘峻峰　钱新华　秦　芳
唐　震　汪　浩　王　辉　王纪龙
徐子林　杨　浩　杨建喜　殷文玺

张粤强　周光宇　谢旭圳　董雪晶
宋宜生　熊　英　陈晏浩　袁　敏
周禹岑　何　琼　叶雅强　何潮华
樊志刚　方玉贵　巩洪涛　蒋其虎
李润仙　刘峻峰　钱新华　秦　芳
唐　震　汪　浩　王　辉　王纪龙
徐子林　杨　浩　杨建喜　殷文玺
张粤强　周光宇　谢旭圳

２００９年获取高教硕士学位学生名单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刘　波　王　琦　李　志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陈　勇　邹　晔　

车辆工程专业

陈晟闽　秦洪武　黄红惠　刘彬霞

材料学专业

陈　颖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崔宇峰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李文宏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魏胜宏　严雪萍　刘　美　金　红

环境工程专业

徐吉成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涂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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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陈庆苓　强明隆　蒋　洁　温晓建
朱　琼　刘　明　徐　晖　江志
周国华　宋元书　胥桂宏　郑明喜
陈云香　张　军　刘向尧　王成银
蒋文超　周陪袁　林　刚　陈忠萍
许爱丽　王玉芳　何凌霄　何承志
蔡　静　徐　燕　赵桂梅　邢亚林
许　丽　卢　洁　陈　君　刘海兵
杨建超　王　宏

２００９年获取工程硕士学位学生名单

机械工程专业

姜　海　黄光宇　师　平　朱　昱
孙建英　孙　斐　王丽萍　沈锦桃
徐　伟　徐树存　李洪波　潘玉山
施　燕　黄　轶

材料工程专业

徐国祥　赵福辉

动力工程专业

谢小青　蔡元宗　孙百中　高瑞斌
孙廷泉　牛爱香　顾军威　刘桂生

电气工程专业

朱丽霞　张金泉　周连平　张　烨
张仲义　刘春江　庄丽娟　陈志刚
黄祥源　陆淑伟　沈　治　杨文新
徐　磊　戚玉强　姚庆文　陈永钢
彭　颖　战崇玉　马丽萍　孙　琦
蒋守军　梅从明　冯　光　陈吉鹏
周　杰　黄　飞　伏乃林　柏小颖
丁　平

控制工程专业

陈祥林　张　波　张进峰　杨玉蓉

王　尧　王　燕　朱湘临　谢振国
杜　洁　邬丽娜

计算机技术专业

薛　娟　黄丽芳　毛俊萱　唐　敏
陆书成　柏铁山　吴丽云　蒋正炎
孙晓宁　杜美萍　樊　镭　朱　军
王立强　黄建学　蔡晓云　吴成洲
贾洪艳　秦虎锋　黄岫云　程　皓
嵇可可　刘艳云　肖　斌　李俊峰
张志彦　王　亮　胡　健　李　亮
戴丽莉　吴俊强　唐洪涛　陈　峰
嵇天培　袁　飞　孙　云　毕晓文
柏　丽　倪歆钰　周　菁　梁凤兰
殷　美　钱　然　阮宜才　秦发存
季学罡　张启途　杨　蛟　吴美英
陈云天　茆　丹　盛惠强　刘　
顾凤梅　查根龙　冯　霞　冯雪晴
王可成　仲　楠　王　海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

尹成元　郝敬东　冯　锐　侯钦涛
吴晓亮　轩　元　张　明　赵　静
卢　非　张圣建　高　瞻　叶　枫
戴冷冰　钱　斌　余　雷　戴志全
杜军民　凌　江　蔡金武　霍　宁
高　健　许文量　尹明干　孟　泽

交通运输工程专业

季奇武　柴雪琴　孙铁军　项伟胜
王　妍　范与李

环境工程专业

徐　光

食品工程专业

王志强

４１９



车辆工程专业

许电波　许佳成　潘玉建　王子建
张则雷　曲郑民　王　波　盖永建
李广庭　刘玉志

工业工程专业

黄　震　史水生　秦鸿胜　丁贵宝
宋　阳　刘　辉　于连会　胡旭光
张子亮　李晓光　袁　鹏　孙　放
诸根保　陈丽微　赵　钧　董建峰
李　琳　张群峰　金　磊　李声祥
杨志刚　柯小环　谢晓文　李永宁
耿良道　武海涛　杨文俊　罗国荣
张　勤　毛　茹　郝军扬　栗晓华
康往东　汤文龙　吴　燕　边艳艳
陈　怡　王　翔　陆　军　刘　康
吴少华

项目管理专业

梅国华　何金波　刘广合　韩昆国
李　慧　邱国清　门玉琢　郑德明
牟春诚　许晓红　沃付贤　张仁科
于克华　张　涛　牛玉森　冯秀红
张　波　袁　明　孙宏根　齐　欣

李　岩　朱靖勋　陶　雷　张跃胜
王长青　冯红卫　范克文　吴　明
鹿朝晖　张志海　武伟刚　胡文彦
田绍彦　张淑华　杜　伟　唐建婷
王海梅　王志民　潘　振　王　军
许洪亮　韩金玲　陈　涛　张海洋
张旭东　杨　萍　初宁春　张逢春
权文松　杜　湘　谭皓予　王璐璐
陈国洪　董　峰　蔡　威　宋作玲
赵　群

物流工程专业

李秋迪　朱　艳　杨　钧　李庆伟

２００９年获取同等学历硕士
学位学生名单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周红梅　茆海丰　陈晓旦　黄永富

外科学专业

史坚强

（供稿人：方　雯）

２００９届毕业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

学历 合计
就业

人数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初等教

育单位

科研

单位

医疗

单位

艰苦事

业单位

其他事

业单位

国有

企业

三资

企业

其他

企业

部

队

升

学

出

国
未就业

博士 １３８ １３８ ３ １０５ ５ ３ １２ ６ ４

硕士 １３４９１３２４ ３３ １９３ ３５ １６ ９９ １ ５７ ２１７ １７９ ４３９ ７４６２ ２５

合计 １４８７１４６２ ３６ ２９８ ３５ １６ １０４ １ ６０ ２２９ １７９ ４４５ ７５０２ ２５

（供稿人：刘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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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与奖励

研究生集体、个人获市级及以上

表彰奖励情况

省优干（５人）
理 学 院：宋月升

农 工 院：沈宝国

汽车学院：崔　勇
电气学院：王津京

材料学院：狄建科

省三好（５人）
流体中心：刘俊萍

生 科 院：马双双

财经学院：盖　瑞
计算机学院：徐广华

机械学院：坎　标

省先进班级（２个）
环境学院：研０７
流体中心：研０８

２００８年第五届全国研究生
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

　　周振华　赵琛?　金　鹏

授奖单位：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

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授奖时间：２００８．１２．

研究生集体、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优秀
研究生标兵

获奖人员：

机械学院：陈保磊

能动学院：陈向阳

流体中心：刘俊萍

食品学院：林　颢
外语学院：卞文娟

工商学院：卞琳琳

理 学 院：汪浩祥

材料学院：张　伟
电气学院：周大为

艺术学院：吴文苑

生 科 院：胥　峰
临床医学院：陈明军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校优
秀研究生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９）：
樊玉杰　郑　松　张　锋
郭立强　濮华盛　张庆峰
庞朝利　杨小东　张　田
汽车学院（１０）：
杨效军　许广举　李　美
张　瑜　姜　栋　王广萍
张振宁　顾晓庆　陈　洁
黄慧龙

