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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学生工作处（部）是在学校党委、

行政领导下，对外负责代表学校行使部门职

责、对内全面负责学生工作的总体规划与实

施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学生思想动态的

调查、分析和引导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落实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管

理；牵头开展大学生学风建设工作；组织学

生参加海外学习项目的联系、选拔，协助做

好学生出国（境）的管理工作，审批面向学

生的各类培训工作；负责毕业生就业指导

与派遣工作；实施开放式的创新创业精英

教育，开展全链条的创业实践孵化工作，统

筹校内外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与后勤处

联合负责代表学校与后勤管理集团物业管

理中心形成甲乙方关系，并对其做好监督、

检查和考核；负责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加强

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学生工作队

伍工作水平。２０１５年，学生工作处（部）在
校党委、校行政的领导下，紧紧围绕江苏大

学第三次党代会所确定的建设“高水平、有

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目标要求，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以人为本，个性发

展”的理念，以思想教育为统领，以成长引导

为重点，以内涵管理为主线，以队伍建设为

保障，创新方式方法，优化育人模式，不断提

高学生教育管理服务水平，圆满完成了各项

工作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 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学校第三次党代会

精神为主线，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创新思想引领载体，深化教育活动内涵，营

造良好育人氛围，切实提升思想教育工作水

平。１．创新思想引领载体。精心组织党的
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活动，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开展“依法

治国”主题教育活动；加强大学生党建“三

个一”工程实施，编印 ３期《大学生党建和
思想政治教育专报》；编印了《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学习纲要（２０１５版）》，组织全校各
班级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

通过网站、微博、微信、橱窗等多形式、立体

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２．提升教育活
动内涵。认真组织开展开学典礼、表彰大

会、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等活动，充分

发挥重大活动的教育功能；规范完成了研

究生、本科生各级各类奖学金、先进集体和

个人的评选，共发放国家奖学金、校内奖学

金２４９３．１１５万元；完成了国家奖学金风采
录文稿的征集和报送工作，开展先进典型事

迹宣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３．营造良好
育人氛围。出台《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质量提升工程”的实施意见》《江苏大学

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通过开展“优秀学

子先进事迹”“优秀毕业生背后的故事”宣

传活动，充分发挥学生中先进典型的引导作

用，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持续做好

学生思想动态的收集、研判和引导，共组织

了学生座谈会１０余次，协调１０余个部门解
决学生集中关注的困难与问题，妥善做好学

生中热点问题的教育引导工作。

【学工信息化管理】 以规范化、精细化管

理为目标，以学生管理系统建设为抓手，大

力推进学生信息系统建设，提升学生管理效

率和信息化水平。１．做好管理信息系统的
日常管理工作。全面改版学工处网站，做好

网站日常信息的维护和更新工作。继续做

好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版和学生版）的

日常维护工作，全年共完成系统调整更新

２次，学生信息更新近６０００条，处理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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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异动情况１２７８条。进一步完善毕业生
离校系统和新生报到系统，优化系统各项功

能，并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真正做

到“规范流程、简化手续、快捷便利、信息共

享”，为毕业生离校与新生报到切实提供方

便。配合做好档案管理系统、固定资产管理

系统、宿舍门禁系统的数据更新工作。

２．建成江大学工微信公众平台。江大学工
微信公众平台搭建之后，及时组建了江大学

工微信创作团队。１０月 １４日平台正式开
通以来，共发布学生工作图文消息４２期，关
注５０００余人。
【学生成长引导】 坚持“指导引导与规范

约束并重，联动建设与分层建设并重，教育

管理与服务创新并重”的思路，加强学生成

长引导。１．推进素质教育类课程建设。圆
满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完成了２０１５级本科
新生必修课“学业规划概论”６２个教学班的
授课任务，修读学生５５１８人；完成了４门
校公选课全年２３个教学班的授课任务，选
修学生人数２５１３人。强化课堂教学督查，
全年安排人员课堂督查４４９次，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开展系列教研活动，组织新

上讲台教师试讲、研究室主任会议、内部教

学交流活动３０余次。积极申报教研成果，
获批江苏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１项。２．加
强学业规划指导。印发了２０１５级本科生学
业规划书，认真开展学业规划书抽查评比活

动。进一步打造“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品

牌，全年累计举办“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

讲座１４８场，不断提升讲座层次、丰富讲座
内容。加强过程管理，规范学业导师工作，

修订了《江苏大学学业导师管理办法》，出

台了《江苏大学学业导师考核实施方案》，

印制了《江苏大学学业导师工作手册》。成

功召开江苏大学学业导师工作推进会，认真

总结我校学业导师制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

效，对今后学业导师工作做了部署。３．推

进学风建设。出台了《江苏大学大学生学风

建设实施方案》，着力加强学风建设顶层设

计，构建学风建设联动机制。举办第十六届

研究生学术论文大赛、２０１４级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第五届中外研究

生学术论坛等活动，营造优良学术交流环

境，加强创新人才培养。扎实推进科学道德

宣讲教育工作，全年共举办２２６次“导师讲
坛”和１３５次“研究生沙龙”等系列品牌活
动，切实提高了宣讲教育工作实效。联合教

务处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２０１５年“学风建
设月”活动，进一步巩固了校院两级齐抓共

管、教务学工紧密配合、师生共同参与学风

建设的机制。开展“诚实做人，诚信考试”

主题教育活动，营造诚信教育氛围。坚持落

实学风督察双周通报制度，全年累计投入

４０００多人次参与督察工作，检查早操３０００
余次，抽查课堂纪律３００余次、晚自修４０００
余次。开展优良班风建设工作，全年共遴选

出２４３个校先进班级。２０１５届毕业生考研
达线率为２１．７２％。４．加强校内培训管理。
严格审批要求，全年共有３２家培训机构在
学校从事５４个项目的培训，参加各类培训
的学生达４０００余名。积极拓展符合学生
需要的培训项目，新增培训项目１１个。规
范培训管理，定期召开培训机构负责人会

议、参加培训学生座谈会；加强校内巡查，

全年共进行校园巡查２００余次，开展培训教
学督查５０余次，完成调查问卷 ２００余份。
通过网站、展板等多途径加大了审批合格的

培训机构和培训项目的宣传，营造了良好的

校园学习氛围。办好各类自办培训班，主办

了托福、雅思、外教口语、心理咨询师、公务

员培训班各２期，与关工委合办了４期免费
书法培训班，３５８名学生参加各类自办培训
班。５．强化日常教育管理。在不同时段开
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活动，建立了渠道畅

通、反应灵敏的校园安全稳定动态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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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及时收集、分析、研判、处置安全稳定信

息，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在全校范围

内继续开展“课堂文明、举止文明、宿舍文

明、食堂文明、网络文明”教育活动。在新校

区绿化带（包含园丁林、学子林、梅园等）继

续设立“文明监督岗”，号召广大同学在绿

化带休憩时举止文明，让绿化带变成“文明

带”，并安排同学配合后勤相关人员定期对

相关区域进行清扫。

【学生社区建设】 以育人为核心，以建设

安全、文明、和谐社区为目标，多渠道加强社

区管理和服务，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

环境。１．加强社区安全管理。健全完善学
工———保卫———后勤社区安全联动机制，定

期召开社区工作协调会。开展形式多样的

社区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对社区安全隐患进

行排查，有针对性地加强社区安全教育管

理。本年度共开展安全检查近４００次，覆盖
全校所有宿舍近一万间，发布违纪通报 ４６
次；共组织相关部门和学院领导老师社区

值班１２２０人次，组织学生社区队伍安全巡
查３２５４人次，做到了全年全天社区安全巡
查全覆盖。２．加强宿舍文明教育。定期开
展社区文明督查，本年度共发布文明督查通

报３５次。充分发挥社区队伍的主导力量，
本年度共选派６８人次入住学生社区担任社
区指导员，加强培训和指导，对１８００多名
大一寝室长开展了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的

培训。本年度辅导员进宿舍次数达 ８２６３
人次，每月人均６次以上。多途径、多形式
拓展社区信息收集渠道，本年度共收到反馈

信息１０００余条，其中较为重要的信息 ２５
条。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指导各学院开展形

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营造温馨的社区氛

围，每学期开展一次“文明宿舍”“百佳宿

舍”评比活动，“文明宿舍率”达８０％，办理
社区文化活动申请４１３次。３．构建和谐社
区环境。科学合理利用宿舍资源，共完成

３１８５名本科生宿舍调整、９２１名医学类大
进大出宿舍安排和２００名研究生宿舍归并，
确保了２０１５级新生顺利入住学生公寓。不
断改善学生住宿环境，配合有关部门对北固

校区２６４间宿舍安装了空调，制订２０１６年
公寓维修改造计划，涉及维修改造项目共计

４３项。做好社区各项服务工作，召开学生
公寓管理座谈会４次，广泛征集学生关于社
区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实

际问题；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共办理本科生

走读１６４人、宿舍变动３５５人、研究生申请
住宿１５９人、研究生退宿２９４人，为１４８２人
办理了考研晚归证。

【学生资助管理】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贯彻资助与思想政治教育、励志、素质

拓展、就业“四结合”工作理念，做好做优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工作，成效显著。

１．做好帮扶助困基础工作。建好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总库和孤儿、残疾、少数民族等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分类库。８０４１名家庭经济
困难本、研学生均得到有效帮助。对目前在

库的家庭经济困难本科学生进行再认定，

１５８名同学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降为“家
庭经济一般困难”；２３名同学取消“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格。２．完善“奖、助、贷、补、
减”资助体系。全年共评审发放国家励志奖

学金和国家助学金 ５６３１人次 １８９７．９万
元，校阳光助学金１４２４人次１２０万元；新
增校级社会奖助学金及个人资助８项，社会
资助总额达４５７万余元，再创历史新高；创
新社会资助方式，共计２２３名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享受培训课程的免费或优惠，价值

２０．８８万元；１６７名学生成功申请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９７．１６万元，２７０２名学生成功
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１９５０．７３万元。
设置校内勤工助学固定岗位８７５个、暑期校
内勤工助学岗位４８３个，校外勤工助学岗位
１９７个；积极做好新生入校“绿色通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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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籍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评审

发放、“西部开发助学工程”资助学生学费

减免、入伍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特困生保暖内衣发放等工作，有效解决

了学生的后顾之忧。３．加强扶贫励志和感
恩教育。继续开展“给我一个家”“三星”评

选等扶贫励志教育活动；资助诚信教育主

题１０项活动涉及各类受助学生６３４６人次，
全年提前还清国家助学贷款的历届毕业生

达７２０人６５８．６４万元，保证了学校学生贷
款逾期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分２次
组织获２０１４年度校级社会奖助学金的４１８
名学生参与“我给资助单位（个人）写封信”

活动；召开贷款毕业生诚信宣讲会、获校级

社会奖助学金毕业生大会，培养学生诚信感

恩意识。２名学生事迹材料入选江苏省高
校助学成才典型事迹。４．提升资助类社团
管理。完善江苏大学勤工助学服务中心、江

苏大学伯藜学社、曙光公社等资助类学生社

团管理，多方提高学生能力；“伯藜学社”获

评校“五星级”社团，２名“陶学子”获江苏
大学创新创业标兵称号（全校共１０名），２
名“陶学子”获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

藜之星”称号（全省共 ２１名）；２个“陶学
子”创业项目分获伯藜创业计划大赛二等

奖、优胜奖（全省共１０项）；通过举办各类
活动锻炼学生能力，帮助学生成长，全年举

办慈善类、创业类、综合类活动３０余场；动
员各方力量关心资助类学生社团工作，积极

发动学院参与伯藜学社管理。学生自助、互

助、助人意识进一步提高。

【就业创业工作】 深化“以服务为宗旨、以

基地为依托、以市场为重点、以创业为抓手、

以质量为目标”的工作思路，精准发力，综合

施策，大力实施“就业质量提升工程”和“创

业示范引领工程”，毕业生就业率保持高位

稳定，本科生年终就业率 ９６．８９％、研究生
年终就业率９７．６３％，大学生创就业层次持

续提升。１．构建立体化的校园市场。重点
实施“一条主线贯通、七类市场融合”的校

园招聘体系，力促毕业生“足不出校”实现

优质就业。举办大型综合性供需洽谈会

３场、地区专场招聘会１８场、校友企业招聘
会３场、“周三人才市场”５场、行业招聘会
３场、毕业生离校前专场招聘会 １场、大中
型企业校园宣讲 ６５３场、兼职实习招聘会
１场，共计３１２６家用人单位来校招聘，提供
有效岗位需求６００００余个。全年组织毕业
生参加无锡人才中心、常州人才中心、宁波

人才中心、泰州医药城等人才交流会１２次。
赴南京、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保定等地参

加校企合作洽谈８次。２．建设全覆盖的信
息网络。建立和优化“１＋４”模式，精准推
送信息，着力“智慧就业”。“１”即以功能完
善、覆盖全面、数据联通的新版“江苏大学就

业信息网”为中心，有效实现定制式信息服

务和就业大数据资源共享，每天发布适合学

校毕业生的最新招聘信息２０条以上。“４”
是指借助就业微信、就业微博、就业ＡＰＰ、就
业短信等４个新媒体平台，多渠道发布就业
资讯，搭建好毕业生求职招聘的桥梁。就业

短信平台年发布信息１５万条以上。改版更
新“江苏大学创业教育网”，“线上 ＋线下”
共推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工作。３．实施全
程化的就业指导。编制《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发

布。加强就业指导研究室建设，召开教学研

讨会，集中备课、统一指导口径，修订完善课

程课件及教案。针对毕业生不同需求，开展

了全覆盖、集中式、模块化的就业指导专题

讲座１３０余场。组织了“江苏大学第六届大
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举办“赢在大学———

如何进银行”和“２０１５高校就业指导公益巡
讲———走进江苏大学”等活动。引导和鼓励

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顺利完成毕业生到村

（社区）任职工程、“三支一扶”计划、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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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等工作。强化辅导、优

质服务，助推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毕业

生选调工作成效显著，２０１５年录用 ８名同
学，人数保持在全省前列。４．提供全方位
的就业服务。优化“七项制度”，实施“五心

服务”。规范了就业流程，修订并完善了

《江苏大学毕业生档案管理办法》《江苏大

学促进学生就业工作办法》，日常咨询派遣

和档案转递及时、规范、高效，就业工作实现

了安全稳定。动态监测就业数据，按时将数

据报送全国就业数据监测系统。印发了

《２０１６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方案》《关于
开展２０１６届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月”活动
的通知》，编印了《就业指南》《毕业生生源

信息册》。牵头开展“沿江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区域联盟”各项工作，编印了１０期电子
工作简报。与江阴市、泰州高港区、无锡滨

湖区、泰兴市、昆山经济开发区签订了毕业

生就业创业合作协议。５．开展层次化的就
业帮扶。按照“全面梳理———分类帮扶———

个性服务”的工作路径，层次化扶持困难毕

业生１００％实现就业。全面排查、动态更新
就业困难学生信息库，分析困难原因，制定

帮扶方案。建设“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息

库”，会同有关人社部门，跟踪指导、有效帮

扶，做到“离校不离线、服务不间断”。继续

实施了“２０１５年困难家庭大学生就业能力
提升计划”“零距离就业行动计划”和“大学

生就业援助工程”，助力大学生充分就业。

完成了２０１５届、２０１６届共计３０１名毕业生
的求职补贴补发工作。６．推进系统化的创
业教育。着力推进资源整合和顶层设计，起

草了《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建设方案》。

加大镇江、南通就业创业工作站建设力度，

会同市人社部门开展镇江青年创就业“英才

计划”公益培训、毕业生留镇创就业引导工

作。组织了６０００名学生参与江苏省就业
创业知识竞赛活动。制度化开设了 ＳＹＢ免

费创业培训班，累计培训２１期，集中培训了
８００余名大学生。举办２期“赢在江大”大
学生创业精英挑战赛，共征集１２０余支创业
团队参与活动，参赛学生５００余人。７．组
织多元化的实践孵化。修订并发布《江苏大

学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和《江苏

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日常管理细则》。

对校内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进行了环境集

中治理和工作室统一装修。对中冶蓝湾公

司提供的创业园１期进行周密论证和布局
构思。遴选第１０批、１１批共计１４支大学生
创业团队入驻校内创业孵化基地。在孵创

业团队共吸纳种子基金和天使资金超过

２００万元，其中３支团队成功获得风投机构
支持并入驻政府创业孵化器，１支团队的项
目估值达８００万元。组织参与各级创新创
业赛事 １０余场，推荐参赛项目近百项。
２个项目入选２０１５年国家级大学生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３个项目荣获“江苏省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１个项目荣获
“智汇容城　创业福地”青年大学生创业大
赛总冠军。获评“创富镇江”创业大赛优秀

组织奖。校内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被授予

“镇江市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心理健康教育】 积极探索学院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全方位营

造“四季引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文化

宣传氛围，着力构建“校—院—班—室”四

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１．加强
队伍专业培训。组织召开了镇江市高校心

理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协力抓好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邀请多位专家来校召开

学术沙龙，成功举办第十七期心理辅导培训

班、第二届新生辅导员培训班，对校级专兼

职心理咨询师进行了３次专业督导，对３０
余名新生辅导员开展了心理学技能培训，对

新招募的第五期朋辈心理咨询员进行了岗

前培训，对２３８名２０１５级全日制硕士和本



%&'()*

（２０１６）

３０６　　

科生心理委员进行了校级心理学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培训；全年选派专兼职人员１４人
次参加国家和省市级心理学技能培训、专业

督导及学术会议。评选出２名校级优秀心
理委员标兵，在全校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

样示范作用。２．构筑四级网络体系。根据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在学校３个学
院共建成４个心理辅导站，逐步构建校院二
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服务体系。全

面启动了大学生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

络建设，对２０１５级本科生寝室长（心理信息
员）进行试点培训，编写了《江苏大学心理

信息员工作手册》，将心理危机预防的触角

伸到学生宿舍。对２０１５级１８３８名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５３６９名全日制本科生新生、
２５４名留学生进行了心理普查，全日制硕士
生、本科生的测试率连续５年达到１００％，经
筛查，共对４７２名重中之重的学生进行了一
对一的标准化心理干预。全天候开放心理

咨询室，全年校级心理咨询室接待主动预约

心理咨询共３０２人次。积极构筑全方位大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全年成功干预大学

生心理危机事件 ４０余起。３．开展心育品
牌活动。完善校院两级学生心理组织，２１
个学院改组成立心理学分会，校院心理社团

每学期以团体辅导或素质拓展的形式开展

培训，校心理学会被评为五星社团，积极发

挥引领作用；举办了第四届“３·２０咱爱
您”心理健康教育周、第十四届“５·２５我爱
我”心理健康教育月、第二届“９·２０就爱
您”新生心理教育周和第五届“１２·５要爱
我”身心健康教育月等系列教育活动，打造

贯穿全年四季引领的文化品牌。通过专家

心理讲座、心灵游戏广场、公开心理咨询、健

康教育手册、心理健康橱窗等多种形式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全年共举办各类心理健康

教育讲座和团体心理辅导６０余次，万余名
大学生接受了心理健康教育。４．拓展心理

服务工作。加强心理健康教研组成员的联

系，积极召开统课会，对新上台教师开展试

讲活动。利用心理中心专业优势，积极配合

校团委做好苏北西部计划人选、学工处新聘

辅导员、附属医院招聘人员等的心理测试工

作，对１６４７名参加学校硕士研究生复试的
考生进行了３２批次的心理测试，为各学院
的录取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积极开展

学业警告学生帮扶教育课题研究，不断深化

学业警告学生帮扶教育工作，举办了第七

期、第八期《学业警告学生励志素质拓展训

练营》，开展了团体辅导、小组分享及个别帮

扶相结合的系列帮扶教育活动，统计前七期

学员的帮扶效果，总转化率达７４％，收到了
良好的帮扶教育效果。

【学生国际化工作】 围绕学校国际化工作

目标，加强学生国际化制度建设，积极贯彻

落实学校学生国际化各项激励政策，强化学

生海外学习氛围营造，推进学生海外学习项

目拓展和宣传，学生国际化工作成效明显。

１．加强制度建设。在总结近年来学校学生
国际化工作经验、借鉴兄弟高校好的做法基

础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学生海外学

习的实施方案》，加强学生海外学习的顶层

设计；修订完善了《江苏大学留学交流经费

资助管理办法》，并积极落实有关激励政策，

为学生海外学习和出国类外语考试进行资

助报销。２０１５年前３季度，为３７６名海外学
习或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的学生资助１２４
万余元，京江学院自筹经费资助５２人，资助
金额近 １９万元。２．强化氛围营造。编印
囊括７２个海外学习项目的《江苏大学学生
海外学习项目手册》（２０１５版），比２０１４版
增加１４个项目，并在学生中免费发放；在
江苏大学校报开设“大学生海外学习交流”

专栏；梳理学校学生海外学习意向，组织召

开海外学习项目说明会、宣讲会、行前辅导

会等４０余场，组织参加项目学生座谈会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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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联合莘远留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中

心、镇江朗阁等单位举行海外留学、出国类

外语考试讲座８场；联合新东方学校举行
面向校本部２０１５级本科新生的“相信未来”
大型公益讲座３场；动态更新维护“江大学
生海外学习交流”ＱＱ群、飞信群、微信公众
号，为有志于海外学习的学生搭建良好的交

流平台。３．做好项目拓展和推进。２０１５年
共开拓１８个海外交流学习项目，通过新开
拓的项目，２４名学生已赴海外学习，２９名学
生将在 ２０１６年寒假赴海外学习；做好 ３２
个学工处牵头的海外学习交流项目的宣

传、报名、选拔、行前培训、回程座谈、资助

报销、学分置换等相关工作；并协助国际

处、留服中心做好有关项目的宣传工作。

４．海外学习成效明显。２０１５年，学校６５９
名学生赴海外学习；５名留学生在联合国
“Ｍａｎ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ｎｅＷｏｒｌｄ”写作大赛中
获奖并受邀免费赴联合国参加系列活动；

赴海外留学的毕业生数量与质量均取得突

破，２０１５年 １５７名学生赴海外留学，其中
８６名学生赴宾夕法尼亚大学、伦敦大学学
院、墨尔本大学等全球排名前 ３００的名校
留学。

【工作队伍建设】 坚持辅导员职业化、专

业化发展方向，大力加强省辅导员工作研究

会和辅导员基地建设，强化队伍管理，创新

培训方式，改进工作考核，不断提高学生工

作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和工作水平，为提升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供保障。１．推
进辅导员研究会和辅导员基地建设。辅导

员研究会和基地工作稳步推进，承办了第四

届江苏省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复赛、２０１５
年江苏高校辅导员培训与研修基地工作研

讨会，组织开展了２０１５年全国辅导员示范
培训项目申报、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申报，

以及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专项课

题申报评审、辅导员工作案例征集评审、全

国高校辅导员优秀论文评选推荐等工作。

学校辅导员基地申报的２个示范培训项目
“大学生创业教育指导与服务专题研修班”

“高校院（系）党委（总支）副书记学生事务

管理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全部获批省高校

辅导员示范培训项目，参训学员近４００人。
举办了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高校新任辅导员岗前
培训班，参训学员９０余人。２．健全优化辅
导员队伍结构。认真做好２０１５年新聘任２０
名辅导员分配、实习和上岗培训工作，组织

开展２０１６年专职辅导员招聘工作。完成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兼职辅导员聘任，共有 ６４
名兼职辅导员上岗。进一步优化辅导员考

核程序，强化过程管理，完善考核系统，组织

开展２０１５年辅导员考核工作。坚持和完善
岗位职级聘任制和职务晋升机制，进一步稳

定工作队伍，共有８名专职辅导员被选拔到
各部门和学院管理岗位，实现了工作队伍的

有序流动。３．加强辅导员培养培训。扎实
推进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提前组织

遴选辅导员年度人物候选人并进行全方位

培育，精心制订并实施了２０１５年辅导员校
内培训计划，邀请多位校内外专家开展专题

讲座。举办了第二届江苏大学辅导员职业

能力竞赛、第３２期江苏大学辅导员沙龙。
组织开展了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三期高校

辅导员网络培训班。完成 ２０１５年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评审工作，２６项课
题获立项资助。安排 ３２名辅导员参加全
国、省级辅导员培训，选派１９名辅导员和
学工处老师赴莘远留学进行留学业务学

习；组织２６名辅导员参加国家职业指导
师培训；３名辅导员通过国家心理咨询师
考核。

（撰稿人：沈春雨　李　冬
核稿人：杨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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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级免试硕士研究生
推荐资格学生名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余　乐 何　晗 王　筱 刘腾飞

林　武 陈冉冉 金　开 顾守曦

荣佑珍 李　杨 张　旭
财经学院

代 梦 端晨阳 张 畅 刘 颖

何静叶 徐雪利 陕婷宇 金 敏

师家慧 吴俊婕 徐诗颖 刘亚歆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陈星星 孙金林 惠海芳 黄晓剑

刘 爱 房胜男 陈 晓 林志鹏

周 艳 马安琪 黄 余 黄 硕

丁 岭 沈 霞 张宇航 徐鹏坤

郝正杰

管理学院

刘 菁 王婷婷 邢惠淳 张　迪
谢学慧 储佳娜 王若楠 宗凌羽

陆淑娴 单艾菲 陈李燕 周 颖

张 璐 徐 涛

化学化工学院

顾玉明 高 瑚 董益利 刘 杰

孙伊琳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顾梦斌 张 菲

机械工程学院

印学浩 王金山 郭 庆 嵇绍波

王 雯 刘 强 庞 婧 李志岗

侍宝玉 史鹏飞 朱宸煜 李晓国

解 超 陆干森 郭 青 王 浩

向 前 袁 广 曹一涵 蔡成彬

李鑫鼎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周 倩 艾 鑫 李佳玲 汤媛媛

宗炜雯 张忠敏 王 利 李婷婷

杨桢栋

教师教育学院

李陆云

理学院

魏亚楠 夏建平 钱晓雯 刘清雅

韩学红 陈 强 徐隽倬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史叶婷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孙瑞泽 陈建云 王仁杰 陈 想

樊炜炜 闵海丽 陈 桢 张佩佩

张纳如 李 杰 张开诚 蔡北京

甘星城 陆 越 张俊杰 霍延凯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杨亚男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裔 静 徐 露 陈 磊 殷文倩

赵 磊 戴 煜 吴 超 章晓星

叶 浩 蒋振宏 何刘鹏 崔应欣

江昕炜 顾 天 方妍月 张 田

许 畅 徐如玉 周伟建 孙洁洁

仵晓涵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曹 颖 陈 芳 孙鑫娟 谭仁可

徐 琴 罗 慧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蒋 威 张睛睛 刘雅玲 王 悦

邹 卓

外国语学院

张蒙蒙 王丹丹 杜 月 芮诗婷

文法学院

吴思雨 周 瑾 韩同莲 朱清馨

赵颖璐 李亚南 薛家琪

无锡机电学院

陆素雯 方佳英

药学院

高茹梦 唐晓冲 陈嘉欣 卢 艺

医学院

陈梅红 王康馨 何 婷 张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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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宏伟 石映红 丁 雨 宗慧敏

孟玲宁 戴 静 张存玲 邵毅杰

朱双虹 毛夏琼 夏 歆 魏晨敏

侯卓然 王梦茹 李 杨 解 颖

张玲玉 朱小芳

艺术学院

杜雅军 陶 瑛 张春霞 陈沁怡

金 洁 初 桐

“直属师范大学接收外校推免生名额补偿方案”硕士研究生推荐名单

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姓名 专业 推荐学校

１ 理学院 赵　丽 物理学（师范） 北京师范大学

２ 理学院 顾智浩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华东师范大学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学院、专业均按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苗雨生 马　倩 罗芳芳 赵茜萌

陆玲梅 刘　青 朱　超 李开念

张　凯 王亚慧 郭　浩 郑云飞

李雪峰 马　亮 杨松楠 潘永健

董刘洋 黄积伟 韩沐辰 刘　阳
赵启凡 林　东 杨　洋 王　政
陶　宇 苗一秋 郝名叶

哈冷别克·多合德尔别克 王　敏
何袁圆 陈荣敏 程　晨 顾雨吉

丁　淦 易成坷 陈静园 梁　强
邢　通 张令瑜 赵　博 陈星宇

田春爽 杨　宁 李　恒 陈　方
孙晓晖 石鹏飞 韩洋洋 罗　梦
居　亦 克比江·阿不都克热木

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

刘　强 赵　乐 虢兴洋 陈　益
谢倍 夏　璐 李威威 陈玉辉

吉　航 薛祝亮 谢　健 陈青华

於晓楠 刘　畅 曹　聪 邹汉文

易　萌 陈欣悦 李正
#

周　鹤
任　浩 印厚尚 王自力 汪　闵
周　祥 陈　飞 吴婕婷 宋　琪

卢焰明 张宇荧 张瑞君 高雪华

刘　欢 武延泽 张星临 郭云云

严昭阳 牛基烨 吴良桢 蔡　璨
王　杰 张　全 何　祥 齐岩博

杨永刚 赵　明 袁　丁 何　伟
黄　陈 高楠洋 许　硕 曹成成

姚宇杰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孟亚平 孙　伟 郑梦卿 王晓迪

陈　玲 李双联 王玉娟 何晓庆

邵　剑 李海莹 冒俊霞 梁　凯
郜小宁 李国绍 李宏彪 欧学涛

李　强 周邦伟 崔伟德 张子成

尹德浩 尹正亮 黄　健 胡超伟

翁明强 邱守飞 田　原 刘芳菲

李银凤 王　莹 李　丹 支张盈

王　艳 刘思玮 张新慧 赵凯丽

王秋萍 张荣健 肖颖冠 汪　洋
郭仕鑫 朱光华 黄成盛 郑楷山

张顺华 罗廷福 蔡昊佶 张志杰

周　康 缪凌平 莫敏杰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覃文远 郝惠洁 扈婷婷 马玲鸿

纪胜男 蒋　晗 肖　磊 郭磊磊

张琦军 张谭谭 邢　琪 高宝瑞

齐　强 刘佳年 沈振天 张永雷

张晨琪 彭　东 陈朋朋 孟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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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磊 郭召贺 张学炎 顾志彬

徐　辉 梁　媛 马　咪 王　思
魏　娴 王非非 霍新波 薛天达

刘 李明良 张　琪 陈天亮

吕宏宇 王占勇 赵志坚 董　亮
成　旭 陈　光 朱晓天 胡　阳
夏　寒 郭家栋 全　成 王思顺

万晓磊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刘美丽 金永珍 赵晓丽 沈晓萍

张　莹 郭淑婧 孙凯燕 曹晨阳

陈小亮 毛　勇 房　飞 王中武

孙　旗 苏　阳 马　旭 莫　观
张志斌 杜志鹏 王宏迪 宋　成
潘红飞 刘　威 罗　周 许佳佳

吴　荣 潘东小 陈　艳 平昱航

颜远瞻 李立康 马江涛 吴炎森

俞增强 于　淼 黄　伦 敬林果

李国锋 聂　伟 车高发 瞿嘉程

曹　鹏 严　亮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光电材料与器

件）专业

赵　阳 张海君 周　杰 游佳丽

刘翠萍 高小妹 侯萌楠 刘佳伟

桑帅帅 高崇光 朱声建 刘　路
陈　聪 王鹏森 赵　恒 覃醒强

杨　涛 马志聪 高科技 干闻杰

黄　松 冷　漾 卜伟杰 朱　卓
朱　坤 史勇飞 钱彬彬 袁　园
张莉莉 朱紫瑶 李金榜 刘宗涛

陈　依 郑小阳 翁德志 李云星

张　钢 杜宇辰 喻振周 朱世斌

王继扬 李英玉 胡有宏 周　邁
黎学品 李学良 章倍祥 陈　露
窦　旭 黄　军 李中尉 刘　栋
冶金工程专业

岑举伟 卢高杰 贾伟杰 张继鹏

齐　宁 冀晓栋 樊崛昕 殷文奇

韩振江 武德利 徐　磊 刘冲冲

金　波 袁世红 金　鉴 郑红亮

樊　沛 吴克甫 费孝顺 陈　宇
盛　成 乔永强 郭立鹏 路　珂
张晓林 张裕嘉 郑延文 黄　宇
苏晓伟 周　轶 肖　洋 魏　旭
彭发根 付雪彬 谷建军 张建生

穆胜勇 吉思远 张　辰 陶　恺
陈　杨

财经学院

保险专业

许　妍 顾　娟 张圣兰 陈　奕
徐怡甜 谢　羽 范怡然 郑　妮
朱　颖 周思桥 俞　芳 顾　婷
江禹杰 徐晨荣 吴跃琴 喻学问

姜　雷 仲　鹏 徐敬杰 张亦景

徐　婷 王　琴 杨丽婷 沈　沁
姜东易 蔡　楠 蒋轶丽 董锁梅

陈　玲 蒋梦珂 刘宇卿 祁　锐
范梦瑶 王　琰 丁　一 刘　新
刘　伟 李　皓
财务管理专业

陈国华 黎霏霏 丁梅佳 付含笑

李早红 许　炜 管智佳 谢　娟
丁亚隽 王　静 袁静静 潘　瑶
叶　惠 叶慕迪 蒋　萌 唐　琴
陈烨文 霍　敏 刘思思 孙　欣
张欣然 张　慧 高嘉静 舒　月
周菲菲 眭桐桐 陆一丹 杨　旭
姚　亮 刘洋军 陆荣兵 马哲飞

刘逸超 陈明舟 李　原 李慧敏

王　昕 黎小妹 王晓泽 龙孝秀

韩　笑 郭丹丹 徐樱菱 孙叶娇

杨佳丽 韩丽霞 李　霞 夏建娇

曹珂薇 徐　洲 刘　璐 陈　晨
漆文颖 王云云 明星辰 阮伶俐

嵇　颖 王　秋 张梁 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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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冰清 符泽众 吴　邛 吴　兵
赵陈哲 余在明 孙　诚 高胡杨

金鸿乔

财政学专业

林楠芳 杨　博 邵天妍 郭雅淑

谭青青 曹贝贝 李玲美 王瑞琦

王兆琨 沈倩谨 徐玲玲 李艳冰

戴雅芳 陈　菁 瞿小丽 薛　蕾
严蓓蓓 单长玲 宋　艳 纪家婧

赵　奇 何亚凡 马高强 王　伟
王续超 刘天亮 聂登俊 白思佳

奚凌飞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钱芬丽 王蓓蕊 赵　玉 朴昭燕

王晨晖 邹　君 鲍小娟 郭　菲
王海燕 陈玉婷 顾向杰 隆　桦
倪利华 孙　晨 徐　艳 李璐岑

盛世宁 朱沂蒙 曾婷婷 余　潞
张玉珏 何元龙 王智广 张　祺
吴　迪 时友松 卢云烽 黄海洋

顾　炜 范一鸣 田　雪 贾　佳
白晓琴 耿学文 杨　艳 许文雅

林　婕 郭琳琳 花思宇 朱　红
高慧柳 邓　洁 周　瑶 施　羽
许佳蓓 顾　蕾 黄静婷 沈梦倩

倪诗怡 周　婷 王雪茜 傅顺通

陈　伟 赵承志 马晓东 胡晓烽

陈　亮 涂明星 陆　鑫 李佳成

成功雨 朱子豪

会计学专业

夏　凡 李　悦 张东芳 袁　薇
袁梦丹 黄　珏 徐　悦 曹晓梅

刘雅丽 潘丽丹 胡珉安 薛　
!