能动学院（３）：
黄继伟　王育立　王　静
流体中心（３）：
丁亚娜　骆　寅　田　飞
材料学院（５）：
郭海玲　于春杭　王晓静
郑　梦　胡友根
食品学院（３）：
石吉勇　徐菲菲　王建黑
环境学院（２）：
朱国锋　于　超
电气学院（６）：
王　博　徐海霞　黄　虎
王成波　金　鹏　滕翠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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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院（８）：
戴丽丽　李米娜　李　根
杨　蓉　杨晓琴　顾同跃
徐广华　周跃群
工商学院（７）：
刘慧慧　王晓燕　杨　兰
岳江君　葛苏行　王海荣
毛　磊
财经学院（３）：
盖　瑞　付星星　王彩学
理学院（５）：
董高高　陈乐乐　唐晓芬
包春梅　单净璇
人文学院（２）：
王　蕾　周德军
临床医学院（３）：
戴东方　钱　栋　殷　凯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１）：
彭秀娟

化学化工学院（３）：
徐远国　张东芝　沈　卫
药学院（４）：
曹恒杰　郭文洁　周巧云
韦　
生科院（１）：
杨　哲
生机院（农工院）（３）：
徐娇娇　黄英飒　徐溪超
艺术学院（１）：
詹慧娟

教师教育学院（１）：
相　阳
科技信息研究所（１）：
李　品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校优
秀研究生干部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４）：
陈　丹　郝欣妮　周正强
张　磊
汽车学院（３）：
臧　绫　陈　阳　刘　凯
能动学院（１）：
张　星
流体中心（１）：
涂　琴
材料学院（３）：
韩明娟　张毅峰　胡文祥
食品学院（２）：
汤明杰　王中斌
环境学院（２）：
马　丽　刘　兴
电气学院（７）：
王　改　赵建波　李占坤
周晓迪　朱志莹　吴　衍
杨　宁
计算机学院（６）：
陈　立　陈亚必　王英杰
陶永会　华　纯　孙　超
工商学院（３）：
李燕强　王治敏　陈　英
财经学院（８）：
李　懋　吴台授　吴新兰
吕　萍　陈　玲　吴丽美
徐勇谋　李　盼
理学院（３）：
周士金　包　森　王道明
人文学院（１）：
高文芳

外国语学院（２）：
万　琦　钱玺仰
临床医学院（５）：
施　良　王明伟　汤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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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品亮　张　萍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４）：
国冬梅　钱　茜　谢　颖
田　洁
生机院（农工院）（１）：
王天波

生科院（１）：
石　婧
化学化工学院（２）：
黄春霞　张　辉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获奖名称：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获学习优秀奖
学金研究生

一等奖学金

机械学院（６）：
张　锋　郭立强　陈沥强
陈保磊　罗开玉　张　田
汽车学院（５）：
姜　栋　张振宁　张　瑜
李　美　杨效军
能动学院（２）：
陈向阳　张　星
流体中心（２）：
丁亚娜　刘俊萍
材料学院（４）：
郭海玲　张伟　张毅峰
于春杭

食品学院（２）：
林　颢　王建黑
环境学院（２）：
刘　兴　马　丽
电气学院（５）：
王　博　周大为　王　改
徐海霞　黄　虎
计算机学院（５）：
戴丽丽　李　根　陶永会

陈　立　徐广华
工商学院（４）：
刘慧慧　卞琳琳　陈　英
王治敏

财经学院（５）：
王彩学　付星星　吴台授
吕　萍　陈　玲
理学院（４）：
陈乐乐　汪浩祥　陶阳威
吕以茜

人文学院（１）：
吴林玲

外国语（１）：
卞文娟

化学化工学院（２）：
黄春霞　王寅珏
医学院（４）：
施　良　戴东方　陈明军
王明伟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２）：
国冬梅　钱　茜
药学院（２）：
曹恒杰　周巧云
生机院（农工院）（１）：
徐娇娇

生科院（１）：
胥　峰
艺术学院（１）：
吴文苑

教师教育学院（１）：
相　阳
科技信息研究所（１）：
张　垒

二等奖学金

机械学院（２８）：
郑　松　徐　琳　樊玉杰
易立单　黄治根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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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妮　原　瑾　李　春
张庆峰　祁晨宇　董进泉
周正强　牛军燕　庞朝利
郝欣妮　宗　亮　王　飞
濮华盛　居正月　冯晓天
张增雷　杨小东　陈　丹
赵梓皓　刘祥军　腾广宇
王鹤军

汽车学院（２６）：
彭学磊　胡隽秀　陈　阳
王广萍　王慧妍　王素梅
顾晓庆　陈黎君　葛　晶
陈　洁　朱晶晶　石双玲
刘　凯　赵华伟　臧　绫
沈海军　王　晨　张庆庆
梁　晨　曾育平　许广举
黄慧龙　冉冬立　刘文光
张登攀　王子玉
能动学院（９）：
黄继伟　王　静　周明星
侯丽艳　王育立　翟　晓
段　炼　屠欣丞　苏文佳
流体中心（８）：
张　丽　涂　琴　许自豪
田　飞　傅剑辉　刘晓凡
张德胜　骆　寅
材料学院（１８）：
蒋成涛　王爱丽　徐　萌
韩明娟　刘光磊　李学超
胡友根　孙　帅　赵恩兰
张　亮　胡文祥　严飞祥
吴志峰　朱　青　王晓静
郑　梦　李国伟　贾正伟
食品学院（１２）：
汤明杰　徐菲菲　祝　莹
田万敏　王祝健　施卫东
王中斌　石吉勇　王　锋
王　毅　张　佳　吕　强

环境学院（９）：
朱国锋　拾亚男　瞿　俊
厉晶晶　姚玮玮　于　超
李玉蓉　闫正波　杨　丹
电气学院（２６）：
赵建波　谭　耳　王成波
金　鹏　胡建群　刘　颖
滕成龙　滕少卿　张　瑶
李占坤　滕翠凤　张　雷
董国贵　朱志莹　吴　衍
郭金亮　王鹏程　房　慧
凌振萍　杨　宁　李祥平
李兵伟　周晓迪　桂　芬
杨　婷　杨　科
计算机学院（２７）：
吴秀琳　朱艳飞　孙　超
石　云　王莉莉　李秀娟
李米娜　李广翠　华　纯
兰　均　夏　鹏　杨　蓉
陈景柱　赵　磊　陈亚必
李贤慧　陈长军　曹庆皇
杨晓琴　王英杰　杨天明
顾同跃　李建钰　周跃群
王

*

君　丁　霮　孙　静
工商学院（２１）：
王晓燕　尹昊聪　韩淑粉
欧阳娜　刘玲玲　龚艳兰
朱　臖　杨　兰　王　健
岳江君　杨宗康　秦　勇
邓　博　孙胜男　葛苏行
李燕强　金恩莲　王海荣
吕序榕　曹　蓉　毛　磊
财经学院（２３）：
刘瑞文　李　懋　梁　菲
李献宾　董　琪　滕家佳
李善龙　吴新兰　盖　瑞
陈　渊　吴媛媛　房子磊
蒋　红　黄兆京　吴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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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谋　汪　涛　张为为
贾新新　章　瑜　李　盼
栾　超　沈敏霞
理学院（１９）：
韩修静　李　红　董高高
唐晓芬　杭庆兰　蒋秀萍
高　英　刘翠莲　周士金
曾长燕　唐焕超　包春梅
包　森　冒鹏飞　张　银
单净璇　赵惠敏　王道明
余　昱
人文学院（７）：
高文芳　檀杉杉　丁　雯
王　蕾　程　宸　周德军
陈　晨
外国语学院（６）：
金　婕　万　琦　张　婧
芮　兰　钱玺仰
史云莉

化学化工学院（１０）：
徐远国　江云青　李　娣
张　辉　林文生　张　铭
张东芝　沈　卫　王婷婷
薛金娟

临床医学院（１７）：
张　萍　钱　栋　蒋文芳
孔　梅　韩继敏　曾钗明
王崇强　张广亚　汤　艳
解品亮　殷　凯　叶亮英
陈燕华　孙继军　徐良洁
陈　磊　刘小平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８）：
张　徐　谢　颖　石　燕
许晓蒙　彭秀娟　田　洁
刘　霞　王　敏
药学院（８）：
郭文洁　张　磊　张晓兰
刘光敏　韦　　戴　琨

李　伟　姚　虎
生机院（农工院）（７）：
黄英飒　张朋举　王天波
苑丹丹　徐溪超　倪　静
吴运东

生科院（５）：
石　婧　孔　杰　葛玲玲
朱福各　杨　哲
艺术学院（４）：
边　鹏　尹　悦　胡　丹
詹慧娟

科技信息研究所（２）：
李　品　王　慧
教师教育学院（２）：
王银芬　周　阳

三等奖学金

机械学院（４１）：
坎　标　张礼华　纪敬虎
李明珠　刘明礼　张向珂
刘仁杰　王小飞　郑悦兰
宋云亮　唐学峰　田洪胜
朱爱军　胡红波　高瑞强
吴勇胜　黄　骞　李发展
王国明　叶　镇　吕纪威
龚志强　晋　跃　沈宗宝
史德旗　王勇良　江丙云
曹宇鹏　王　敏　薛　雷
朱银波　陈玉晓　陶茂科
王新亮　丁　飞　郑文杰
孙真真　孙爱华　宋新华
喻　杰　辛喜玲
汽车学院（３８）：
苏建宽　唐　斌　童成前
聂秀伟　王大冲　朱文婷
王　刚　王　云　朱　佩
王　军　刘天将　任永凯
孙振宇　孙传红　冯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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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营　李姣姣　王　超
范　俊　张瑞妍　张少波
金重亮　陈秀梧　严金霞
赵　琨　施　斌　丰晓芳
刘媛媛　宋世亮　刘勺华
沈　飞　胡振伟　姜　勇
贾和坤　胡建月　董　非
曹晓辉　秦洪懋
能动学院（１３）：
张　贺　顿玉环　张　峰
钱玉琴　赵英春　刘　标
张　建　康仕彬　詹才娟
白　滨　喻　峰　李晓春
于海群

流体中心（１３）：
梁　

!

　李晓俊　周　岭
阳　君　黄　萍　魏洋洋
王　婷　舒敏骅　任　芸
王彩虹　沈艳宁　许燕飞
杨孙圣

材料学院（２６）：
任　敏　夏建新　许巨晶
周　丹　邵奇栋　王振邦
苏　波　李小辉　黄　蓉
朱恩波　徐　驰　过丽萍
刘胜涛　秦泗栋　马　红
王静静　李庆宝　许能俊
张　帆　李玲丽　韩志锐
黄照军　李　磊　李孟伟
魏　伟　陈　娟
食品学院（１７）：
殷小平　张　玲　范晓波
万新民　郝志伟　张　建
谢晓丽　李　蕾　程红霞
白　洁　谈国凤　陈树坤
徐立平　李　欣　陆化珠
刘　斌　耿　响

环境学院（１３）：
李建峰　王延民　朱　健
王晶博　阮介兵　郭家祯
刘　洋　杨岚钦　张　珂
闫　强　蔡　菁　张红蕊
刘成堂

电气学院（３８）：
李成春　杨　平　王玉光
程　新　梁先国　朱明祥
张香梅　吉裕晖　李江勇
邬燕忠　江道根　盛碧琦
张　钰　姜代鹏　周　洋
赵　昱　陈亚平　孙雪蕾
冉　莉　李松亭　王　泉
褚夫环　蔡艳丽　江兴科
廖　康　郭晶晶　王立红
张　晋　马　萍　王　威
黄贤林　于　晶　韩建彰
夏　武　郑静文　盛　吉
毛艳清　林雅娇
计算机学院（４２）：
孙　萍　张　菊　孙金津
肖银涛　徐立波　严　振
史振杰　闫　玮　刘俊宁
姜　靓　孔燕燕　潘润华
潘业权　王侠飞　胡振光
鲁均云　张　敏　孙小培
于海平　史习云　刘艳红
王新建　张志军　耿　飙
孔　健　李晓聪　房　芳
胡瑞瑞　段　丽　蔡　俊
季培来　卢乃鼎　史　燕
张　倩　曹　磊　徐　波
王秀凯　王益维　张玲增
李　柯　申　彦　熊书明
工商学院（３２）：
卢名辉　苏　炜　王　健
张　磊　黄　欢　王小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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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楠　吉　莹　田　楠
郭　华　孙旭雅　闫　黎
闫　帅　徐　华　孙小涵
汪　景　吴　操　刘　潇
房海霞　张心洁　范　茜
吴宝林　孙玉青　马　超
陈　权　叶　贤　曾　丽
孙计奎　刘　庆　杨素华
俞　伟　张冬华
财经学院（３４）：
尧华英　吴继英　朱　?
顾佳佳　柳　萍　彭雪玲
孙　旬　吴晓莉　王步祥
童　俊　黄金鑫　李启才
魏鹏超　曹　斌　宋道勇
吴玉凤　程素娟　李乐乐
李云鹏　田振洋　张　勇
冯　婷　杨　琳　韩　林
徐佳珠　李　丽　刘春燕
郑杰阳　蒋冬学　孙　建
张珊珊　李小俊　周晓婷
周作杰

理学院（２８）：
周宗好　石志岩　陈　妤
冯春香　吴昌兴　王娜娜
吴睿杰　王　明　陈月霞
宋月升　吴来林　安　媛
贾　琳　李耀华　姜丽红
雷海娜　赵　树　王　帅
尹　可　张蓓蓓　彭学飞
蔡永刚　王小莉　周佳燕
杜一君　徐　颖　张　榀
黄艳丽