张　蓓 王　慧 田　晨 王梦焱

王　臖 夏欣妍 宋　瞡 孙宁尉

戚　蔚 王荩涵 汤怡科 钱荧芝

胡中怡 洪　威 毛雨涵 贾　磊
付善卓 曹哲林 王中宇 周子豪

谢　康 赵天晓 蒋丹红 韩　瑶
吴海娇 钱腊梅 王李佳 潘文迪

易　梦 黄泽华 奚亚男 高　菡
王艺炜 周　聪 姜欣妤 孙　唯
陆黎玮 陈佳煜 丁轶佳 徐叶莹

李　洋 汪　威 褚　楚 万佳颖

朱思蕾 朱登昌 曹新宇 张灶铃

万天一 朱思源 韩　月 方　甜
吴苏纬 魏振中 霍丹萍 赵　莹
李玲玉 王　晶 张　晶 崔倩倩

袁思凡 刘嘉楠 徐　倩 刘　硕
张樱芝 殷　悦 邹　钰 黄　琴
方　晨 朱　臖 邱　爽 刘　旋
刘晓雨 周雅楠 冯碧霞 李　莹
昂　东 张文浩 沃宁涛 仲昭屹

苗　雨 陈慧天 王亚茹 王涵雨

洪　青 吴婷婷 吴晔蕾 丁海燕

陆佳敏 杨佳欢 龙　颖 朱方圆

徐　婧 李金京 章含 张　姣
周　静 吴秋桐 许梦姣 施莹璐

施书芬 缪菁瑗 胡美惠 唐　璐
朱亚兰 顾　泉 黄舒琳 俞怀志

尹杭宇 潘文昊 徐　坚 邰达人

朱道朴 张　琳 蒋诗雨 何丹阳

高颖奇 鞠筱琬 许　婷 马沁芸

姜　雯 苏　慧 李倩雯 施荣群

邱悦皎 臧　莉 曹　婧 虞　易
陈　琦 王欣蕊 张晓曼 朱　立
徐萧怡 沈倩茹 韦佳澄 曹滢洁

杨　晶 孙　靓 钱桂升 涂　径
金立涵 谭咏皓 李　璨 张　娟
吴　玲 刘　婕 陆思齐 季淋雨

郑　欣 杨　玲 邱亚云 赵　丹
王子君 尹梦璇 夏燕燕 江　莉
张梦颖 王畋月 杨　爽 徐　央
刘　潇 冷佳宸 殷雨晴 陆　晔
施梦婷 张菁菁 杨欣欣 卞　璐
张舒嘉 卢鑫露 唐　壬 徐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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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威 张　 何湘君 毕俊波

张对其 胡皓轩 冯　程 张婷婷

金融学专业

董兴洁 张志萍 刘尧泓 解　菲
仲周莲 杨　琴 秦梦月 冯钰琳

朱青青 杨　杨 吕秀梅 王　倩
闻其奕 潘　爽 陆彦君 俞梦蝶

高　钰 王　曦 吴　含 芮　超
汤刘建 周永康 黄歆灏 江晓东

吴　千 邹云飞 陈星起 方　赛
刘佳雨 叶玉筱 丁小萍 杨静明

庄庆芳 严　佳 赵倩雯 何　敏
崔　萧 陈倩雯 谭　璇 何　洁
吴楠楠 莫丽杰 吴　烨 王　露
范梦雪 吴小飞 周　杰 陈杨阳

崔胡昊 吴炳辉 张　扬 夏　斌
吴丞祺 朱允朝 孟　珂 俞　溪
荣　硕 严　萍 顾笑薇 陈丽娟

芮雯娜 赵宇红 陈　杰 高丽俐

陈燕芳 王　曼 葛年瑜 卢嘉

任之乐 徐迎迎 张贝贝 陶露璇

蒋　璐 成　诚 张正东 沈　忱
赵子奇 黄　迪 倪方平 毛铭科

陈　炜 束任亮 薛美红 王颖倩

陈　洁 孙　燕 费元元 沈　凤
魏　晓 周高萍 赵芷雪 孙　晗
胡旖斐 吕　琦 邵　越 王　婕
张　琦 徐倩云 郝爱强 陈佳伟

徐　阳 王志豪 丁嘉
!

张逸凡

张　勇 陈荣申 陈嘉良 梅晓祥

陈　露 徐　萌
能源经济专业

项莉峰 李　妍 韩秋霖 余雪旎

马　鑫 陈盈倩 张灵玲 顾婷婷

王慧敏 姚晴燕 陈艳雯 于静静

施　倩 徐天宇 尹晨阳 金　艺
王　强 倪天烽 潘成龙 薛宇霆

陆志远 张　祥 程逸伦

统计学专业

乔红丽 瓮　金 邢　坷 于　淼
郭　京 妥艳荣 李　卉 曹静艳

蔡　滢 戴靓靓 顾　欣 许中丽

杨舒馨 吴　娇 赵诗枫 张涵予

胡莹莹 徐苏杭 毛安琪 张冬月

李慧云 曹媛媛 沈　妮 王布超

刘永涛 尹　航 顾　阅 罗　同
葛坤进 单淮杰 顾宇杰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肖善尹 钱园园 冯　倩 崔　颖
范辰灿 陈　晓 葛志霞 刘元莹

曹懿凡 石俊臖 钱　一 郑敬豪

赵奕飞 曾乐祥 陈　望 雷　鑫
李　阳 陈治屹 顾　浩 刘嘉佳

李晓杰 贝成力 张　超 唐晓伟

沈清清 潘　锋 徐英杰 陈仲华

崔业成 宋　木 张乾伟 张　瑞
张新星 张　维 曹园园 邹志娜

李　静 陈宇童 阎　杰 程　宜
房　明 王　奔 胡诗宇 韩　冲
莫谨伦 何富强 潘金林 焦智豪

曾　晨 万志成 仲松亚 孔　磊
崔清华 赵子鸿 谢　凯 杨　档
陶嘉敏 李仕豪 吕　健 刘　兵
滕云汉 黄　旭 雍纯皓 黄维康

曹熙鹏 向嘉宇 谢　靖 方梦黎

杜鑫鑫 顾蕾磊 彭　建 沈　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专业

粟　鑫 周　璇 薛菁菁 李　洋
沈海峰 吴伟强 王诗源 薛　栋
赵祝恒 唐骁勇 黄亚飞 顾　磊
邵　叶 范　洵 卜书文 李　寰
唐　杰 徐　源 刘少年 隋欣培

衷燕萍 张秋萍 王倩倩 殷文倩

陈　静 杨思文 蒋　山 杜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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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帆 方万两 王　刚 顾飞超

刘佩虎 朱　麟 陈　尧 顾　
!

袁俊杰 陈伟伟 赵　伟 丁灵卫

田继宗 周　玲 张　颖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李辰阳 霍彩虹 高　瞻 赵小飞

王钟情 黄丽萍 丛孙丽 顾珍珍

孙娅婷 黄贞霖 李宗帅 刘尊智

管海侠 高碧阳 周振博 杨成刚

江志成 邢兴荣 孟宪宇 时国定

范　浩 刘训茂 钱　都 李晨杰

徐　翔 周敏睿 潘英娟 陆敏婷

陈方方 孙雯璐 于　惠 苏敏逸

薛瑞雯 缪福斌 田亚坤 王平军

付　勇 沙先龙 熊文健 曾远发

宋　利 张凯怡 庞步健 姚春峰

冯　玮 李　振 张　杰 肖　青
杨宝华 朱澄卓 王　标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朱燕飞 杨　月 陈燕婷 刘　培
纪晓璇 仇蓓蓓 纪博文 谢志勇

杨朋磊 荣伟望 贺　通 袁飞龙

梁崇文 陈明阳 赵宇翔 潘昌云

蒋云鹏 卢伟全 高灵波 陈　威
朱　宇 张　宁 王　威 单　毅
王弘杰 徐杰林 黄庆伟 翟　伟
黄佳佳 苏思玫 张　男 赵美玲

陈明明 胡志文 程　聪 刘晓东

戴善瑞 刘永健 李　言 王志勇

张　强 冯胜智 黄绍贵 安兴科

浦周敏 许波益 晁卓冉 王　晨
范　磊 王笃磊 吴培基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黄丕英 刘夏妮 顾海琴 黄佳蕾

冷芊芊 张文莉 罗怡雯 高　闯
郁满意 王建文 李永强 代守诚

盛宾鑫 刘清超 马舒童 江金城

罗佳平 陈柏霖 张再原 刘春华

夏玉兵 裘慧亮 王　立 候　震
张佳逸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尹振菊 余　稳 杨国玉 刘　珏
陈秋明 冯　秋 张　岩 曾清芳

洪薇沁 贾云云 盛耀楠 曹凯莉

陆玲玲 查燕姣 陈　凤 杨　敏
朱晓梦 李　帅 李　鲍 求幸之

张　涛 郑盼盼 吴振海 陈生辉

陈宇川

自动化专业

靳　燃 叶文斌 胡晓慧 谢　敏
蒋晓晗 郭春梅 杨　兰 薛闪闪

曹毅超 吴超越 付宏程 黄林奎

矫　帅 陈剑斌 占钟生 罗　云
徐　磊 豆赛君 华　秦 朱旭辉

陈　明 杨炬航 顾陈瑜 范方卿

周辉辉 陈炜东 陈旭芳 段　倩
赵美琪 吉鸿伟

努尔加玛丽·麦提图尔荪 徐子炎

李国政 熊　俊 胡　钊 林培星

李　博 王　超 李　泽 付吉成

刘跃进 储　旭 朱泽洪 朱晟桢

王星星 吴彬玉 张　政 王　皓
卜晓薇 王文慧 杨烨玲 刘　纯
孙红艳 阿依努尔·买买提

刘金震 王　天 冯　雷 韩　健
张　尧 赵　超 黄　竣 刘　陆
邱学富 杨晓旭 葛腾飞 刘跃跃

蔡明宇 王　健 杨茂军 徐维维

周　剑 倪媛媛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

黄小莲 曹书芳 申美娟 赵旭峰

丁　芹 徐赏燕 陈奕竹 茅杨红

陆俊月 王旭莹 周思静 季彩云

沈玲玲 刘　敏 曹雅雯 庄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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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童 戈嘉颖 杨　帆 李　辉
李　勇 毕凤昊 王一奇 周华超

秦绪善 陈嘉卿 颜磊阳

工商管理专业

魏　正 张　宽 叶慧芬 王　雨
裴溪缘 方　婧 杜沫函 邱　颖
冯　梅 裴文秀 陆　婷 罗寿凤

朱　蓓 丁冬梅 蒋　琴 闫　娜
邱银潇 王　洁 潘伟娟 许　丹
朱丹徽 王　宇 陈子啸 张恒阳

王丁磊 陈　群 汪克浪 吴佳俊

曹水含 杨晓晓 王　娟 周荣慧

高思思 张　蔷 湛艳丹 靳艳敏

李丹丹 钱思怡 陈　惠 芦　杨
殷俊楠 赵梦佳 陈静婷 孟　娴
黄佳慧 孔蕴雯 田阳光 陶圣照

韩　涛 陈　铭 李军强 万　杰
陈　楠 李　括
工业工程专业

陈华华 崔红蕾 关结好 陈　瑶
王　哲 李文源 孙　柳 徐吴霞

王　倩 苏德豪 吴景晟 吴启飞

祝　剑 吴　奇 兰志斌 倪宝功

许剑弋 吴建霆 郭小武 田　硕
郑　睿 陈彦军 戴俊春 郝辰宇

季文奎 周凯健 陈汉宇 蒋燕微

杨　平 姚相宜 黄　颖 张　秀
邢舒瑶 秦雅丽 蔡　炜 吴怡遐

蔡於利 王坤峰 熊　露 马　鑫
杨政东 罗　丹 李盼盼 杨　铭
朱路平 李　攀 邓安平 周剑波

唐　猛 肖　东 高文正 徐　璐
卢桢鹏 朱　跃 陈恩泉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专业

葛　涛 胡　越 沈叶青 王栋莉

周艳敏 王　梓 谭杰梅 郭小贝

刘丽明 董钰滢 师佩琳 王雨薇

梅义方 谢诚诚 杨　焘 吴　敏

徐　篧 徐　颖 潘莉萍 顾霏雨

拉姆曲珍 拉姆次仁 王志航

韩　肖 姜梦超 宋　卿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陈　聪 方舒辰 李海珍 欧永慧

王燕玲 杜凌晗 李爱玲 任秋妍

汪梅梅 李艳娣 张　宁 刘佳毅

沈　静 陈　静 张亦 张　颖
龚妍婷 周苏蒙 钱林玲 蔡逸泓

钱　晶 胡雅凌 姚　慧 张振峰

祝　杰 陈　赢 周存舒 胡格雷

熊静仪 李　晓 訾庆芳 于珊珊

王　霓 赵梦娜 南春月 王海楠

焦　月 李　雪 王歆琪 吕迎弟

董淑娴 王　敏 瞿　莹 昕　昕
赵翩翩 冒婷婷 杨　丽 沈　燕
洪婷婷 曹艳艳 桑勇杰 张升远

张一萌 邓　金 于　洋 王　健
秦博文 秦晓宇

市场营销专业

莫　伟 冯丹玉 张晨琳 姚　艳
沈淑娴 王文洁 王艳艳 张佳欣

姚淑君 宋筱周 姜灵灵 章熙雯

孙　雯 朱菲菲 姜婷婷 汪　敏
浦晨曦 王　艳 戴星星 张莉筠

刘　菁 徐林玉 姚阿梅 江婷婷

闫士银 刘海新 马　刚 徐洪飞

物流管理专业

王晨岚 王建涛 沈文艳 冷　月
郭妍池 潘　玲 王　蕾 方　玲
成晓青 葛玉霞 曹敏悦 张汝佳

袁灵玲 钮蓝月 徐萌萌 刘　娜
宋磊玲 符亚明 顾月芳 高　琳
朱　洁 孙雅婷 徐鑫宁 沈印君

韦　苇 王　娟 刘　欣 戴　娇
景　苑 范雪青 王　伟 刘欢欢

蒋　笛 冯雪元 张丹栋 吴传玉

丁俊明 韩　邦 郭玉鹏



(s@O

３１５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梁秀颜 马　茹 赵　丹 杨　阳
梁莉敏 刘久奇 汪　婕 胡　宇
$

　超 朱莹莹 祖　娜 赵玉婷

张雯雯 王路路 陈镔槟 吴文伟

诸必锋 张洪伟 黄伟成 寇　鑫
张志刚 徐　硕 严朋程 戚猛耀

索朗次仁 刘诗媛 吴　静
汪　欢 罗雅琼 吴绮文 吴会会

陈　英 陈春雷 黄　银 何婷婷

李颖祖 王　欣 张　颖 朱　敏
达娃央吉 付永彬 梁国明

江秋林 肖元涛 郭　枫 聂娟强

张磊磊 费　旭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专业

徐玲玲 何　倩 马嘉利 朱芳芳

陈　欣 罗莉君 盛雪曦 胥　丹
杨　欢 余雯涵 茅　矛 赵　娟
金　雨 张悬悬 秦　敏 许婷婷

董　飞 顾婷婷 谢旭兰 肖晶晶

刘苗苗 马　婷 周祥皓 张嘉庆

董圣文 朱　邁 王义宽 顾哲语

张　开 万金涛 李健春 胥　超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王娅雪 崔丽丽 王胜会 周　婷
李　帆 马丽蓉 伍庭爽 王　辉
翟　楚 邹培培 杨　伟 杨　申
袁思颂 胡　靖 张　品 王　超
高　强 王　鹏 赵君泽 何　城
徐振业 韩　蕊 任　慧 吴谢萍

张雪萌 程秀美 赵　梦 倪文秀

华玉洁 杨　蕾 白鹏辉 吴　疆
白念钊 李　铎 代黎明 卢　健
谢添禹 李继泰 牟方友 马晓东

钱　坤 朱恒佳 赵海波 万　靖

应用化学专业

程慧娟 陈国燕 许玉玲 邓杰榆

胡耀元 胡晓庆 刘晨盈 周巧兰

赵　飞 杨永兴 胡琴汉 魏延臣

秦明峰 黄东亮 魏　冕 潘凯强

杨文博 贺绍军 兰晋泽 肖　鹏
靳　瑞 蒋文斌 吴智超 龚潇寒

王　爽 李　芳 于　萍 张　丽
程景佳 李　欣 刘　洁 符宣卓

郑晓敏 白许亮 杨鹏毅 田苏君

揭赞新 孔亮亮 张彦海 田维羽

缪绪立 蒋博圩 吴佩炫 徐军浩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李　明 秦绍辉 袁　林 苏惠君

邢小璐 黄　玲 鲁海露 程　玉
吴　婷 李彦军 张星光 杨佳奇

焦志华 王亭利 闫　帅 黄　煌
张　艺 刘　钰 陆云飞 吴坤凡

王　葛 关礼中 周书橱 况　斌
王海峰 黄崇博 韦思宁 周久福

谢昱成 曹　凯 黄　粤 刘云霄

夏文民 孔　彬 孙　波 徐　岩
戴　俊
环保设备工程专业

张爱珠 李　晶 杨璐怡 黎方铃

徐粒雪 任　洁 彭张煜 高春梅

胡盼盼 舒　超 董明亮 黄冬冬

谢自力 陈　运 张建平 王　斌
费宇航 赵　鹏 张月仁 梁李龙

李维一 郭振斌 钱建清 董君英

魏云飞 陈彦雄 高文红 冯一鸣

严　炜 黄凯锋 张　繁 王　磊
恽建军 田　甜
环境工程专业

周爱建 焦永强 吴鸾芝 崔润华

寻　芝 马瑞红 殷红佳 史雪欣



%&'()*

（２０１６）

３１６　　

刘颖珂 王晓莹 陆爱晶 夏明珠

张　洁 李书伟 张青云 吴风雨

赵志超 董建鹏 孟　帅 吉鹏程

邢友红 陈志浩 季瑞凯 杜亚洁

刘晓洁 方　洁 杨青青 牛佳丽

邢春妍 武　玲 覃　敏 朱　灏
殷旦华 李春芬 王子乾 张　苗
吕　坤 张　林 彭强强 张　通
黄傲荣 常亚斌 吴同亮 赵文恺

李
%

辉 张　帆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王丽丽 毛丽春 韩妮娜 林丽丹

唐昌谋 宣文敏 王　娟 赵　雪
陈　晶 丁　楠 杨家麟 高　遷
吕宏凯 刘文龙 李嘉欣 杜　波
唐逸超 李　恒 邓雪宇 仇兆康

王　耀 杨　帆 陈　帅 王希飞

赵　麟 张禹阳 阚淑玲 王　菲
谭　敏 袁　圆 洪　红 刘凤立

鲍业如 魏义龙 吴晓炎 李　想
杨　晨 朱世亮 寇　利 崇殿森

李　华 朱世楠 武玉龙 邹成龙

黄　祯 唐佳元 经乃圣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宋　涛 张　莉 谌姣姣 高　畅
郭宇娇 杨　阳 刘　癑 蔡玉娜

李　增 闫晓宇 吴　淼 熊　统
于存胜 孙　鑫 林声华 丁　勇
陈　飞 张　钰 嵇银成 谭叶青

岳　震 王青春 张小康 熊剑鸣

张明月 陈姝雅 陶斯思 万　羽
李臣亮　迪丽努尔·胡达拜尔地
郑义勇 陈志勇 高　强 李　章
张韬杰 蒋光平 王俊贤 何海宾

陈　潇 黄　帅 徐荣图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林珍锐 杨　翩 骆超群 袁　振
冯德明 徐晓刚 温文强 赵　振
王海博 杨富钧 苟文博 李江文

汪恩仪 陈正刚 陈　骆 曾崇高

闫　超 景晓钟 黄　忠 谢宇晖

尹棋烽 管志伟 赵　健 林　刘
刘小颖 瞿志兰 董旗凯 苏志强

杨新村 于登辉 曹　伟 张　超
闵杨晗 文　豪 席文文 潘　垒
范文才 金炳辰 王陈杰 张金殿

吴　超 王伟政 姚　邁 周　
!

吴亚东 王　楠 何　涛 王　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黄德忠 谢永杰 白在云 王美峰

雷扬义 钱德厚 梁正林 周顺慧

李　平 潘彩霞 林　肯 黄东升

邓　凯 张　凯 钟志伟 殷　亮
侯　跃 杨广峥 孟翔宇 余乃文

卞新光 王　鹏 施森杰 丁维刚

刘　亚 顾永生 朱志强 陶春鸣

毛韵哲 岳　克 张　娜 何　瑶
马雨薇 潘晶晶 张　优 崔佳森

谢树运 赵亚明 刘　飞 崔宇鑫

王　冕 于　海 环桂申 戴荣庆

顾振华 赵增辉 孙云辉 陈李斌

于继栋 李明明 谢凤念 保柳柳

徐云峰 何文凯 马晓伟 赵宇阳

陈　强 顾纯阳 刘建邦 杨雪情

朱婷婷 陈樱莹 周　璇 张秋萍

杨海波 王海涛 陈　哲 李　勇
付余强 周亚明 马　栋 黄俊杰

蒋志勇 李　鸣 孙金华 樊冬昌

汤　帅 王　飞 高　刘 吴　杰
陈　云 王琪琪 黄文杰 张建尧

徐　键 姚玉健 章明水 周俊雄

王启睿 陈　成 宋曼玉 王维佳

饶　露 韦　冉 周颖鸿 邓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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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瑶 董　雨 李　科 黄　俊
陈锦程 郑恩跃 杜学达 李红刚

解　玄 蒋晨昆 陈树洋 施皇宇

谢文俊 郭晓杰 邱加伟 骆俊峰

朱　海 史　聪 孙鹏军 刘　忠
董　晓 孙乐源 徐丁佳 高　阳
刘　冬 张圣洋 许银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专业

王　月 丁一鸣 屈中篧 王桃理

唐新伟 彭嘉品 沈?楠 史冠锋

丁伟杰 齐聪聪 陈　航 陈　一
朱　斌 王登铭 郭彬斌 张金伟

陈洪浩 杨蔚尉 王　敏 丁鑫浩

曹阳阳 衡思宁 茅丰华 张伟欣

杨　健 谢　涛 崔卫东 居柳明

祁梦娇 马蒋琪 徐劲松 展阔杰

段海峰 虞　龙 杨丁介 卢海飞

马广野 丁　锐 朱林正 张　欢
王　杰 石　勇 王学成 戴　凯
李　雁 金　刊 高赢众 李建东

袁　斌 张　涟 谢　椿 张文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

专业

刘贵荣 周梦倩 徐红艳 王　浩
李智鹏 张建贺 游华栋 符章勇

尹振琪 郑　晋 周晓晶 俞　琳
林吉鸿 王宏旭 齐惠冬 柳杨明

高　远 周海运 龚　昊 胡逸云

罗金龙 潘文康 虞建平 崔文迪

杭雨森 马国鑫 管　哲 王静波

余传旺 李　琦 秦志浩 史玉龙

肖书春 王进东 赵康梅 周　华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朱财刚 李　帅 孙亚楠 李　妍
廖　奕 杨谨宁 蔡爱伶 季凡力

王小冬 何雨烨 苏士军 陈昌炜

李忠辉 毛承旺 冯纪文 曾煌辉

燕　京 彭　华 郑　亮 钱和正

冯建立 冯钟航 杨　硕 许　坤
焦一凡 顾思文 陆　斌 丁智鹏

赵志坚 温佳丽 严雯萱 李城红

成婷婷 曹　剑 俞鹭颖 宋金花

施红敏 郑文杰 宋泽勇 郑　越
戴桂明 肖嘉威 吴　尧 时金榜

夏　超 王　超 熊登峰 郁　鹏
成　佳 杨义威 王　健 吴　凯
周禹强 张宇瞡 蔡　涛
软件工程专业

胡郎峰 汤亮亮 曹　静 张　康
成凌燕 刘君琦 唐　佳 包虹斐

贾辉阳 刘　朋 梁永军 欧阳星

桂　军 罗耿枫 梁　也 陈乃宝

王仁旭 胡春林 王其深 吴柞良

杨德凯 吴　琪 崔凯旋 严佳瑜

肖明明 徐增壮 高鸣蕾 袁　琼
刘梦丹 张　欢 黄　晨 卢佳慧

方　旭 李世雄 林志宏 王　琦
陈　俊 罗理伟 马仁庆 李　煜
曹哲铭 李琳碧 赖　宁 马癱铭

解文斌 王志翔 孙　雪 李　亮
郝晓宇 蔡晨伟 沈旭程 周　杰
张赵幸子 赵文进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向）
专业

凌鹏飞 吴　芸 陈　彩 陆美杰

唐　霞 沈丹妮 柴翠丽 徐　学
陈　阳 张明亮 陈笑飞 沈　忱
王　悦 顾　宾 徐进杰 叶海啸

王鹤鸣 周　劲 翁智鹏 何广进

李梅沁 钱文姬 章　琳 高　慧
周　游 匡　雯 宗小锋 陈贻量

蒋　昊 陈小强 潘宏斌 孙　康
黄宇翔 陈　林 周　超 吴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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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皓辰 顾俊祥 常舒超 尤振华

通信工程专业

甄　蕊 王瑞奇 田　倩 张　怡
宁秋燕 杨玮婕 罗中静 吉　源
顾忆姣 刘嘉蓓 刘原野 薛诗韵

胡艺鹏 李海涛 徐焕利 张　鹏
黄茹辉 陈昱昕 初国正 毛佳乐

陈　鹏 马志远 郭　峰 郑　吉
金亚东 陈　业 欧燕秋 夏令雯

刘龙羽 杨天宇 刘绵诗 支　雪
庭玉静 丁晓东 任　云 朱　婷
王　蕾 樊帅赛 周长浩 郭海涛

王新平 吴东耀 李永维 张翼飞

易　佳 王　琛 林　其 姜　舒
蔡　强 王志旭 孙炜俊

网络工程专业

裴洪丹 占　琳 王　婷 张　颖
刘　学 李　露 平淑容 赵亚娟

张嘉峻 李鹏举 陈　果 姚腾辉

贾亦真 宋英哲 刘　康 刘　岳
冯拓福 季小程 刘家奇 郁　玮
季林烽 刘　剑 陈志鹏 王循成

郝梓琳 步晓玲 罗晓雪 张　璐
孟　欣 徐　静 林道灿 陈露琳

林　哲 张利剑 张　懂 田　航
王　斌 肖黎明 黄李强 郭　鑫
苏志明 张尚志 董　磊 许经纬

郭鸿申 董　永
物联网工程专业

闫婧竹 朱　一 祝梦娇 徐文秀

后毓竹 牛月晗 李道翔 李进粮

张　旭 胡华明 张　宇 徐敬艺

刘小刚 李　鑫 任楚贤 陈　凯
李剑锋 罗克林 刘宏官 倪　欢
张　鹏 胡　捷 唐振宇 张青青

姚　瑶 姜湘玉 储祥慧 王明雪

关江辉 吴永 朱求志 郑家祥

许仕杰 王梦洁 成　炼 庞　波

曹春烽 石佳威 卞鹏鸿 汪晓山

毛正宇 刘礼刚 缪琦石 周　昕
赵　昶 羊　立
信息安全专业

罗一云 杨　蕾 柴甜甜 丁　禹
王　菲 王春晖 李化邓 许国朋

倪海峰 黄坤炎 高东升 谭鹏飞

蔡伟钊 杨少波 李国玉 毛永计

叶贶璇 李万安 王清山 赵世堂

张浩烨 刘　闯 孙佳俊 杨成波

陈梦云 胡丽娜 尹小花 孟雨涵

王　媛 华　蕾 季海娟 程晓阳

许谢良 轩永仓 龚　哲 廖　洋
章　锐 孙阳明 冀　策 王子瑜

顾蕴乾 王成龙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

沈凌洁 黄笑寒 孙　青 周　蕾
王　盼 李菊萍 黄诗怡 李夏莉

胡佳艳 谢叶霜 毛月婷 程　昕
张　婷 谢佳敏 卞智凤 陈佳婷

王俊丹 周　姣 吕　顺 徐　洋
陈忠余 秦晓杰 王金良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王　楠 宁改霞 晏　娇 朱静欢

胡云晨 邢丽颖 陆　叶 王　丽
王秀娟 宋柏林 朱嘉璐 侯　莹
朱沁文 池　显 刘　超 张陟霄

周隆辉 李　鑫 朱友明 沈　丕
程小东 唐金玺 张发祥 朱家伟

沈　杨 路　浩 戴广忠 吴欣宇

金　豆 朱晓彬

　　数学与应用数学（国际课程实验班）专业
周娅萱 周璐璐 成倩怡 夏　溪
赵雯雯 吴　磊 顾依豪 徐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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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庆昊 王　林 俞佳琦 余　力
陈　龙 徐泽宇 陈　伟 俞图南

黄　宇 胡　彬 丁诗源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

宋雅倩 孙施雯 王涵洲 邱　月
黎沛杉 龚　莹 娄　洁 庄　洁
吴　敏 倪心怡 陈乐羽 於梦洁

吴伟青 周志强 唐晨辉 陈　鸣
李志潇 王怡彬 冯晓强 蒋　政
靳　鹏 孙　晨 李园园 张凤凰

李　玟 陈　悦 倪　嵩 金春华

李薇宇 齐　雯 崔晨红 陆晶清

闵　婕 花丽芹 邱芸蕾 金　志
蔡凌峰 马天龙 张宇峰 黄　晓
王越波 姜洁英 朱凯峰 沈晓文

金圣雄 李庆庆

物理学（师范）专业

朱缘真 开远慧 王晓兰 茅夏蕾

顾文娟 李　婷 陶　娟 郭玉婷

陈　红 马方方 胡梦凡 林　波
蒋佳鹏 蔡　冰 石俊杰 顾　浩
赵　洁 郭俊杰 林崔华 王李琛

物理学（应用物理技术）专业

胡素素 吴笑漪 沈晓婷 宗君宇

甘　涛 安工杰 王琪善 王　杰
孙苏民 丰瑞恺 孙卫林 吴苏杰

金　磊 童唯扬 郭　佑 陆　磊
朱成梁 唐元开 郭天宇 华嘉威

黄　凯 于　澍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王京伟 胡兴顺 汪文丽 杜凤梅

薛杏桓 杨　莉 王　荣 蒋宾芳

闵宇欣 吴慧莹 李艳雯 刘燕南

曹万荣 苏　凡 王小明 崔吉文

周　伟 崔延伟 程　鹏 闫红国

傅必权 唐　凯 蒋松峄 曹利安

何永行 陈麒任 丁文昌 茅佳佳

顾军磊 陈　洲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

夏宇薇 罗　云 谈彩虹 庄　丽
唐胜男 吴玉婷 陆青青 苏　倩
赵　彤 张晨雯 孙明星 谢　婷
高亦欢 茅嘉慧 刘椿凤 刘金金

李　言 杨　善 郑　灵 王烨灵

陶丽婷 宋晨燕 韩　婷 沈子栋

李　号 王正喜 房　欣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

高　航 陈绿华 单丽娟 于　萍
魏小琪 姜　颖 张小芳 符史亮

王　起 郑　欣 刘　坤 肖骏林

蒋旺晟 杨振卫 乔亚兵 薛棋侠

黄与飞 顾亮亮 石桂秀 石何飞

余婉君 杨　爽 郑　静 闾　荔
黄道科 胡琼宇 吴向阳 汤观灵

王　泉 罗　峰 杜　晓 肖懿航

许存利 李维孝 高隆普 王晨平

徐雨晨 宋伟平 吴旭艳 芮存亮

邢炜亮 张宏斐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

自动化）专业

侯云鹤 张　欢 宗　磊 孙静如

刘玉娇 任惠中 王丽霞 刘敬尊

彭亚东 周　李 穆　茂 廖威丞

邓应开 邱朝阳 陈　轩 姜　超
李冬冬 陈柳楠 黄　彬 于正龙

任慧敏 张正会 张慧敏 陈东滢

王慧洁 丁从芳 阮　洋 孙超群

杜建太 李志成 吴明睿 王正平

蒋　维 夏　勇 皇甫启捷

张立新 夏黎明 殷　俊 王　晗
洪英旋 王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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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与节

能减排技术）专业

李文琦 陆　翠 顾静佳 董　彦
王　磊 曾政峰 刘文勤 冯　驰
潘卿卿 鲁良鹏 徐伟东 王　锋
张　鹏 樊　超 甘东波 卢志刚

胡　晓 潘浩君 徐　文 王　勐
王志伟 杨成邁 顾镇涛 邓文豪

张　弘 王　坤 袁瑞翔 许鹏飞

段　滢 叶倩云 朱琦 刘立婷

胡　勇 朱永军 李　炯 黄志刚

赵萌萌 郭　顶 祝昌旭 王国旭

陈如意 张发强 何昱寰 黄　
&

雷　蕾 何承志 杨　恒 周　力
王志洋 单贵苏 徐　成 黄兆明

江　涛 李　宁 钱　楠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

动控制）专业

张　明 王小丽 徐　颖 袁　朋
李　宇 黄天任 支艳雪 李佳峻

王文昌 王　涛 蒋吉超 洪良星

刘　清 徐运闪 朱明明 张　陈
张智伟 蒋　衍 刘　勇 葛　磊
陆志远 刘　流 张永超 顾仁勇

周凯波 孙　晨 张兆丰 胡锦烽

王　轲 杨雪莲 乌日娜 汪　芬
陈郁文 张　晶 郭　朋 侯树伟

刘　刚 王　军 穆相瑜 李红星

郑　洪 张　磊 朱伟伟 陈服服

张俊杰 高海司 王石恒 郭鹏明

孔金成 宋晨迪 施莉桦 王吕冬

汪腊明 李　力 杨贤慧 范仕达

杨膨光 李　鑫 骆红朱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

动控制卓越）专业

戴　斌 王　莉 张释月 周小引

季燕羽 张　奕 王志能 叶　晖
蔡　峥 袁政宇 詹连辰 季志城

朱陈巍 张　恒 彭武吉 许朝瑞

高凌峰 李成成 李　钰 万昌杰

唐伟康 钱康建 朱晓华 徐志远

陈镜宇 邹俊超 刘振东 王逸云

李慧文 曹　丽 顾祖坤 张?杰

周淋林 马之强 谢龙飞 赵　阳
孙冬冬 朱　剑 周柳明 邱　苏
钱佰超 徐佳俊 杨　建 陈宗贺

徐　程 徐　伟 江培育 曹　睿
赵宏伟 贺　帅 金晨骐 王甫军

丁时川 贾晓旭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赵　特 葛丽媛 杨　柳 张　莲
张　周 王　丽 董莹莹 陈建希

王现勇 邓　? 李文奇 王旭晖

陆保东 陈景宇 孙永腾 秦益锋

王卓成 马　骏 朱忠来 陈梦奇

朱　鸣 邓聪聪 戴　玮 朱丽娜

赵妍琦 黄　蓉 赵若男 胡素洁

段　科 李秀振 蒋　宁 董涛涛

陈喜宗 石文文 徐贵生 吴　泳
李寒剑 邵长胜 曹嘉伟 徐茂华

房明成 成　石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赵峥嵘 魏金娜 王姗姗 缪丹丹

杨海云 曹晓丽 王嘉辉 杨　磊
胡健滨 杨仁杰 顾　昊 姜旭亮

徐洋洋 倪　俊 单　帅 陆敏杰

沈红瑞 王　继 蔡冬冬 卢宇杰

张　旭 顾松松 茅启超 刘　炜
洪亚杰 张晓杰 季　剑 蒋培逊

叶萧志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沈亦清 常　群 何　娟 卫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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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春一 丁彦姝 杨　艺 苏　珂
陈佳慧 秦　

!