人文学院（１０）：
王俊爽　王恒利　宋晓佳
陈　莉　刘　琪　边　芳
严欢欢　钱宇春　朱丽花
田　坤

外语学院（８）：
袁　懿　周　癑　朱　敏
师晓霞　高少乐　杨　蕊
邱玉琳　蓝东霞
化学化工学院（１５）：
罗　颖　王　蕾　朱国鹏
周旭平　陈建峰　季振源
李艳慧　何　凯　徐　丹
黄立静　张　清　王玲昀
时　花　张　伟　康文斌
临床医学院（２７）：
何　伟　沙　鑫　孙庆增
赵春红　芮金兵　黄大福
刁玉晶　贾　珏　马　聪
蔡　青　朱照辉　钱志宏
徐莲莲　付　婷　李慧勇
冷加燕　马少君　尚梦园
张雪静　华国军　陈义钢
王　标　殷力佳　孙大千
袁伟红　胡振奎　王成龙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１４）：
薛　渊　严一红　周保成
李瞡妍　何志强　史　烨
吴　燕　蔡　花　张　叶
许国莹　吴彩云　赵银霞
孙　靖　黄　玲
药学院（１１）：
周　军　陈榕英　杨　逊
张春燕　孙　达　邓纹纹
严丽芳　丁南南　王　淼
樊懿娜　叶思思
生机院（农工院）（７）：
刘　琦　郝磊斌　韩绿化
宋艳娇　陆　军　胡云辉
张林林

生科院（８）：
郭　敏　高小焕　康乐群
张赫男　马双双　丁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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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吕高　潘　晔
艺术学院（５）：
李　莎　刘正棠　何静然
孙中华　杨少丽
教师教育学院（３）：
霍平丽　方孙飞　张明雷
科技信息研究所（３）：
杨国立　朱安青　赵　旭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２．１４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９届优秀研究生
毕业生

获奖人员：

研究生

机械学院（８）：
张卫华　孟小波　陈子夏
祁宏山　叶　勇　董培龙
李　举　贝建伟
汽车学院（８）：
赵景波　王　军　高建立
刘　斌　谢文磊　庄凤芝
任萍丽　王运霞　
能动学院（２）：
高　波　张　睿
流体中心（３）：
朱兴业　刘俊萍　徐红霞
材料学院（５）：
刘红飞　杨小兵　狄建科
王改娟　雷　燕
食品学院（３）：
郭志明　马龙传　贾俊强
环境学院（２）：
何立宁　徐婉珍
电气学院（９）：
张宏涛　王津京　陈佳驹
蒋志佳　邬清海　王　炳
白　斌　朱晓芹　项美晶

计算机学院（４）：
汤　铸　陈潇君　张婧颖
王蒙蒙

工商学院（８）：
朱乃平　苗　晴　陈春华
钟　颢　陈敬贤　潘建国
洪　涛　王冉冉
财经学院（１）：
汪长柳

理学院（７）：
董高高　石志岩　郑　松
李　霞　赵柳榕　许　飞
徐伟军

人文学院（１）：
魏文迪

化工学院（２）：
陆惠红　孙丽丽
临床医学院（５）：
杨　勇　王　强　马　鹏
宋晓丽　孙志伟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４）：
吴　亮　曹慧玲　金中淦
徐学静

药学院（３）：
熊御云　安益强　王团结
生机院（农工院）（３）：
任　宁　王　敏　沈宝国
生科院（２）：
李怡佳　孙　莹

（供稿人：王玉华）

留学生学生工作

综述

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心爱

护留学生，强调留学生的制度化和人性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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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成《外国留学生手册》修订；加强留

学生学风建设，强化留学生校规校纪的学习

和执行；利用留学生资源，做好在校中外学

生间的交流工作；建立留学生自我管理队伍

（包括公共厨房管理），协助和指导物业管

理部门制订海外教师与学生公寓管理制度，

完成《留学生公寓住宿手册》的制订；完成

留学生的集中住宿工作；协助和指导后勤部

门做好留学生饮食服务。

组织留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活

动，如全体医学留学生进行“医学生誓言”等

活动，强化了医学留学生必备的素质，包括严

于律己、尊敬老师、完善自我、不怕困难等。

９月，学校为留学生学生管理首次配备
专职辅导员，为学院更好的开展留学生学生

工作提供了保障。

学习优秀奖学金发放情况

年度 班级 一等奖（金额×人数） 二等奖（金额×人数） 三等奖（金额×人数）

２００９

ＭＢＢＳ２００５ １５００×２ ８００×３ ４００×５

ＭＢＢＳ２００６ １５００×２ ８００×３ ４００×５

ＭＢＢＳ２００８ ５００×１ ３００×１

合计６０００ 合计５３００ 合计４３００

合计 １５６００（元）

留学生活动情况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１ “包饺子、贺新春” ２００９年２月

２ “印度排灯节晚会”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３ “同乐金陵江苏省留学生联欢”：各国舞蹈串烧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４ 校运会、足球赛 ２００９年１０—１１月

５ 消防比赛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６ “２００５级学生实习庆祝活动”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２００９年新增留学生情况

姓 名 国籍
学生

类别

学习

专业

学习

年限
专业开始时间 专业结果时间

２００９年入学留学语言生名单，共１１人

ＭＥＨＲＩＮＧ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德国 语言生 汉语言 ４个月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

ＳＣＨＬＩＷＡ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德国 语言生 汉语言 ４个月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

ＢＡＵＴＺ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 德国 语言生 汉语言 ４个月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ＪＵＬＩＡ 德国 语言生 汉语言 ４个月 转北京入学

ＴＯＬＫＳＤＯＲＦ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

德国 实习 汽车 ４个月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日 ２０１０年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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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国籍
学生

类别

学习

专业

学习

年限
专业开始时间 专业结果时间

ＯＪＥＴＵＮＤＥ ＡＤＥＳＨＩＮＡ ＯＬＵＷＡ
ＳＥＹＩ 尼日利亚 语言生 汉语言 ４个月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 ２００９年６月

ＰＵＳＴＯＶＡ ＬＩＵＤＭＹＬＡ 乌克兰 语言生 汉语言 １年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日

ＩＲＶＡＮＳＩＭＡＭＰＯ 印尼 语言生 汉语言 １年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

ＫＯ ＪＯＮＧＭＹＥＯＮＧ 韩国 语言生 汉语言 １年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

ＡＨＭＥＤ ＵＭＡＲＩＮＡＭ 印度 语言生 汉语言 ５个月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４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

ＯＷＡＩＳ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巴基斯坦 语言生 汉语言 １年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２００９年入学留学研究生名单，共２人

ＢＩＬＩＭＯＲＩＡ ＤＥＮＮＩＳＤＡＲＡ 印度
硕士研

究生
医学 ３年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 ２００１２年７月

ＳＡＮＤＯＧＨＣＨＩＡＮ ＳＨＯＴＯＲＢＡＮＩ ＳＩＡ
ＭＡＫ 伊朗

博士

研究生
免疫学 ３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０９年入学留学本科生名单，共１５人

ＡＬＬＯＴＥＹ ＳＡＮＤＲＡ ＮＡＡ ＡＤ
ＯＬＥＹ 加纳 本科生

汉语＋
ＭＢＢＳ ６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ＡＳＡＲＥ ＡＢＥＤＮＥＧＯＳＥＦＡＨ 加纳 本科生
汉语＋
ＭＢＢＳ ６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ＬＯＭＯＴＥＹ ＰＥＲＣＩＶＡＬ 加纳 本科生
汉语＋
ＭＢＢＳ ６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ＹＥＢＯＡＨ ＨＡＲＲＩＥＴＡＫＰＡＨ 加纳 本科生
汉语＋
ＭＢＢＳ ６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ＡＮＮＡＮ ＣＡＬＥＢＥＳＡＩＡＨ 加纳 本科生
汉语＋
ＭＢＢＳ ６年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ＯＷＵＳＵ ＫＩＳＳＩ
ＷＡＡ ＩＲＥＮＥ 加纳 本科生