熊全鑫 高　熔
蒋　磊 施凯津 温开虎 沈祖荣

章　可 吕　晨 陶健成 王德康

吴镇宇 葛　鹏 范　栎 张　强
徐邦芪 唐　恒 侯天宇 蒋　鑫
薛　健 孙　远 陆　啸 任　静
罗心怡 卞　月 杨　逍 李梦琪

张　航 王　宇 仇伟峰 王　哲
席孔晟 皮恒志 张　凯 宁木子

周　凯 张　骞 章　峰 章国栋

曹书云 邵佳伟 崔炜炜 史　历
颜秉卿 戴　理 夏　程 何　海
顾子豪 景　程 刘雨曦 顾　雪
陈　曦 沈志远 吴长胜 王宇坤

吴新佳 肖　霄 温焱楠 郭鹏飞

古　鑫 张　旺 朱　琦 孙朝泽

陈　宵 刘天煜 田　聪 金　逸
陆宇杰 杨唯真 贡　玺 王　乾
陈昱 张尤兵 袁　帅 解　炬
魏思宇 谢向阳 张　欢 朱佳华

周　颖 李道齐 陈天昊 王乐乐

柯童童 吴英杰 张江湖 陶业鹏

陆　炜 刘家瑞 黄　杰 戴明正

虞浩峰 缪　杰 黄哲践 周星宇

黄炜臻 马昊洋 许　峰 黄建宇

孔佳俊 吴　琦 王　巨 唐雅雯

佘爱云 申益玲 朱慧敏 李天娇

苏小迪 徐传钧 万久洲 曹　冬
曹文超 王强强 杨　昕 王　超
路思远 单天明 赵于巍 赵琰恒

娄新雨 吴惟浩 冷俊桦 殷　潇
郝龙彪 张智焱 郑　朕 朱程铮

李国祥 鞠泽伟 李嘉琪 顾小凡

徐扬子 陈　卉 顾丹青 杨　爽
陈　通 朱再强 姜　羡 左明明

骆　杨 王　浩 王　旭 吴传刚

潘　强 姚佳业 韩振杨 于进海

李羿坤 王彦超 解泽宇 张　弛

钱基炜 刘昌宁 谢辰阳 惠易佳

管俊宇 袁逸凡 储振华 胡啸宇

顾　栋 袁　峰 沈天浩 朱　辉
马　继 王　晓 孙彩珍 陈冬冬

赵琰恒

车辆工程（卓越）专业

张金伟 宋森林 邓明杰 钱晨伟

吴　凡 马九江 杨国宇 沈亚平

唐圣杰 李孟君 单海强 马网俊

孙柳明 姚卫东 曹　亮 许　硕
李婷婷 杨春梅 高时超 张　琦
黄兴亮 金　峰 濮　? 陈　龙
张　松 汪嘉琪 许　瑞 朱西宁

唐康康 刘昊 杨云东 陈　坤
俞　峰 丁　浩 杨晓亮 苏德天

李昀珂 房　华 孟　礼 徐煜宇

程　浩 倪文成 蔡晨诚 周晟凯

施涛涛 邵　凯 谢端勇 芦佳宾

徐　舟 张晨光 朱开吉 雷彦豪

交通工程专业

邓吁伦 武　婧 张凯雯

旦增桑姆 陈从泽 李明义

车畅畅 孟令宇 杨俊辉 杨　坤
孙鸿宇 张斌斌 刘文阁 严　明
陈鹏宇 苏国蓉 吴　健 杨祥杰

于海威 季卫国 张　旺 石春乾

史振亚 肖　康 次旺多杰

刘巧君 徐云霞 杭佳宇 符文学

丁　浩 王东升 蔡建芳 赵康渐

袁鹏启 雷星宇 潘　飞 郑祖斌

郭护领 周宇林 应　文 侯章林

杨隽翔 史子伟 狄佳楠 田泽辉

王元鹏 许鹏飞 魏良明 姚　臻
张　瑞 钱临风 狄佳楠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专业
刘　勇 陈致成 堵孟英 杨亚姣

王　金 高崧茜 郭　莹 吴蔚艳

李娟娟 赵　倩 黄　霞 潘　瑶
郑旺奇 杨阳阳 吴科甲 梁朱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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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星 王　磊 韩　兵 梁宇洋

苏逸龙 徐　磊 孙登辉 董军帅

武建国 陈　淼 章志豪 郭建钰

陈　强 任　成 杨　丽 陈佳琦

吴　旭 王　艳 韦小贝 董乙衡

黄颖? 陆媛媛 杨天慧 吴正阳

许　哲 郭肖风 房召龙 杨燕坤

张加豪 胡大龙 沈　强 许　康
焦　魏 黄　令 王　阳 王　实
魏昊楠 李　 张克平 陆兆韦

李娟娟 徐　磊 郭建钰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

自动化）专业

刘二猛 张　雷 王　帅 王　伟
杨　彬 刘子琪 张翔天 刘　婧
董良秀 刘　权 陈昭屹 张隆基

杨　康 陈　磊 王怀柱 严鸿飞

孙　闫 李永军 张智成 浦志强

杨翔宇 施　宇 侯刘闻迪

黄玉强 陆　炜 曹非非 曹　磊
濮晓宇 朱雨风 于　超 项　君
姚盛波 申蓉蓉 顾林波 杨　丹
白　霖 袁志杰 郑全栓 侯逸强

杨志伟 刘　陈 徐　程 张　鹏
陈　宇 周明轩 徐小飞 朱楠林

崔　青 万　明 包　凯 王金晓

朱　鸿 张明明 管志云 包峥阳

姜　苏 肖　雪 王佳炜 符丹迪

文　帅 王岩松 李洪乐 闫博文

孔　志 陈　伟 赵宇超 赵晓东

陈克瑞 陶佳宇 徐　睿 徐　波
高新宇 焦世彬 徐俊杰 孙益柯

方　鑫 张　垒 符丹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郁晓晨 宋春艳 杨丹丹 任珊珊

戴玲丽 徐　英 曹胜男 许霞萍

朱怡豪 顾望秋 王　亚 黄　浩
许　宁 俞嘉文 张晓磊 顾凯华

王志武 曾　义
生物技术专业

刘慧超 王　雯 朱小惯 赵宁宁

蒋秋月 费　倩 蒋王英 张　振
李思斌 赵博凯 张永茂 魏　斌
潘杨昌 朱田军 董　皓 沈辰麟

陆嘉伟 刘　磊 徐福兵 杨　禄
沈丹鹏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翁龙梅 李　欢 杨金玉 丁迎盼

汤　爽 左慧娟 杨　丽 刘金琳

张文彤 何建艳 郭　艳 陈　璨
廖国艳 洪　晨 施海月 郑明桦

柳　瑞 施竹君 穆真真 郭亚洲

熊　颖 白志杰 周　浩 龚思平

王　干 罗其君 白培浩 程　珂
张　天 胡坤雅 任晓敏 陈秋宏

陈婷婷 周　轩 龚　奕 樊毅萍

莫正英 施雪静 丁　雨 林诗曼

杨韩丽 吴宇蓉 冀　鹏 向　
孔德铭 何　飞 窦智麟 刘　孟
张程月 孙文谦 徐　彬

　　食品科学与工程（国际课程实验班）
王绪楠 吴雨润 刘　乔 王　璐
张　毓 陶　沅 郭允晨 许雪儿

於来婷 杨亦琪 于菲菲 王　杨
顾　菊 傅海娟 张　晓 沈世玲

王思齐 虞　霞 吴晨晨 朱叶茗

韩锐贤 张李洁羽 王荣杰

周煜程 王一民 袁堂旭 尹科峰

于　雷 徐　锐 肖孟超 李　迪
朱雁磊 王嘉诚 许　曦 赵　畅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蒙　婷 吕真真 张晓星 骆玲娜

刘一帆 周艺诗 张　楠 莫燕芳

伍玉婷 顾　思 徐亚鑫 居伊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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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苗苗 钱维佳 周　瑶 顾艳晖

王　丽 李　菲 谷耀光 陈　磊
赵　稳 许同坤 索黄伟 袁　锦
董宝宝 蒲红顺 叶伟涛 潘　超
秦云云 任　薇 王文杰 唐秋云

冯停停 穆醒倩 金　玲 龙　英
窦世梅 孙雨嘉 沙　莎 刘茂萍

张文妍 曹晓梅 袁　璐 徐意梦

潘家翔 孟令东 陈贝贝 李　林
郭云锋 罗永康 许天明 杨振东

肖　斌 沈　峰 周秋锁 徐　锋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工程管理专业

杜玲玲 曹秀兰 孙文倩 蒋逸琛

徐　妮 徐　菁 刘　畅 仲教白

张海峰 袁君君 邓大正 陈　磊
龚敏臻 周鹏飞 施新新 刘万标

冯晓威 缪文龙 吉栩岑 王　甜
汤茹萍 田　青 王孝云 周佳慧

郑玲玲 陶茹楠 赵小燕 冯艳鑫

庄　宇 马　浩 葛肖遥 洪　森
闻彦然 宋家虎 喻伯慧 高金操

查茂林 阮文防 林　超 张　杨
陈子豪 施申艳 张经纬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专业

纪　实 文茜茜 曾　澄 刘思铖

吴贵梁 王　栋 王胜强 邹群辉

谢长海 钟　伟 任玉飞 徐　东
朱文杰 黄秦伟 易路遥 朱　鹏
凌青松 史立涛 陆海波 范文浩

眭　超 严朋朋 邱荣诚 陆　培
赵宇峰 杨　磊 于晓凯 姚泽谦

印宇澄 龚　煜 张　抟
艾力江·艾买尔

阿布杜卡哈尔·吐尔逊 白志娟

杨秉鑫 程富来 王建辉 李启添

李　爽 汪　浩 范圣封 邱文聪

杨小双 刘蒙雨 杨梦轩 张　鹏
吴奕帆 周文卿 邱　瑾 刘　鹏
水　亮 刘小箭 王　浩 袁　奇
李　成 范　驿 邱帅杰 王　萌
郑东玄 程天烨 曹　帅 阮云杰

扎西达瓦 图荪喀热·阿卜杜拉

伊马木麦麦提·阿卜力米提

周丽萍 徐冬辉 才艺伟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专业

张华英 成　琳 宋佳燕 周　蕾
张艳路 马施杰 陈雅婷 刘竞宇

谭　博 秦鹏辉 戴振东 聂睿
!

师兴旺 荣立岩 陈炯明 龙学恒

高明东 郭　峰 葛　晟 许建辉

徐桥汇 江　烽 潘新飞 仇江涛

张壮壮 韩　煦 戴海洋 宗　斌
马浩天 周鹏飞 肖金阳 万程光

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丁敏慧 孙　蔚 李昕阳 王紫薇

白　玉 杨　健 宋美煊 姜毅男

张育萌 杨国柳 柳菁菁 薛　娜
冯　乾 凌奕树 戚启癑 陈　婷
陆　群 赵　莉 许丽娜 邱天予

向　柳 张　悦 李小龙 高全嘉

花洪洲 陈　新 周玉娇 吴　歌
姚　显 张海英 常园丹 张丽琦

张　婷 罗海明 李　敏 印　林
代　娟 曹星星 马　慧 戚雨静

何玉芹 沈　耀 胡倩青 周晨曦

蒋小敏 薛晓雨 祝无忌 阚俊康

高逸群 施云琦

英语专业

马　婷 戴锦伦 高飘阳 孔　琼
杨玉琼 张瑞敏 董晶晶 王康娜

刘　琰 胥红燕 何婷雯 黄　蓉
薛　苑 姚晨雨 颜慧晓 胡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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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善兰 龚　丽 赵佩琦 丁俊明

朱　莹 郑　丽 孔建好 王亚蓉

欧阳雨师 莫佳莉 杨　茹
王兴男 黄　兴 陆品超 李　邱
姚艳华 李　楠 邢　琳 余中秋

谢　倩 周君婷 仇叙人 崔文平

陈菊花 蒋　璐 孙良华 王秋艳

庄娇娇 樊斯琪 张　梦 张晓瑜

刁家林 丁　婕 方雨婷 张　娟
陈林丽 冯文婷 袁敏鸣 房新瑜

陈　晨 邱宇莲 柳淑华 田绪强

王丹枫 朱元铭 赵　化
英语（师范）专业

张志荧 潘丽岑 毛如月 汪舒一

包　敏 高　媛 孙　珍 李家言

仇心怡 魏梦莎 钱雅伦 金　晶
胡　帆 潘　瑛 陆义莹 张　婕
丁玉慧 俞　水 陆丹婷 吕书乐

赵　蕊 杨婷婷 唐文婷 张晓晖

高松杰 陈　膗 邓　盼 马　欢
陈立凡 袁淼娴 朱晓玲 周佳艳

刘天宇 王珊珊 沈晓婷 宣晓焱

周云兰 周晓君 张丽静 张雪菠

傅　羽 展　望 沈一帆 丁　悦
陈灵灵 史晓伟 张　蓉 魏同悦

第金燕 王玉萍 凌　杨 王　琰
张　茜 张　崴 朱怡婷 蒋安琪

李　妍 朱　娟 陈　桢 陈金廷

高焰焰 顾媛媛 孙　莹 蔡章滢

邵　蓓 孙丹青 庄　琦 吴旭东

文法学院

对外汉语专业

邬梦珂 张新娟 张曦予 王　芳
郑增利 杨开云 谢　瑶 黄　菁
李　莉 郭欣然 桓　宇 邓　璇
姜　萌 陈　瑾 王　敏 孙　荣
陈梦莹 鲍德霞 陶蕾韵 刘　敏

原　野 赵　晗 王　琛 王懿卿

杨红梅 刘霁菡 朱英姿 鲁倩倩

杜舒雅 孔令敏 付晓静 周　琪
邳上云 张旭颖 袁文静 郭佳琦

于晓杨 马　洋 张佳慧 纪银莉

聂　敏 鞠　婷 朱舒敏 张侃侃

崔玉浩 陈样样 白万财 胡松岳

法学（国际经济法）专业

李欣婷 彭静雅 吴秀平 李冉冉

陈　倩 曹　璐 李晓旭 王丽娟

潘焱莉 沈振琛 马　欢 骆敬月

张　姣 祝心怡 孙　桐 黄本超

刘子昊 程　浩 孙家愉 张　超
傅栋周 邹珏丽 张　爽 胡　悦
李亚卿 李茜茹 沈建花 梁　秋
李　平 邓波儿 范甜甜 华亚琴

陈金燕 王佳伟 黄小丹 陆雅卉

林光前 肖红卫 郭大鹏 金　锴
严晓岸

法学（经济法）专业

黄淑珍 潘　 王玲玲 刘艳慧

马佳萍 邓思颖 张　佳 武文娟

张艳霞 王燕妮 马艳霞 沈　妍
荣艳虹 张　洁 袁梦秋 缪　阳
胡琴杨 徐梦焯 戴　文 王　敏
马晓彬 肖　贺 边宝林 倪明亮

张　昀 张志强 孙旺杰 于丽静

焦　珂 汪　昕 崔苗苗 武晓潇

邹梦贤 姚晓磊 陈　旭 龙　倩
邹文群 纪孟杰 傅　裕 冯吉吉

董　倩 宋新宇 朱　静 孙秋玉

张　琪 宋媛媛 尹　峰 张　彬
徐　航 侯满意 黄宏杰 沈书培

马国渊

汉语言文学（涉外高级文秘）专业

孟可人 朱雅倩 巢　婷 王梦颖

汤　霞 张银丽 徐　畅 王佳莹

杜丹蕾 涂庭曦 赵陈惠 陈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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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雯 顾玉娇 王　莹 张春晓

龚柳燕 刘海婷 邱　云 吴　菁
瞿志豪 刘　笑 徐飞燕 陈烨斌

仇叶飞 黄　静 仇　楠 姚　琴
吴　雯 权　爽 张安炀 向　雪
郭未未 孙　敏 席　雯 董甜甜

陆　雯 王凌羽 张之悦 沈晶莹

徐　梦 朱哲立 杨　浩
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王　源 李　娴 杜春英 赵青阳

张冯晨 张小庆 胡　蝶 蒋　晗
高敏芳 王彤彤 陈丹云 张筠婕

孔　娇 朱盼盼 汤晨燕 蔡晓琳

俞燕燕 张　蕾 黄　烨 相贝贝

陈　诚 范文彦 王卿瑗 陈含露

仇　伟 谈　健 翁奕君 戴梦凡

姜亦然 潘孙栎 李文文 顾　唯
束晨晨 李　想 封梦芝 曹琳玲

汤婷菁 孙 沈芙蓉 刘　沙
张妙磊 朱　珂 曹莹莹 翟小康

吴雨靖 张如雪 孙　萌 缪春艳

张希一 陈怡枫 王　煜 黄　琦

药学院

药物制剂专业

段忱辰 王　悦 张怡娜 童小力

陈　丹 李陈婧 马元静 刘文静

高　洁 朱飞琴 鲍鹏悦 姜　越
凯丽比努尔·麦麦提伊明 张少龙

闫　达 钱彬彬 李跃伟 王启鹏

刘永健 师洪鹏 徐　慨 陈玉斌

玉苏普艾力·柔孜麦麦提 陈　菲
杨　夏 闫　召 彭慧慧 严明艳

肖　杰 杨凤莲 陈冰洁 顾佩佩

季方圆 刘　莉 朱晓玉 师龙彪

魏海洋 许柳伟 何嘉彬 邢　海
姚晨炜 江　涛 王　健 张旭岩

顾志杰

药学专业

刘　鑫 陈丽娟 李　君 贾晨琛

于美玲 郭　玲 郑天瑶 杨玉花

凌雪媛 周美玲 古雪梅 陈倩梅

吴文萍 陈亚倩 丁小宇 许梦婧

陈　如 顾　怡 彭　恋 方　闯
张雪峰 邓新波 许薛帮 辛　明
段瑞娃 杨济骏 郭秀美 周梦琪

郑　爽 袁　珍 梁忠平 廖瑾瞞

詹　茜 崔志华 杨　聃 张乔舟

王云丽 程　洁 叶晶晶 王　鸽
陈　瑞 郭　敏 王海艳 李慧华

杨茹楠 任深圳 王志万 陈成祥

刘瀛浣 李东彬 冉顶诗 张东风

制药工程专业

朱梦柯 李晶晶 王立巍 孙　婷
李发蓉 伍定梅 陈　越 马　燕
张思颖 袁　婷 陆　燕 王雅露

常月红 旦增卓嘎 韩卫涛

朱峰冰 陈志文 王彦帅 檀庭波

伍志魁 吕志辉 李　阳 王　
!

孙佳伟 陈菲菲 陈　翠 孙亚萍

吴慧娟 何文妃 何学之 黄慰慰

鲍　晓 陆　敏 狄　雪 吴　欢
刘　宇 蔡慧敏 巴桑卓玛

仪永康 祝凯凯 邹佳龙 张永照

张韵天 田付前 张　军 汪　强
王肖锋 田应刚 汪生耀 邱广波

朱　翔

医学院

护理学专业

潘　婷 黄岚卉 姜　桃 张　宇
孙雪利 刘晓娜 陈　璐 臧雪莲

孙　相 杨月影 陈　晓 陈如琪

徐媛媛 史紫君 周舒皖 钟梦诗

陈君恒 孙　琪 袁秋霞 秦　静
张　颜 周蓓蕾 高　卫 谢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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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茜 朱　楠 潘　月 蔡晓庆

钱燕鹏 樊艳萍 王小依 赵　娜
周田田 邢　凤 李炜炜 李伶俐

冯　姗 陆李娟 秦　云 袁焕焕

翟　爽 沈佳琳 朱乐乐 朱小慧

朱道锋

临床医学专业

万　杰 江欣舒 杨哲凡 曹　也
吴佳辉 张　睿 张宁炳 徐鹏飞

陈　晨 张丝汝 林　慧 顾欣亚

吴自成 王茹月 潘　颖 顾　菊
肖　艳 周倩云 章美婷 杨　雪
邵小美 朱玉琪 顾秋云 刘洁敏

冯　雯 曹梦菊 杨　洁 钱灵枫

古丽派热·吐尔孙 陈东魁

韩　贺 戴宇龙 黎　源 沈一真

陈永佳 袁丹华 韩　玮 吴　双
吕　鑫 孔　珉 许　尧 董鹏峰

郭雪珂 龚思琪 宋癑 贺　丹
何　燕 陆佩云 周志耘 王芸莲

金　君 陶雨晴 陈丽文 邢　鸣
陈丹丹 吴思凡 戴菡珏 姜　玲
张艺华 涂亨特 李博健 高　阳
孙开峰 潘啸成 谢一帆 周　杰
蒋英杰 唐家梅

麦迪娜木·萨迪克 王巧丽

周梦雪 周佳雯 王怡倩 刘姜艳

鲁　蕾 许心怡 赵　薇 王旋旋

陈心莲 杭　景 王　宇 李　婧
茆龙欢 王　乐 熊　虎 梁景超

夏　艺 黄振华 蒋晓波 孙明明

焦志敏 周海洋 陆巢峰 尤一舟

周　凡 陆　晓 熊莹晖 郑苗苗

李晓蕊 韦雪营 刘　奕 王亭钰

陈琳琳 许　琦 王春燕 朱　红
刘　涛 王朝霞 陈梦悦 龚维一

范逸怡 朱艳华 陈圆圆 胡　彬
龙　涛 郑　伟 师　伟 蒋　鹏

储　涛 张　岭 季佩宇 程超健

夏　楠 李　羚 杨　波 高　雅
李江枫 王竟悟 潘　扬 张　行
吴　亚 孙　辉 丁泽沅 叶　斐
王　战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专业

沈　朵 徐　凡 何姗姗 刘艳琪

陈智琴 史文波 钱月仙 吴丽园

宋丹丹 蒋孟林 陈香璇 周　玲
刘　悦 谢　娴 赵　斌 葛佳亮

王品昊 陈宗薪 顾豪祺 余　杨
谢睿晋 陈大洋 宣泱溢 孙　杰
汪　洋 严琳林 许修健 王翠红

周晓艳 陆　萍 王滢璐 朱高洁

姚　红 卜冬云 张　雯 顾颖超

潘雅妮 徐颖洲 段媛媛 李　刚
毛振飞 孔子越 陈志峰 屠俊炜

沈俊飞 徐宇浩 王重阳 尹超云

李　迪 欧阳艺波 周子钦

王俊杰 王新宇 谭济阳 陆丹凤

万梦红 邹欣欣 曹雪进 蒋晨露

吴玲琳 陆晶晶 李竹倩 沈晓莉

葛　陈 周　娇 丁小星 张怡萱

许芝颖 惠佳君 顾漱溟 薛全胜

李士心 芮　磊 季　杰 周文达

张康伟 胡　杰 周嘉豪 薛　杨
耿　宇 夏凯震 周　改 刘婷婷

凌钟慧 蒋佳银 储雪姣 马质文

陆志敏 岳辰艳 周韵雅 孙小丹

马伊瑶 李迎阳 马若昕 胡　斌
黄　鑫 周焕高 汪　冰 殷喜丰

吴　泽 江森伟 叶　威 丁　亮
陈　凯 吴少贤 陆　林 陈　开
虞凯迪 庞红娟 刘桂芬 吴以伦

张　晴 蒋政音 孙佳莹 吴莹倩

李希茜 陆佳琪 丁雯青 郦雪艳

张　倩 张袁杰 曹林林 陶家衡

朱　尧 施晨辰 陶　金 杨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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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飞 汤　敏 王依琪 王爱超

钱洲楠 高　阳 项天宇 孙　展
郑丹丹 王　妍 侍兰兰 汤　茜
杨　柳 王　苑 韦舒怡 汤　健
李媛媛 周月明 常　欢 马　晴
王　潼 张健松 张俊杰 徐　敏
朱爱韬 郑　益 虞　强 巫宇超

唐云烽 朱晨曦 夏　伟 李　杨
殷　榛 丁　浩 杨轩皓 汤　煊
陈　语
卫生检验专业

朱　平 李　荣 贲　平 韦　娟
陈维芝 杨波波 唐苗苗 江　奕
曹娅梁 周　旭 傅婉秋 严　颖
张　芬 夏　雪 董　颖 董　芳
徐　琳 王　敏 宋菁菁 周　逸
孙　杨 张　凯
医学检验专业

何俊吉 徐　慧 梁　炜 刘亚楠

米热阿依·阿不力米提 缪阿敏

董　燕 朱　虹 黄　燕 吴　佳
周　妍 李　霞 徐绘婷 涂　茜
嵇丽君 管贤伟 夏　斌 丁　杰
王圣涛 陈亦扬 李　莹 秦　冕
马　珂 巴努·阿扎提 石月蕾

崔　萍 汤思洁 赵依琳 张荣雪

黄　媛 卞佳佳 徐菲菲 李文艳

李　晶 梁广舒 孙　艳 杨　芳
孙嘉遥 张　荣 谢益群 杜佳露

李文亮 蔡昌明 周玉培 龚人杰

戴金志 周　阳 吕　航 罗　旋
张　莹 张　丽 李佳乐

坎吉克孜·阿布来提 陈京燕

潘寒妮 刘　云 沈　丹 张婷婷

卞慧琴 谷方玲 陈映竹 郭玉花

张怡婷 钱　露 赵露露 陈　蓉
王　飞 陈香云 蔡梦洁

黄叶庭竹 许　桃 郑　雨

张自浩 霍占锁 杨　粟 万　杰
陈俊超 丁　海
医学影像学专业

符其彪 盛爱妍 李亚南 马海桃

徐　蕴 王　瑶 朱芸仙 王美蓉

石　卉 贺　晨 沈　君 夏晓娟

魏巧和 岳佳芬 张雅颖 殷　锐
周炎婧 孙　这 祁　峰 张泽华

陶忆杰 陆　平 凌　锐 张　昊
陈　平 秦家生 刘　腾 周宝珍

王文涛 冯　靖 曹枭强 王　康
戴　超 徐天辰 高　蒙 许　萍
武　月 韦　娜 杨佩儒 闫　静
江梦珍 叶佳敏 丁冰倩 邵文洁

钟艳云 张望晨 孙　帆 陆思雯

唐毓 黄雅雯 王　容 仇卫星

蒋　鹏 王　迟 张林岑 徐小明

陈　锐 刘　伟 石秀东 杨惠泉

陈　曦 王　飞 陈　静 丁悦籫

顾悦凡 周旭源

艺术学院

动画专业

邓　靓 邱　蕊 刘雯倩 闵文祺

纪晓芳 董家慧 陈　曼 林佩捷

周　悦 毕建辉 葛丙帅 宋立军

卓岩松 孙　龙 周乐成 李　朋
刘　龙 开　阳 黄俊凯 刘子健

钟华泽 李永恒 张　邁 刘　帅
工业设计专业

许青青 武艳丽 芮　静 刘杰杰

徐　婷 郑秋颖 张　涛 倪月芳

曹　荔 沈　宸 金春建 杨　洁
龚　贺 张成荫 戴　浩 冯　宇
罗文平 丁小佳 李　星 安海波

李绍伟 陈　毅 汤静杰 季佳霖

吴小竹 石广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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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艺术）专业

王蓝馨 张　露 丁　芳 李　飘
王慧慧 魏　青 任　威 戴　力
周振瑜 徐传旺 金孙琪 章金辉

王　康 王　鹏 孙　雷 廉　文
徐昊英 梁　潇 陈　燕 戴梦倩

谢璐羽 龚　建 嵇　欢 蔡一欢

成　磊 许中喜 薛　岩 周宗铭

郑　凯 谭　超 王家喻 王成士

美术学（师范）专业

胡　倩 典培军 胡　一 徐　芸
王　菲 魏雅慧 赵丹萍 王天艺

秦亦阳 周　洁 李依莼 曹　唯
杨凌云 金安妮 沙　鸥 秦　岩
汪志平 王　青 彭　欣 贡娅婷

杨　丽 黄馨贤 黄苏玲 蔡　娜
谭立荧 盛欣怡 刘岱骄 郑晓泽

王　馨 刘　悦 马冰清 肖　瑶
陈　霄 赵　凯 吴　凡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刘文韬 吴晓培 顾　俊 顾一凡

周　卉 庄澄澄 周亚南 沈慧萍

陈雨琦 王盼盼 吴玉丽 汪玉婵

王方亮 胡彦明 马　峰 李　坚
李　超 张　辉 王烁栋 郦佳奕

冯于晓 刘联邦 陈　烨 张雯彩

荆　燕 沈怡婷 张雪瑞 陶　婷
唐心怡

$

　越 高　崇 邹雁南

朱敏慧 王武扬 张　宾
苏柳祖贤 王小亮 章泽强

许炜琪 阮　航 申屠骁麒

都业权 于　洋 王金花 宋长爽

徐　芳 贺　荔 冯骏逸 孙楠欣

成怡萱 严宇婧 姚炜雯 吴丹蓉

马彦妮 郑子洋 骆逸珂 靳超超

潘昊伽 吕　
!

耿大磊 陈子昂

薛　浩 孙崇俊

艺术设计（媒体艺术设计）专业

袁青清 李　赛 蒋　舒 王梦娇

陈　芸 黄晓玲 唐　雪 唐文静

左　宇 华晶晶 邬琳超 王冰彬

詹慧媛 余梦丽 于　冰 苏维友

沈　韬 华　军 杨劲松 杨　帅
魏　鹏 应晚成 时　松 孙浩然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专业

刘　宁 曾　佳 高雪峰 王　阳
张子苑 孙　娜 季范宇 丁　洁
匡　薪 李　阳 谢　萱 王凌雪

贾永平 汪露露 花　卉 岑丹奇

徐俊禾 於舒燕 姜佳君 刘胜水

李　浪 姚　俊 倪添奇 赵　筝
陈本扬 郑苏海 李　彬 翟　盛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专业

杜思茵 周若敏 何　颖 唐　湘
蒋梦婷 袁子羽 赵园园 庄小林

陈子凡 马晓颖 张　洁 王星月

李　霞 曾莉平 王志刚 韩亚波

滕　磊 王正刚 汤成成 张　治
朱城杰 周　康 李广才 刘运钊

董意荣 段福帅

宿迁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贲　癑 陈　群 丁　露 费　琛
何春红 黄　烨 李雪莲 马海癑

沈　奖 孙得娣 孙亚丽 韦　萍
吴　艳 谢雪晴 杨云艳 郁　莉
张　惠 张　蕊 曹禹成 陈　强
崔　毅 董志鹏 高少丹 何　威
胡德新 惠义超 李恩多 李凯华

李雪峰 刘二兴 陆智伟 缪勤文

倪　聪 平旭光 任　辉 沈　旋
孙　鹏 孙夏东 魏　帅 吴　平
吴阳明 夏进东 向浩凯 徐志鹏

许宇杰 薛林健 杨朋坦 袁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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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峰 张　希 张严凯 张　宇
赵爱峰 郑　权 周　陶 朱　杰
胡华林 史文凡 曹　颖 单丽娜

丁飘萍 韩云云 胡　敏 瞿青泉

李秋璇 刘　丹 马　云 宋　宇
孙晓璐 韦白帆 吴　秒 谢静怡

杨　雪 姚术 袁倩如 张　咪
曹宏斌 陈钢霖 陈立强 陈　阳
丁　欣 樊昌林 何　伟 黄佳佳

姜　峰 李加彬 李　伟 林　浩
陆嘉楠 马宝铭 莫朝阳 潘树柱

秦振栋 沈　捷 孙　超 孙思鸣

唐　杰 王德智 王前程 王永乐

吴清清 吴翌飞 夏　亮 谢超超

许逸辉 薛刚锋 颜炳虎 於叶桂

翟智杰 张伟伟 张　显 张　阳
张　宇 赵天宇 周海权 朱　峰
朱黎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吴　斌 蔡晓岚 褚灿灿 龚沈婷