汉语＋
ＭＢＢＳ ６年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ＢＯＴＷＥ ＧＯＤＷＩＮ 加纳 本科生
汉语＋
ＭＢＢＳ ６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３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ＡＫＨＯＮＤ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ＡＳＥＦ 孟加拉 本科生
汉语＋
ＭＢＢＳ ６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５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ＡＦＦＵＬ ＢＲＩＧＨＴ 加纳 本科生 工商管理 ４年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

ＡＰＰＩＡＨ ＥＶＥＮＡＲＹ 加纳 本科生 工商管理 ４年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

ＧＹＥＫＹＥ ＯＳＣＡＲＫＵＭＩ 加纳 本科生 工商管理 ４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ＩＳＨＡ 加纳 本科生 工商管理 ４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

ＫＵＦＥ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ＳＥＬＯＲＭＫＷＡＫＵ 加纳 本科生 工商管理 ４年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

ＮＡＲＴＥＨ ＦＡＵＺＩＡ 加纳 本科生 工商管理 ４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

ＳＵＳＡＮ陈 ＴＡＮＨＷＥＥＥＮＧ惠英 新加坡 本科生 美术 ４年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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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在校留学生情况

２００９年在校生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

德国、乌克兰、日本、韩国、新加坡、孟加拉、印

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伊朗、叙利亚、土耳其、

加纳、尼日利亚等国的留学生１８２人。

学院 类别 ０４级 ０５级 ０６级 ０７级 ０８级 ０９级 总计（人）

海外教

育学院

本科生 １ ６５ ６７ ０ １４ １５ １６２

硕士生 ０ ０ ０ ３ １ ２ ６

培训生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１ １４

总计 １ ６５ ６７ ３ １８ ２８ １８２

２００９年在校留学生名单

姓 名 国籍
学生

类别
学习专业

学习

年限
专业开始时间 专业结束时间

２００４年入学留学本科生名单，共１人

ＬＵＯ ＹＥ 美国 本科生 临床医学 ５年 ２００４年１月５日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０５年入学留学本科生名单，共６５人

ＡＫＫＩＮＡ ＳＲＩＲＡＭ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ＡＬＬＡＶＯＮＩ ＫＲＡＮＴＨＩＫＵＭ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ＡＶＵＴＡＰＡＬＬＩ
ＡＤＩＴＹＡ
ＫＲＩＳＨＮＡＫＡＬＹＡ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ＢＡＡＴＡＫＡＲ ＳＡＩＡＳＨＷＩＮＩＫＵＭ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ＢＡＲＡＮＩ
ＮＡＧＩＲＥＤＤＹＬＡＶＡＮ
ＹＡＬＡＨＡＲ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７年２月返回
印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ＢＡＴＨＵＬＡ ＨＡＲＩＳＨＶＥＲＭ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ＢＯＯＳＩＭＵＮＩＳＷ
ＡＭＹ　

ＰＲＡＴＨＹＵＳＨ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ＣＨＥＥＴＩ ＳＯＷＭＹ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ＣＨＩＮＴＨＡＫＩＮＤＩ ＨＡＲＩＳＨＫＵＭ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ＤＥＰＡＬＬＹ ＨＥＭＡＬＡＴＨ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ＥＲＲＡ ＳＨＩＲＩＳ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ＥＲＲＡ ＳＲＵＴＨ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ＥＳＡＬＡＰＵＲＡＭ ＤＩＶＹ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ＧＡＤＩＶＥＭＵＬＡ ＲＥＳＨＭ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ＧＯＫＵＬ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ＳＡＭＰＡＴＨＫＵＭ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ＧＯＮＥＭＯＮＩ ＳＯＵＪＡＮＹ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４３１



续表

姓 名 国籍
学生

类别
学习专业

学习

年限
专业开始时间 专业结束时间

ＪＡＬＤＡ ＲＡＫＥＳ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ＪＩＬＡＫＡＲＡ ＨＡＲＩＫＲＩＳＨＮ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７年１月返回
印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ＡＩＫＡＬＡ ＳＵＨＡＳＩＮ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ＡＩＲＡＭＫＯＮＤＡ ＶＩＪＡＹＡＳＨＡＬＩＮ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ＡＭＩＤＩ ＳＷＡＴＨ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ＡＭＭＩＬＡ ＳＡＩＫＵＭ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ＡＮＵＰＡＲＴＨＹ ＳＲＥＥＫＡＬＹＡ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ＡＲＥＰＡＬＬＩ ＳＨＡＬＥＭ
ＣＲＩＳＰＨＩＲＡＭＳ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ＡＲＮＥ ＳＵＳＨＥＥＬＡ ＥＬＩＺＡ
ＢＥＴ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ＥＳＨＡＢＯＩＮＡ ＲＯＳＨＩＳＨＫＡＶＡ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９年３月返回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ＯＵＲＵ ＳＲＵＪＡＮ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ＡＭＢＬＥ ＬＥＮＩ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ＭＡＬＬＡＭ ＲＵＰＡＤＥＶ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ＭＡＲＥＤＤＹ ＶＩＳＨＮＵＶＡＲＤＨＡ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ＭＡＲＲＹ ＭＡＨＥＳ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ＭＥＤＡ ＭＥＥＮＡＫＳＨＩＭＡＤＨＡ
Ｖ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ＭＩＲＺＡ ＺＥＥＳＨＡＮ ＭＯＨＡＭ
ＭＥＤＢＡＩＧ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ＩＭ
ＲＡＮ ＫＨＡ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ＭＡＨ
ＭＯＯＤＡＬ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ＨＡＨ
ＮＡＷＡＺＡＬ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ＮＡＧＡＲＪＵＮＡ ＭＵＤＩＡＬ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ＭＵＮＮＡＭＧＩ ＳＲＩＨＡＲＳＨ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ＮＥＥＬＡＫＡＮＴＩ ＰＲＩＹＡＮＫ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ＳＩＮＧＨ ＮＩＴＥＮＤＲ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ＰＡＮＤＩ ＩＮＤＲＡＳＥＫＨ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ＰＡＮＤＩ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ＳＨＥＫ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ＰＥＤＤＩ ＰＡＮＤＵＲＡＮＧＡＭ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ＰＯＯＮＤＲＵ ＡＳＨＥＳＨＲＥＤＤ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４３２



续表

姓 名 国籍
学生

类别
学习专业

学习

年限
专业开始时间 专业结束时间

ＲＡＣＨＡＫＯＮＤＡ ＶＩＫＲＡＭ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ＲＡＭＩＮＥＮＩ ＶＩＪＡＹＫＵＭ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ＳＡＭＥＥＲＡＫＨＡＬＩＤ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ＳＡＮＡＰＵＲＥＤＤＹ ＳＲＡＶＡＮ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ＳＡＮＤＡＤＩ ＤＩＬＩＰＲＥＤＤ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ＳＡＮＴＯＳＨＳＩＮＧ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ＳＨＡＫＫＡＲＩ ＡＮＩＬＫＵＭ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ＳＯＮＮＡＫＵＬＡ ＳＡＳＨＩＫＡＮＴ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ＴＨＯＬＫＡＴＴＥ ＤＨＡＮＲＡＪＧＯＵＤ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ＴＯＯＰＲＡＮ ＶＩＮＡＹＡＫＡＲＡＯ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ＶＡＬＬＵＲＩ ＶＥＥＲＡＶＡＲＤＨＡ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ＶＥＮＫＡＮＮＡＧＡＲＩＳＩＮＧＩＲＥＤＤＹＶＩＶＥＫＲＥＤＤ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返
回印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ＲＥＤＤＹ ＶＩＪＡＹＫＩＳＨＯＲＥ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７年１月返回
印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ＶＵＰＰＡＬＡＮＣＨＩ ＢＨＡＶＡＮ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ＹＥＲＲＡＶＡＬＬＩ ＶＹＪＡＹＡＮＴＨ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７年６月返回
印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ＫＵＭＡＷＡＴ ＡＮＩＬ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ＳＯＭＫＵＷＡＲ ＲＡＨＵＬ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ＡＳＨＩＳＨＪＵＮＧＴＨＡＰＡ 尼泊尔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ＲＡＳＨＥＳ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尼泊尔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ＰＩＮＮＥＢＯＹＡＮＡ ＭＯＨＡＮＲＡＪＵ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ＥＤＡＲＡ ＧＲＥＥＳＨＭＡＴＥＪＡＳＷ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２００６年入学留学本科生名单，共６７人

ＢＡＮＮＡＲＡＶＵＲＩ ＡＰＡＲＮ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ＴＨＡＫＲＥ ＡＰＡＲＮＡＳＵＮＩＬ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ＳＯＭＵ ＡＶＩＮＡＳ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ＰＡＴＥＬ ＢＨＡＶＩＫＶＩＳＨＮＵＢＨＡ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ＢＵＤＤＩＧＡ ＡＲＵＮＫＵＭ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ＢＵＳＨＲＡＮＡＡＺ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ＵＫＡＤＩＹＡ ＣＨＩＲＡＧＬＡＬＪＩＢＨＡ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ＢＨＩＮＧＲＡＤＩＹＡ ＣＨＩＲＡＧＫＵＭＡＲ
ＤＥＶＪＩＢＨＡ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ＯＴＨＡＲＩ ＤＨＡＲＡＢＨＡＲＡＴ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ＮＥＲＥＬＬＡ ＤＨＡＲＭＡＴＥＪ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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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开始时间 专业结束时间

ＤＡＮＴＡＰＡＬＬＹ ＤＨＥＥＲＡＪＲＥＤＤ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ＤＩＮＤＩＶＡＮＡＭ ＭＡＨＥＳＨＫＵＭＡＲ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ＪＡＧＧＡＮＮＡＧＡＲＩ
ＣＨＡＮＤＵＰＡＴＬＡ ＶＡＲＵＮＲＥＤＤ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ＡＲＡＳＵ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ＡＲＲＩ ＢＡＢＡＳＨＩＲＤＩ
ＰＲＡＳＡＤ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ＰＡＴＩＬ ＫＨＵＳＨＡＢＵ
ＪＡＮＡＲＤＡ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ＭＡＲＲＩ ＫＩＲＥＥＴＩＢＡＢＵ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ＯＮＤＡ ＳＡＭＵＥＬＰＡＵＬ
ＰＲＡＤＥＥＰ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ＵＮＡ ＮＡＧＥＮＤＲ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ＲＥＤＮＡＭ ＬＡＫＳＨＭＩＲＯＨＩＬ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ＭＵＤＤＡＰＵＲＡＭ ＭＡＨＥＳＨＧＯＵＤ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ＰＡＮＤＩＴ ＭＡＮＤＡＲＢＡＬＡＳＡＨＥＢ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ＭＡＴＥＥ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ＶＩＴＨＡＮＩ ＭＡＹＵＲＫＩＳＨＯＲＢＨＡ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ＶＡＮＫＡＹＡＬＡ ＮＡＶＹ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ＭＡＮＧＵ ＮＡＶＹＡＴ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ＹＡＤＡＬＬＡ
ＲＡＭＡＧＯＰＡＬ

ＮＩＫＨＩＬ
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Ｈ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ＴＡＮＤＲＡ ＮＩＴＩ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ＰＨＩＬＩＰＤＥＥＰＡＫ 美国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ＢＨＥＳＡＮＩＹＡ ＰＩＹＵＳＨＰＲＡＧＪＩＢＨＡ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ＶＡＤＬＡＰＡＴＬＡ ＲＡＨＵＬＫＲＩＳＨＮＡ
ＣＨＯＷＤＡＲ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ＡＴＴＥＬＡ ＲＡＪＡＭＡＮＯＪＫＨＡＮＮ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ＵＮＣＨＡＭ ＲＡＪＩＶＲＥＤＤ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ＡＬＶＡＫＵＮＴＬＡ ＲＡＳＭＩＴＨ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ＲＡＳＯＯＲＩ ＮＡＲＥＳ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ＭＵＳＵＮＯＯＲＵ ＲＡＶＩＫＩＲＡ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ＲＩＢＡＤＩＹＡ ＤＨＲＵＶＩＬＫＵＭＡＲ
ＨＡＲＳＨＡＤＢＨＡ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ＧＡＮＧＡＰＵＲＡＭ ＲＯＨＩＴ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ＳＹＥＤ ＳＡＤＩＱＡＬＩＨＡＦＦＡ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４３４



续表

姓 名 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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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专业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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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开始时间 专业结束时间