季彬彬 李　青 刘莹莹 毛润洁

孟扣平 璩　梦 王　芸 夏海燕

严清仙 叶　惠 周雯 曹洋锋

陈华忠 陈　越 戴凯权 龚嘉诚

胡　倩 黄　乐 季时超 金　鹏
鞠振泰 凌　颖 刘红伟 刘　响
卢　翔 倪　威 潘帅驰 祁　健
佘远程 束桢毅 汤　斌 王　浩
王　领 王维鹏 王益曼 吴　凡
谢新奇 徐李星 许均星 杨　飞
姚　嵩 于磊春 袁冠淇 张劲劲

张野坤 赵守越 郑一鸣 周红波

朱阳光 踪浩浩 陈盛鹏 邓亚萍

胡晓波 吕网林 冒　飞 彭　静
唐晓晓 吴凯红 夏欢欢 杨　静
张维雯 周玉亭 陈　超 陈　亮
范俊毓 何继程 胡宗胜 霍文杰

蒋　涛 靳炳春 李　猛 刘　峰

刘庆烽 刘　星 马府强 聂恒太

施玮玮 宋耐稼 王达晨 王金石

王思钧 王文贵 吴　斌 吴天天

徐建宇 徐小亮 薛有才 杨　启
姚方贵 尹淘金 虞　涛 张兵兵

张　翔 赵　磊 郑　凯 周顾泉

周　阳 朱　凯 邾志源 邹泽民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孙春明 丁　烨 黄宋蕾 沈梦男

万黎明 周坤华 卞朝鲜 曹　超
陈　骋 陈　伟 笪　鹏 丁　伟
傅　强 葛呈明 郭　振 黄东亚

梁钟晓 刘　超 刘　天 刘雨林

马　健 苗　放 钱国强 钱俊阳

钱　勇 秦　科 孙步法 孙　磊
滕元南 童文川 王文彬 吴欢欢

吴志勇 谢振家 徐　亮 徐润杰

叶　林 易杰浩 殷东升 俞文伟

张成忠 张　驰 张贵喜 张　杰
张新宇 朱　杰 朱　勇
软件工程专业

单万春 付慧涵 姜　敏 李　梁
桑慧萍 孙春蕾 陶　颖 王天冉

吴　蓓 徐　尹 尹晨晖 陈　程
陈志强 崔　赢 丁杨阳 高　鹏
韩文鹏 郝鹏勇 胡　滨 黄向龙

蒋　磊 李嘉诚 刘　剑 刘树山

刘宗宇 陆如一 缪伯春 潘建国

芮宇浩 孙梦军 王金亮 王　龙
吴　霜 徐豪杰 徐荣裕 许新凯

杨南南 杨竹坤 尤梦玄 张　超
张志浩 朱佳林 丁佩玉 黄　颖
李　冰 李琴琴 苏梦婷 孙文静

王克梅 王　叶 徐倩青 杨姗姗

俞雪英 陈　晨 陈　浩 成家诺

丁　旭 高　超 龚　凯 何　斌
胡德义 季永杰 焦凌峰 刘　东
刘　磊 陆立明 陆苏川 潘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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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安 苏秋杰 陶韦韦 王海伦

王　菊 王启康 奚家祥 徐京京

许嘉文 杨　渊 殷　昊 喻新荣

张　雷 张田野 张志楠 周灿灿

通信工程专业

常　城 曹　萍 陈　潇 范忆晴

郭媛月 刘艳婷 钱　晨 胥　雪
许　癑 许　悦 余媛媛 张梦瑶

张平英 章　庆 周　琳 周敏丽

朱　纯 陈　奇 陈　帅 陈文卿

陈　潇 付渝淞 高　峰 江函哲

金　飞 李　超 梁　欢 刘志鹏

陆文哲 罗文俊 马璋顺 糜　俊
沈　铮 王雷磊 王　帅 王　烨
王益凯 吴　凡 熊　伟 徐敏奇

徐星泽 薛元琪 杨智杰 尤文杰

张法朗 张竣昊 张　科 张乐然

张林华 朱　旭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陈婧妍 刘凯敏 渠夏夏 唐　茜
闻　欢 许　丹 杨　杰 张　颖
朱碧莹 朱国静 朱奕辰 陈天雷

成　汉 仇　伟 董书恒 高　晨
龚　飞 顾梦晓 黄金文 江耀华

孔吉祥 李井泉 郦沈健 刘　洋
陆小星 罗亚历 潘　浩 潘　康
钱　亮 石健伟 史国玉 苏桂荣

孙培川 汤同成 唐肖谈 王洪林

王　杰 王　磊 王　宇 徐凯杰

张　昊 张君君 张　勇 周建伟

周忠浩 祝　园

京江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唐凯辉 王冰洁 陈园园 孙明英

李昕诺 朱　玉 张秋香 姜彩云

刘淑文 王　恬 梁振宇 刘　灿
向　俊 魏忠腾 蔡子豪 周　楠

丁　庆 熊新宇 徐　柳 缪　旭
王介甫 王佳骏 胡　峰 葛小磊

金照翔 邱岳峰 阮兆忠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张　彦 李杉杉 李　君 羊晓薇

王宁波 陈保锋 付欣腾 周潇雄

张炜晨 李　超 罗　勇 于　雷
许　可 李厉昊 王　梓 朱海华

杨陈明 蒲发家 仇　盛 高　强
秦　希 俞　杨 高冰融 石　凯
姚　健 叶玉雷 杨　光 王?健

马瑶阳 蒋　托
车辆工程专业

王　宇 姜晓丹 何雅雯 翁旭东

顾　军 樊　沈 陈铭枫 彭　宇
王晨晨 何　彬 陈明康 周俊邁

夏洪宇 李佳芯 戴　浩 冀　昊
史桂羽 周云飞 薛启伟 项志伟

崔益玮 葛　康 李炜 龚　镇
周　杨 徐　晖 赵继帆 黄　凯
潘　宸 吴一 夏彦熙 周丹华

俞　钧 顾家栋 汤益辉 毛克松

贾永同 陈润华 吴奕橙 张　郑
徐志豪 常霈珩 郭俊杰 杜　凯
岳　杨 涂伟伟 薛　松 孟腾飞

陈天石 钱　峰 刘海达 李恒彬

张一帆 杨　宵 朱炜坤 陈国庆

王子腾 陈　彪 仲国圣 肖建中

汪俊彦 孙　? 陈海燕 李成德

邵怡子 谢　敏 孙先朋 袁梓皓

王　凯 张　岩 徐　贺 孙品凡

俞震涛 徐梓皓 陈保全 孟伟宏

车　帅 狄思俊 黄可鑫 周　灿
蔡　昊 张　雷 姚　瑶 刘　韬
夏　鹏 王　铖 顾　晗 周昕涛

郭　春 陈　馨 王文煜 宋宝雷

凌孝孺 胡健祥 钱　灿 杨　震
顾李超 张鸿翔 赵　进 瞿晔飞



(s@O

３３１　　

孙旭晨 王　昱 江云斌 冯送炜

周　伟 钱小华 朱春光 黄加晟

孙维孝 赵旭东 刘航空 朱运杰

万银川 高　晨 靳　俊 袁世超

张　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李　娜 陈　惠 周婧宇 冯　星
高岳阳 吴政宇 杨昱东 朱　豪
蒋　雄 刘　侠 刘羽凡 李山祥

刘　畅 房秋悦 束永永 赵　鹏
张　楚 邓　明 程　翔 蒋剑锋

华子豪 施潜蛟 许珑泷 宋　诚
徐　立 顾晓晨 张　迪 刘　鉴
诸　敏 李炎红 李小妹 王含锋

黄　娟 郑雨同 王喜辰 张兆辰

翟向东 严新科 姚　伟 路鹏飞

丁海飞 张维达 王鹏涛 杨　润
姬广奥 陶　奇 周冬健 金网山

王志恩 黄　超 徐　浩 于成程

冷维奇 汤世峰 徐　刚 孙　专
陈　星 王　康 陈维敏 戴　进
李奕呈 吴敏霞 夏霜利 孙家欣

黄馨逸 徐德豪 李　奇 姚清源

李　恒 李　青 袁　飞 吴　煜
薛锦程 欧阳家星 高敏君

王宏达 颜济明 陈　欢 徐建荣

尹　迪 宋　潇 张　平 嵇　超
沈建炜 颜明刚 胡　鸣 赵从杰

戴　帆 李　昂 汤茂天 管勇杰

杨佳欣 唐慕杰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陶仲敏 刘争争 张　颖 郭　颖
孔秀惠 陈　璐 徐　露 袁月华

黄韵涵 张　倩 黄霄宇 杨培锁

崇云春 许伟伟 汪　磊 王　
王永笙 王　磊 朱思远 桑志超

高　杨 季　铭 陈　雷 凌驾星

田　静 徐　微 吴键云 刘馨璐

王　兰 王　艳 马丽娜 朱梦怡

张芸芸 潘宇峰 徐　伟 吴运泽

徐伟健 黄　春 管佳宁 朱文栋

王新晨 蒋　越 陈云杰 陆晓煜

邓　凯 陈　佳 李斌斌 曹峰峰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林丽萍 姚博卿 单红茹 崔琳海

汤叶梅 王亚娥 张姝敏 万苏婷

朱爱娟 贺　宁 蔡晨薇 李文睿

赵京阳 杨　博 高　文 李　晨
刘　铭 雷　超 计　敏 刘　宁
颜　实 朱宏亮 葛晓东 王华龙

陈　越 杨赛健 李云涛 陈　德
陶裕超 方雨尘 周聪聪 杨嘉城

方冬顺 张　伟
工业工程专业

杨娜娜 杭丹丹 王　欢 孔　丹
刘青青 李　博 张　萌 朱剑伟

胡志勇 张　强 李　思 应　越
孙金全 府敏东 朱哲毅 黄为良

王　蠡 陈敏杰 孙　盛 张　波
程　凡 沈　科 阙晴旭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潘　婷 何蓓蓓 王　静 糜　艺
吕　晨 徐亚怡 刘秋含 陈璐菲

王舒悦 陈英芝 金晓婷 黄　婷
张　彦 谈雯雯 沈佩文 朱　茜
赵　宇 谢海峰 邢怡杰 邓　烨
陈　颖 芮琳琳 冯　莺 赵金凤

王亚君 朱园园 朱　颖 金　阳
李娅雯 顾淑梅 刘　美 董柳燕

马　琦 曹娓娓 倪炳邻 刘　童
蒋　敏 陈　思 曹洋洋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专业

张凯凯 张媛杰 崔　梅 王晶晶

张梦娟 缪雨佩 杨　文 顾晓娜

王玉敏 朱燕妹 赵艳萍 薛　烨
周　萌 曹炜虹 郭　悦 杨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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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萌 姜丽娟 戴子君 景诗绮

王文静 成亚萍 江莉莉 王珧

林　洁 邓舒维 吴　胜 徐　剑
徐奕铖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包　磊 吴瑞娜 张豆豆 夏超越

田倩如 周云婷 孙静逸 吴　竞
卞　癑 姜　晖 徐　燕 张雯竹

赵　丹 钱　玲 汤运运 胡芳君

缪海燕 陈梦婷 孙　青 陈　莹
张露月 刘　同 刘玲玲 俞　露
潘悦涵 张　锐 张　蕾 张华新

陈　立 姚　宇 石博文 刘月灿

钱　亮 李丽莎 朱美娟 杨春霞

陈　悦 陆鑫烨 徐　焦 杨　雪
彭　静 蒋　璐 颜晶晶 戴丹萍

杨　健 潘心成 张梦妍 王　梦
章　倩 杨　癑 徐　玲 徐　洁
邹　恬 吴　洁 徐梦莲 李梦瑶

肖蔚峰 胡　明 应　杰 江　杰
曾威亨 李　湘 姜凯耀 刘　秀
唐珊珊 张　颖 顾吟秋 刘　健
耿玉萍 李菲梵 侯　莎 俞杉杉

徐　婷 杨　帆 徐　彤 潘艳男

张　梦 范依华 朱清清 严晗丹

夏　琳 曹涵颖 李　倩 濮成亿

任　谧 张　豪 叶　青
赵秀树青 薛　威 李天助

高　敏 王宇欣

护理学专业

周　莹 朱　虹 侯　莹 吴　琼
马一冰 姚　媛 周敏俊 庄蓓雯

汤　田 周　阳 林　璐 马梦寒

范清雯 臧婷玉 王诗靖 曹　烁
张　晶 单裕娇 刘小芸 奚　臖
陆天凡 施菲菲 夏晶晶 杨　青
周玉洁 蒋　叶 刘　毓 石　俊
马　越 沈　琪 翁　欣 雷芸芸

杜一纯 潘珏文 包露露 陆雪琦

孙　洁 裴　祥 徐　冉 刘梦君

朱怡梦 龚晓秋 杨　杨 陈　慧
方雪雯 王　楠 姜　靓 王怡晴

薛　珊 韦晨静 王　曦 姜妍妍

王亦奇 夏　悦 邱蓬仙 范　聪
黄　丹 史姣 徐　玮 徐　丹
蒋文姣 仇迪沙 柳晨奕 黄慧敏

朱　琳 黄亚男 夏燕珍 孙　晴
费晓梅 崔轶维 张雨萌 陈亭玉

徐　凡 曹一丹 高玲莉 朱鑫鑫

何梦秋 骆雯婷 姚敏飞 郑丹丹

袁侣娜 柳　蓉 郑　佳 吉　磊
蒋鑫梓 周新洁 李蒙娜 李　惠
房莎莎 徐　琪 臧　娅 钟　倩
魏　苏 缪静雯 唐　楠 许　颖
沈玉婷 赵梦忆 宋宏旭 万　卉
颜　蓓 赵　莹 朱　吉 胡嘉瑜

徐桦晔 黄美霞 尹　佳 陈　丽
朱立伏 范家珍 吉　乐 唐丽萍

王　颖 张瑜倩 孙　婧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徐榛浩 司　阳 奚艳芳 童瑞芬

王周璐 杨　琦 范文娟 沈　玉
薛宽坪 王　虹 束琳琰 徐　红
黄珊婉 陈聪聪 刘　猛 张　特
李佳奇 段亚伟 张铭强 吴　康
周雪辕 张光倚 殷鹤海 张　峰
陈建飞 葛邁林 马晨骁 杨　瑞
吴新楠 郭　涛 沈　鑫 杜　威
郑　凯
会计学专业

李淑媛 李佳荟 章凌燕 张　艺
平婷婷 张芮齐 蔡碧云 顾婷婷

尚　芸 施林利 陈玲玲 施杨阳

卜京蓉 张　静 杨　潇 孙　月
毕梦瑶 梅　娜 步倩倩 王昕怡

尹琪璐 李琳 赵　奕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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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迪 章晨怡 朱一美 薛昊宁

蒋培彬 霍　晶 罗荣娟 石宇辰

蒋一宸 陆　迪 张浩欣 王欣然

周梦琳 张雅文 华乐君 陆　颖
王丞慧 聂婧莹 邹　莹 郭梦娜

陆嘉敏 沈利虹 魏玲子 查梦华

曲奂彩 钱家瑶 孔晗雯 刘　璐
杭雯雯 许文韬 洪　羽 陈悦鸣

林　蕊 陈子怡 顾　晨 吴　芸
徐梦菡 陈　叶 邰　玲 黄志刚

倪梓峰 张晋涛 芮建文 何　飞
袁泽伟 孔　宇 陈　明 施荧梅

史楚梅 黄雅洁 方　彦 凌馨芸

姚　瑶 翁冰倩 叶　慧 刘丹丹

干丹静 周书艺 王艺洁 谢顺琴

季玲玲 严素娟 王熙颖 曹婷婷

陶　悦 陈文欣 贾淼杰 陈丽琦

王建璐 严紫馨 苏梦娅 邱　爽
徐颖志 司马云霓 贡晶晶

蔡　璐 徐智源 夏　磊 孔　杰
顾得森 顾滨扬 严　潇 王　芸
应梦驰 胡　迪 乔　丽 王秀峰

沈晶晶 俞丹云 高丹蕾 管丽萍

杨凯迪 凌梦昕 乐玉婷 范丹丹

黄　娟 顾加洁 王佳园 唐　璐
马　卉 庄　颖 茅儒洁 刘仪菁

包烨辉 吴　放 张琰敏 沈雨川

兰年年 涂　悦 张　瑾 郑雅方

李佳栋 王冠超 陈　桐 邵炜艺

何　刚 王　骏 薛晨峰 恽　姣
金文娟 沙婷婷 彭怡娜 耿　意
史倩莹 纪　敏 袁志萍 费玉秀

许　悦 范　雨 朱　海 韦彬彦

张秋洁 殷　楠 张高仪 宋昕彤

张　琦 茅佳慧 田　娟 王　丽
恽栩艳 刘　倩 袁　静 任安妮

周　奕 王奕丹 李乡卿 彭东亚

韩启鹏 曹　睿 马　俊 宋伟可

宋自然 孙全平 翟海静 张佩玲

孙　双 季李霞 王　婷 冯梦月

邹　露 袁　璐 潘　雯 赵熙蓓

方誉蓉 冯　超 居　莹 肖佳碧

孙　荔 肖　婷 王　慧 许颖琪

顾晶晶 蒋　琳 吉晓晔 张　珂
浦宇颖 彭　程 丁媛媛 江正娇

周　雯 汤　亚 刘　姗 何新山

周显? 李　健 童　林 张　磊
张志超 缪　跃 承　烨
会计学（财务与金融管理）专业

王　楠 韩加梅 刘　楠 刘　佳
沙雯雯 周丽娟 张馨予 彭梦姣

朱　莹 曹　婷 侯丽青 李　钰
徐　悦 仲旦伊 施倩雯 李玲玲

陈昱颖 徐　姝 蔡　敏 吴俊侨

李　玲 方雨晴 何映萱 刘励晨

詹　望 戴溢晨 边　鹏 汪津伟

许鸣霄 余瑶卿 丁　冬 胡　超
薛　亮 王　艳 喻娇姣 陈　诗
杨晓舟 王小丽 郭　婷 顾梦晓

左　婧 王媛媛 薛荧月 练　丽
叶　茜 李　萌 季冰蓉 陈羽捷

周丽娟 时梦雅 黄倩倩 韩怡婷

潘　辰 张　帆 窦欣悦 陈　枫
杨　洋 张　鹏 王致博 金子轩

殷程佳 仲江北 王　宇 韩佳丽

征　文 费娅萍 孟　苏 李巍巍

韩　璞 丁美玲 许晨听 谭雨红

李超然 王秋雨 张荣荣 胡新欣

丁　炜 谢梦蠫 胡苏玲 王　慧
陆　婧 吴　珏 时惠岑 陆潘婷

潘佩华 宗辰伊 张歆磊 张田禾

季海飞 刘　程 倪志成 楼佳健

赵　越 朱　聪 周其平 阚　禹
蒋炳成 吴　际 陈　茜 杭　亿
陈文癑 吉　迅 秦　臻 金　艳
吴梦妮 陈文静 张　霞 顾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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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莹桓 张　杰 杨　滢 祁　悦
李　涵 徐云卿 李彦青 刘　癑
陈丹霞 杨　翎 邱文佳 左　彬
黄轶媛 吕晨茜 江政南 丁雨阳