ＧＯＰＡＲＡＪＵ ＳＡＨＩＴＨ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ＡＬＬＡＭ ＳＡＮＤＥＥＰＲＥＤＤ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ＳＨＡＫＥＥＬＡＨＭＥＤ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ＨＡＳＡＮＢＨＡＴ ＳＨＥＲＥＥＮ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ＵＮＪＡＤＩＹＡ ＳＨＩＶＡＭＳＡＶＡＪＩＢＨＡ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ＣＨＡＶＡＮ ＳＮＥＨ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ＡＬＡＭＰＡＬＬＹ ＳＲＩＫＡＮＴ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ＳＵＲＢＨ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ＮＡＹＡＫＷＡＤＩ ＳＵＳＨＭ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ＭＡＮＣＨＩＲＡＬＡ ＳＷＡＴＨ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ＡＫＵＬＡ ＳＷＥＴＨ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ＢＯＧＡＳＡＭＵＤＲＡＭ ＳＷＥＴＨＡＲＥＤＤ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ＴＡＩＬＯＲ ＴＡＢＲＡＥＺＢＡＳＨ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ＧＩＤＤＡＬＵＲＩ
ＶＥＮＫＡＴＡ ＴＨＥＪＥＳＶ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ＵＤＵＰＵＤＩ ＵＭＡＤＩＶＹ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ＧＡＤＥ ＶＡＭＳＥＥ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Ｖｅｎｋａｔａ ＥｓｗａｒｉＤａｎｄａｓ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ＫＡＮＴＩＭＡＨＡＮＴＩ ＶＥＮＫＡＴＡＳＡＩＡＶＩＮＡＳ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ＧＡＩＮＩ ＹＡＭＩＮ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ＶＡＳＡＮＩ ＣＨＩＲＡＧＫＵＭＡＲ
ＧＯＲＤＨＡＮＢＨＡ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ＮＡＱＶＩ ＳＡＭＩＲＡＫＨＡＴＵＮ
ＧＵＬＡＭＡＳＫＥＲＹ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ＨＡＳＳＡＮ ＮＥＨＡ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ＳＵＲＵＳＨＥ ＳＡＮＤＥＥＰＫＵＭＡＲ
ＢＨＡＧＷＡＴ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ＡＫＨＡＤＥ ＰＡＶＡＮＳＡＤＡＳＨＩＶ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ＢＯＲＫＡＲ ＭＡＮＩＳＨＶＩＳＨＷＡＳＲＡＯ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ＧＨＵＧＥ ＵＤＡＹＶＩＬＡＳＲＡＯ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ＰＡＬＡＳＫＡＲ ＳＨＡＩＬＥＳＨ
ＫＡＳＨＩＮＡＴ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ＪＡＷＡＮＪＡＬ ＡＭＯＬＭＡＮＩＫＲＡＯ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５．５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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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入学留学研究生名单，共３人

ＡＬＡＧＩＲＩＳＡＭＹ ＫＲＩＳＨＮＡＫＵＭＡＲ 印度
硕士研

究生
外科学 ３年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日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ＤＥＥＰＡ ＢＡＬ
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印度

硕士研

究生
儿科学 ３年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日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ＮＡＧＡＩＡＨ ＡＲＵＮＧＡＮＤＨＩ 印度
硕士研

究生
外科学 ３年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日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

２００８年入学留学本科生名单，共１４人

ＧＵＬＡＢ ＳＵＧＨＲＡ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ＭＯＨＡＹＵＤＤＩＮ ＷＡＲＤＡ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ＥＬＡＨＩ ＧＵＬＳＨＡＮ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ＩＱＢＡＬ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ＳＡＤ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ＵＳＭＡ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ＡＳＬＡＭ ＨＡＦＩＺＳＨＡＫＩＬ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ＲＩＺＷＡＮＵＬＬＡＨ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ＫＨＡＮ ＡＦＳＡＲ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ＫＨＡＮ ＺＯＨＡＩＢＡＨＭＡＤ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ＳＡＭＩＵＬＬＡＨ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ＩＱＢＡＬ ＺＡＦＡＲ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ＭＡＺＡＲＩ ＳＯＨＲＡＶ 巴基斯坦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ＳＵＤＥＥＰＲＡＨＵＴ 尼泊尔 本科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ＥＮＣＨＩＬＬ ＫＯＢＩＮＡＢＥＮＴＵＭ 加纳 本科生 临床医学 ６年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

２００８年入学留学研究生名单，共１人

ＳＵＢＢＡＲＡＭＡＮ ＫＲＩＳＨＮＡＫＵＭＡＲ 印度
硕士研

究生
外科学 ３年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２００８年入学留学进修生名单，共１人

ＰＡＲＭＡＲ ＭＩＨＩＲ ＹＯＧＥＳＨＫＵ
ＭＡＲ 印度 访问 药学 １个月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

２００８年入学留学语言生名单，共２人

ＰＵＳＴＯＶＡ ＬＩＵＤＭＹＬＡ 乌克兰 语言生 汉语言 １年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

ＰＡＲＭＡＲ ＭＩＨＩＲ ＹＯＧＥＳＨＫＵ
ＭＡＲ 印度 进修生 药学 １个月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

４３６



２００９年留学生奖学金名单

２００９

ＭＢＢＳ２００５

一等奖
ＡＳＨＩＳＨＪＵＮＧＴＨＡＰＡ

ＶＵＰＰＡＬＡＮＣＨＩＢＨＡＶＡＮＩ

二等奖

ＫＡＭＩＤＩＳＷＡＴＨＩ

ＴＯＯＰＲＡＮＶＩＮＡＹＡＫＡＲＡＯ

ＰＯＯＮＤＲＵＡＳＨＥＳＨＲＥＤＤＹ

三等奖

ＭＵＮＮＡＭＧＩＳＲＩＨＡＲＳＨＡ

ＳＡＮＡＰＵＲＥＤＤＹＳＲＡＶＡＮＩ

ＳＡＮＴＯＳＨＳＩＮＧＨ

ＫＡＲＮＥＳＵＳＨＥＥＬＡ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ＲＡＳＨＥＳ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ＭＢＢＳ２００６

一等奖
ＤＨＥＥＲＡＪＲＥＤＤＹＤＡＮＴＡＰＡＬＬＹ

ＡＰＡＲＮＡＳＵＮＩＬＴＨＡＫＲＥ

二等奖

ＳＷＥＴＨＡＡＫＵＬＡ

ＢＵＳＨＲＡＮＡＡＺ

ＳＵＲＢＨＩ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

三等奖

ＣＨＩＲＡＧＫＵＭＡＲＧＯＲＤＨＡＮＢＨＡＩＶＡＳＡＮＩ

ＳＡＭＩＲＡＫＨＡＴＵＮＧＵＬＡＭＡＳＫＥＲＹＮＡＱＶＩ

ＴＡＢＲＡＥＺＢＡＳＨＡＴＡＩＬＯＲ

ＣＨＩＲＡＧＬＡＬＪＩＢＨＡＩＫＵＫＡＤＩＹＡ

ＳＨＡＫＥＥＬＡＨＭＥＤ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ＭＢＢＳ２００８
二等奖 ＳＵＧＨＲＡＧＵＬＡＢ

三等奖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ＳＡＤＩＱＢＡＬ

（撰稿人：王丽敏　审稿人：高　静）

附：

招生、在校学生来源情况
单位：人

编
　
号

在　校　学　生　数

计 博士生 硕士生
研究生

班学生

普通本科、

专科生

成人本科、

专科生

网络本科、

专科生

普通本科、

专科招生数

　总　计 ０１ ４５３９０ ６４９ ４６３７ ２０２０９ １９８９５ ５１０８

北京市 ０２ １００ ７ ９３ ３３

４３７



续表

编
　
号

在　校　学　生　数

计 博士生 硕士生
研究生

班学生

普通本科、

专科生

成人本科、

专科生

网络本科、

专科生

普通本科、

专科招生数

天津市 ０３ ２２２ ８ ２１４ ６７

河北省 ０４ ５３６ ４ ２３５ ２９７ ６１

山西省 ０５ ６５９ ５ １６９ ２８１ ２０４ ６５

内蒙古 ０６ １５４ ２ １９ １３３ ３２

辽宁省 ０７ ３５４ ４ ６６ ２８４ ６５

吉林省 ０８ ３３２ ４ ５２ ２７６ ６５

黑龙江 ０９ ２３４ ２ ２６ ２０６ ５０

上海市 １０ １３７ ４ １８ １１５ ３１

江苏省 １１ ３４２６０ ４８２ ２０３９ １４０４７ １７６９２ ３５４５

浙江省 １２ ６５９ ４ １０６ ４２３ １２６ ８６

安徽省 １３ １３０１ ３１ ２４７ ３４１ ６８２ ９０

福建省 １４ ３５７ ４ ３２ ２０９ １１２ ４１

江西省 １５ ４６２ ４ ９６ ２６４ ９８ ５９

山东省 １６ １２３４ ３６ ６２８ ４３５ １３５ ８５

河南省 １７ ７６８ ２９ ４０２ ３３７ １０９

湖北省 １８ ５２６ ４ １６６ ２５８ ９８ ６１

湖南省 １９ ３４９ ４ ８０ ２６５ ６０

广东省 ２０ １７８ １１ ４０ １２７ ２９

广　西 ２１ ３８９ ９ １４ １３０ ２３６ ３０

海南省 ２２ ６１１ １ ５ ９３ ５１２ １９

重庆市 ２３ １９０ ３ １８７ ３９

四川省 ２４ ２４０ ３３ ２０７ ４１

贵州省 ２５ １５６ ２ １５４ ７０

云南省 ２６ ８６ ２ ８４ １６

西　藏 ２７ ２２ ２２ １

陕西省 ２８ １８４ ８６ ９８ ２０

甘肃省 ２９ ２０９ ２ １９ １８８ １０１

青海省 ３０ ８６ ８６ ２１

宁　夏 ３１ ２２０ ６ ２１４ ８０

新　疆 ３２ １５３ １２ １４１ ３６

港澳台 ３３ ２２ ３ １９

４３８



在校学生年龄情况
单位：人

编
号

计
１７岁及

以下
１８岁 １９岁 ２０岁 ２１岁 ２２岁 ２３岁 ２４岁 ２５岁 ２６岁 ２７岁 ２８岁 ２９岁 ３０岁

３０岁

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总　计 ０１ ４５３９０ ４１３２５７１６０８６６３９４５６３８４２６６２６５７２３５０２５２９２３４７２３６３１９５０１８３５１３０３ ２６８８

　其中：女 ０２ ２０９１８ １７９１２１０２７８９２９１９２６２０１９６５１１９５１２０４１１５６１１０４１０３４ ８８４ ９０６ ５４１ １２１２

博士生 ０３ ６４９ １０ ２３ ３６ ５８ ９７ １６５ ２６０

　其中：女 ０４ １９２ ２ ９ ２０ ２１ ３１ ４１ ６８

硕士生 ０５ ４６３７ ６ ５０ １３１ ５９０１０１４ ９３９ ８４４ ５４７ ４２２ ６２ ３２

　其中：女 ０６ １７９８ １ ９ ４０ ３６７ ３９４ ４０９ ２３８ １３６ １６３ ２１ ２０

研究生班学生 ０７

　其中：女 ０８

普通本科生 ０９ ２０２０９ ４１３２４２５４５０２４７９８４３０３２６８１ ８６１ １５９ ４２ １４ ７ ２ ２

　其中：女 １０ ８７６７ １７９１１３７１９６９２１０４１９０４１１４４ ２８５ ３４ ９ １ １

普通专科生 １１

　其中：女 １２

成人本科生 １３ １７２８２ １３２１３５５１３９３１１３１１３２１１３３３１２８３１２６５１１８５１３２９１２４１１２２２ ９９８ ２０９４

　其中：女 １４ ８８１８ ６５ ６９９ ６９６ ６０９ ７００ ６９９ ６２９ ６５０ ５９４ ７０２ ６６９ ６６５ ４４３ ９９８

成人专科生 １５ ２６１３ １４ ２２９ ２０３ １９８ ２１４ ３３２ ３１８ １９８ １８６ １４７ １０２ ９２ ７８ ３０２

　其中：女 １６ １３４３ ８ １２１ １１９ １０６ １１２ １７１ １７４ １０１ ９１ ７４ ５８ ４６ ３６ １２６

网络本科生 １７

　其中：女 １８

网络专科生 １９

　其中：女 ２０

学生变动情况

单位：人

编
　
号

上学年初

报表在校

学生数

增加学生数 减少学生数

计 招生 复学 转入 其他 计 毕业 结业 休学 退学 开除 死亡 转出 其他

本学年初

报表在校

学生数

博士生 ０１ ６０２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０２ １０２ ６４９

硕士生 ０２ ４３４７１６０５１６０５ １３１５１３１５ ４６３７

研究生班学生 ０３

普通本科生 ０４ １９９０８５１５４５１０８ ４４ ２ ４８５３４６１４ １２７ ５６ ４１ ３ １ １１ ２０２０９

普通专科生 ０５

成人本科生 ０６ １５８１５５５２７５４６３ ２５ １１ ２８４０６０３９２６ ３５ ２４ ２９ ４ ２１ ２１ １７２８２

成人专科生 ０７ ４６８４ ２５９ ２４９ ９ １ ２３３０２２８７ ８ １２ ２ ９ １２ ２６１３

网络本科生 ０８

网络专科生 ０９

４３９



在校学生其他情况

单位：人

编号 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 民主党派 华　侨 港澳台 少数民族 残疾人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总计 ０１ ４４１１ ２６７５５ ３１ ２２ ７２２ ２１
博士生 ０２ ４７ ９５ １ ３ ２３
硕士生 ０３ １９６７ ２２８２ １９ ８７

普通本科生 ０５ １９４１ １９９６７ ４０６ ９
普通专科生 ０６
成人本科生 ０７ ３８４ ３２１１ ２４ １８７ ８
成人专科生 ０８ ７２ １２００ ６ １９ ４
网络本科生 ０９
网络专科生 １０

外国留学生情况

单位：人

编
　
号

毕（结）

业生数

授予

学位数

招生数

计
其中：

春季招生

在校学生数

计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及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　计 ０１ ５ １７ ７ １５５ １７ １３ ６６ ５９

　　其中：女 ０２ １ ４ １ ４７ ４ ２ ２２ １９

分层次：博　士 ０３

　　　 硕　士 ０４ １ ４ １ ３

　　　 本　科 ０５ ８ １ １４３ ９ １２ ６３ ５９

　　　 专　科 ０６

　　　 培　训 ０７ ５ ８ ６ ８ ８

分大洲：亚　洲 ０８ １ ７ ３ １４４ ６ １３ ６６ ５９

　　　 非　洲 ０９ １ ７ １ ７ ７

　　　 欧　洲 １０ ３ ３ ３ ４ ４

　　　 北美洲 １１

　　　 南美洲 １２

　　　 大洋洲 １３

分经费来源：国际组织资助 １４

　　　　　 中国政府资助 １５

　　　　　 本国政府资助 １６

　　　　　 学校间交换 １７ ３ ３ ３ ３ ３

　　　　　 自　　　费 １８ ２ １４ ４ １５２ １４ １３ ６６ ５９

（供稿人：沈　芳）

４４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