杨哲豪 沈振凯 许敏慧 吴佳遥

陆　杨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张嘉璐 李祥芬 徐朵云 刘　莉
王　岩 王　宸 孙延杰 刘　闯
谢荣明 丁仁皓 郭　城 孙枫

曹　浩 王　亮 俞　潇 缪佳鑫

张丹辉 龚星晨 汤　阳 严　翔
周文杰 王　涛 茹　婧 许　洁
郁　琴 韩正运 王明连 吴　涛
印　磊 潘炜伟 王学宇 朱　枫
韦　晨 蔡少尉 蒋志强 史一鸣

苏亚东 孙延志 管锡军 万快弟

何继国 蔡宜显 王弘伟 谢　宇
朱晓峰 徐景达 彭　佳 傅晓雅

张亦梦 陈晓坤 朱红民 张继鹏

成双疆 高德智 朱　力 刘　淋
杨　然 张　烽 施文彬 从　波
吴　翔 姚　舜 陈建超 李癉平

黄雨楼 张军来 欧志林 吴俊堂

朱佳伟 朱　建 倪恺铠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陈　萌 杨　? 钟静姣 李子乙

徐爱勇 马　超 叶真瑜 宋加加

王　栋 张志宏 丁晓晨 陶　亮
李刘强 钱　旭 黄佳欢 戴建聪

高昊业 崔　沛 张梓烨 胡文彬

贡　成 张　磊 于　涛 王　伟
蒋元鹏 翁　涛 邵庭枫 胡　凯
李云勇 舒文灏 陆宇超 刘天尧

李　慧 柳菁菁 黄　俊 沈祯熠

张　憬 于安澜 谢林林 刘子健

於　杰 王　晨 张贵辉 时小磊

华　栋 盛广硕 马　骏 朱世癑

吴正浩 吴超群 蒋圆芳 王云涛

李　铭 丁　宇 吴文峰 王　韦
陈非凡 祁锋刚 王　金 赵舒畅

张志伟 童梦初 朱世超 高国阔

陈旭涛 郑意波 薛　伟 朱晓梅

吕晨晨 王　超 王　浩 蔡弹伟

臧　翔 沙　宇 吴唯昊 黄继峰

赵　铎 陈　杰 孙志伟 胡生祥

于　超 梁　景 顾　翔 万里扬

曹译楠 蒋　
!

吉　峰 麻　浩
仲飞飞 全健平 陆　成 朱学刚

王长驰 刘冬明 傅　琦 张　凯
曾　杰 陆志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专业

赵文丽 孙晓敏 牛　皓 杨　阳
胡洪波 向天宇 姜惠程 张明园

谢其洁 陈清清 梁　杰 刘建锁

周智慧 倪鹏程 王登森 李凌飞

陈　力 张迎文 钱晓明 赵伟杰

顾广源 顾潇竹 朱　元 怀　澄
钱圣圆 汤　健 谈晓凡 邹东亮

高丙达 王超勤 朱　轩 吉　丰
蔡雨佳 马冠军 万家欢 张成忠

唐绪飞 张峻滔 姜皓议 陈志龙

丁邦发 沈孟琪 张皓钧 刘　伟
朱张垒 王　炜 郁　焘 鞠　伟
蒋　斌 李　强 周逸鸣 胡凯杰

刘　斌 沈峥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唐山清 时瑞驰 居　然 王　静
丁春梅 季雪梅 毛　翠 周童飞

陶兵兵 徐　洋 孙　康 蒋　煜
过佳昱 薛　灏 徐　磊 孙　杰
吴贻剑 蒋　伟 蔡伟健 胡杰祥

肖陈林 叶长城 周新星 单　旒
胡圣斌 王梦竹 龚文彦 徐佳灵

陈　越 司马莲莲 徐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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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侠 冯文加 金　鹏 许奕智

温梦寒 朱凯峰 薛　尧 张　万
闵信军 张　锐 孙　皓 李星辰

张　杨 徐　瑞 李　刚 张　琨
张闰智

交通工程专业

赵丽祥 谭　燕 刘晓? 朱咪咪

平　萍 刘航宇 周浩然 董沈昱

陈秋文 江俊达 徐　成 朱佳杰

曾大磊 邵　骏 田　亮 刘　夏
王大伟 陈　默 宋一丰 王　强
王　强 欧阳丽 庄映兰 高志俊

韩　超 高　超 杨　朝 金礼超

陆　瑜 郭志连 吴奕钦 潘海明

胡永标 张　昕 戴成浩 芮　锋
陈志超 张迎春 高　桦 姜明明

钱春杰

交通运输专业

陈　思 岳秋艳 王　莉 徐源远

郝倩倩 沈菊蕾 陈晓倩 查明源

石敏祥 刘守彬 刘照喜 安德财

刘　洋 陈泽鹏 李赛东 黄雨飞

徐志峰 陈阡陌 陈富宏 董　帅
李忠赢 黄凯林 魏　强 吴　雷
李鸣鸿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望建霞 王臖妮 高玲玲 桂曼文

翟艺璇 卢妙倩 李　玉 熊佳佳

黄吉宏 李　晨 罗　聪 朱念冬

曹　盛 庄　路 姚思远 许严孝

张慈盘 刘黎明 陈　荣 惠世杰

陈　骞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邱忠政 毛定豪 徐思雨 王庭瑶

李梦圆 张慕华 董亚光 蔡子癹

钟敬霖 范传翰 李小康 杨家政

徐　楷 陶　也 单万琦 郭赞赞

闻义栋 赵　凯 蒋鸿橙 徐宝海

范　猛 陈　帅 陈德庞 袁　源
吕津宇 沈丽玉 刘俊园 叶牡娇

倪　晶 陈诗卉 尹江南 闫　冉
郭　辉 付青根 李海宇 钱剑宇

武　 顾冬冬 戴　景 汤　俊
邵建新 陈　健 何胜钢 朱征东

俞田宝 李云帆 冯一鸣 傅彬浩

李　赛 刘　青 朱付磊 陈国栋

傅祥棣 田仁兵 余晨蟩 邓瑞林

陈亦杰 于　斌 周　
!

姜文杰

马伟伟 胥振龙 颜敏磊 葛　聪
王继春 张　衡 周　鹏 龚佳杰

孙　伟 张立泰 丁　铁 顾杨明

陈　阳 曹　培 于涛卫 章国庆

张　奇 常　坤 吴旭军 孙　文
钱　凯 陈　健 周　锋 张　阳
陈　炜 王劭晨 王　锋 孙鹏程

戚　奕 王之骄 桂云峰 朱涵涛

万　鑫 吴　杰 陈　卒 梁冠龙

凡中凯 窦正伟 杨久稳 孙　庄
丁　磊 杨沛文 陈挑挑 杨海清

徐　凯 许亚军 张　鑫 徐国庆

谢晶冬 谢　磊 周　伟 王　灿
蒋稼琦 孙炎冰 孙小军 卢　涛
吴　侃 胡　立 倪　华 曹　政
郑　新 冯　森 吴传潇 田　威
李天龙 崔伟伟 蔡　悦 卞　达
徐国杨 苗一鸣 穆智兴 谭　驰
宗灵壮 周　鹏 傅　杰 冷易凌

吴旭东 李志超 倪　康 陶　平
沈　宇 刘　

!

汤　磊 周　融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严　贤 章　悦 林千微 濮子昕

朱　媛 顾烨楠 田　婷 李寒璐

谢雅媛 陆　敏 仲桂霞 武　月
孔　彬 张　杰 陆千里 吴志刚

张丁炜 邵　杰 俞松杰 江　敏
殷　韵 章梦琦 成　群 崔月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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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棋 罗晶晶 孙慧妍 陆　璐
庄小兰 韩　梅 贾彩霞 彭娇娇

俞思圆 杨建振 程　权 董　浩
郭钱磊 郑　印 王　越 陈安东

市场营销专业

刘小娜 薛婷婷 林　香 陈　红
黄　楠 戴　丽 蔡秋霞 宣　婧
岳　婷 环维维 韦　婷 戴燕萍

徐江红 刘　萍 郑　娟 汪秀义

王　虎 王　宁 袁　锋 严金彬

朱瀚友 孙唯伟 张华松 樊　婧
马香玲 孙　柳 王　宇 潘　芸
吴晓晓 沈丹璇 唐秋怡 高　倩
潘梦烨 周　婷 卓怡文 徐　彤
徐文佩 李姝蓉 李　朗 方　超
黄　磊 仇　昊 庄恒祝 陈　彬
陈建成 范宇晓

市场营销（网络商务）专业

周　玲 曹佳迷 缪咏雪 曹　颖
黄　蓉 范　青 史雯雯 童　欣
阮玲玉 夏　云 王　慧 汪蒙皎

缪宇星 潘爱洁 陈梅洁 陆　琴
周　峰 花　高 张　志 翧　初
卜陈程 戚楹熔 周湘茹 张苏雅

殷明癑 刘慧倩 陈　琳 马军文

张　琳 姚　晶 季　磊 丁云云

盛梦云 高晶枫 王秀娟 唐云虎

王荣癉 宋城霖

通信工程专业

吴梦瑶 孙莹莹 王慧慧 夏笑梅

陆艳红 黄　涵 李灵芝 王　晶
沈玮娜 翟勇森 崔世甲 丁海防

刘伟龙 单冲冲 杨　震 钱力明

顾宇冬 朱　凯 张鑫晟 钱　炜
尤建森 范汪洋 朱颖峰 何　帆
章爱琴 夏　媛 杨文琪 谢　冰
费　英 封多多 袁胜男 高　露
卢　耀 周　禹 吴凌峰 程传玉

杜亚磊 杨保安 程　诚 朱中华

吴尚斌 潘志强 潘恺钦 陈光伟

李苏剑 陈　荣 李海军 丁忠良

王　聪 赖小寒

统计学专业

张　玮 马晓霞 石媛媛 姜明妹

邱笑雪 伏如雪 蒋梦雪 陈为伟

刘　琳 杨冬焱 吴　航 王梦璐

邵珊珊 李　璐 陈雯雯 李　烨
黄　星 季承恩 赵　耀 俞泽群

刘晶晶 谭雯颖 龚维婷 黄　丽
高　茜 任　露 刘　菲 崔　颖
徐　茜 胡冠钰 梅天虹 张家慧

李雅婷 叶天文 周冰娇 房崇祺

徐　佳 刘震宇 刘　炜
土木工程专业

陆柏升 龚海洋 孙小鹏 胡　月
王　素 郭丽雯 张盼慧 卢心箭

黄向前 顾　峰 张宇星 杨　斌
李　伟 吴海东 邢文玮 尚文开

沈许杰 杨嘉斌 刘　欣 潘继开

吴尚卫 刁向阳 李　涛 史正宇

洛培峰 周　锐 侍华杰 袁　伟
蔡晨霖 申　飞 孙昕捷 吴春建

梁　伟 马国栋 唐建亮 曹　恺
卜　易 周　潇 邱　凯 吴宗欢

夏嘉辉 吴　钰 吉洪政 唐诗思

李林杰 赵　涛 杨　豪 王馨正

钱玉龙 邵经纬 华　睿 陆晓峰

许亚峰 雎浩然 卢泽能 徐　进
吴渊博 陆　亮 顾伟超 曹　成
金晓晨 肖　毅 陈　超 施　坤
骆泽平 马浩洲 刘　威 张　杉
张笑宇 王国成 杨继明 姜晓祥

钱家韵 邢亚康 周长春 孟　玮
蔡校楠 余华宾

物流管理专业

柴胜男 陈智慧 孙　婷 赵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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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萍 贾洁玲 朱冬妹 丁冰清

孔　慧 杨鑫媚 陈　萍 黄　洪
卞　婷 贺　臖 孙翠翠 姜李佳

朱　颖 夏　静 姜佳蕾 丁丽波

焦琳璐 沈　晴 王　宇 李　昊
马　赛 孙贤萍 姚采薇 王丽娟

孔洁琳 杨茂欣 吴秋琴 姜　欢
许茜媛 张凤华 徐洪艳 陆双双

钮云霞 陶伟薇 周　曦 左晓凤

顾佳倩 徐佳薇 王双凤 邓小霞

俞佳慧 王　薇 郭　倩 王永纯

杨家辉 夏　进 陆新宇 季佳伟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彭　倩 夏　媛 赵欢欢 邹琪惠

于泽萍 杨承宇 朱艳青 许珊珊

薛　清 王梦真 方柯莉 刘晓婉

蒋　芮 钱　焰 张笑笑 刘逸宁

龚世松 董　伟 曹　瑞 陆　梁
戴航鑫 杨　凯 严家欢 仲　鹏
徐云槐 董雨慧 袁　奕 陈　智
唐　文 詹其香 肖桂琴 钱志慧

金　艺 凌佳智 沈佩雯 金晓兰

王思怡 严　欣 王　静 毛丽娜

单　潇 陆书慧 姬　超 许延栋

窦熙皓 李　星 孟凡亮 谢海炜

李　杨 孙浚杰 周　利 吴　迪
姚国威

药物制剂专业

康淑娟 李胜超 王　怡 凌小敏

曹　蕾 刘　彦 潘玉婷 宗　玲
叶枝红 张玉凤 何夏君 田薇怡

徐　玉 桑帅帅 叶章杰 金　鑫
王学伟 钱　伟 朱　欢 潘云剑

赵晓婷 高婷婷 胡雯婕 张玲娣

章　文 吴　淼 盛艳荷 陈琳琳

唐届萍 陆　丹 姜慧妍 阚晓月

虞平添 张　龙 李锡金 葛　琦
马　俊 孟振兴 施晶晶 高旭达

冶金工程专业

周纪雪 杨　叶 王　芹 王艳萍

袁　飞 薛桂梅 庄舒静 王　强
张孝龙 刘　青 孔　涛 钱富强

沈　磊 雍鸣东 洪　懿 费爱庚

陈曦曦 张建宇 王　政
医学检验专业

徐敏慧 刘潇寒 唐　哲 施天华

武星月 瞿育恩 顾　晔 彭雪薇

夏瑜椰 朱　婷 黄小丽 袁佳璐

吕臻怡 王丽霞 王　婷 肖　萍
王　秀 吴昕雨 华　晔 周梅芳

耿　茜 姬　宁 姜媛媛 高　健
马新骏 陆禹池 刘　高 李　猛
屠晓舟 郭　达 徐　泽 唐文东

赵倩儒 奚　旺 杨　惠 郑　鑫
周　顺 任　静 房　嫱 杨　圆
唐　黛 陈佳慧 陈　晔 胡　雪
王晶哲 葛云逸 潘旭梅 朱羽桐

杨雪君 陈　彦 范卓华 吴昕哲

黄　蓝 徐梓萌 诸　茜 李伶俊

宋　航 刘　锐 乔　磊 王　跃
陈　诚 吕　品 钱嘉伟 张之晨

王益华 李萌萌 张良超 葛梦圆

余倩文 倪亚亚 曹　芸 恽　悦
巫　格 黄敏虹 俞少露 蒋　瑶
陈默新 汪媛媛 杨　杏 孙　凡
贺　狄 龙媛媛 程　越 潘姝吟

俞　丹 夏思杨 王玲玲 沈晓美

魏　磊 杜　通 蒋弘轩 殷振华

吕正超 杨　屹 李　鸣 许　斌
朱兴尧 韩育锟 吴丽莉

艺术设计专业

崔怡然 钟　烨 赵　楠 潘玉洁

丁胜男 李星彤 许珊珊 曹姗姗

程　铖 顾菲菲 张　瑜 李有燕

杨玲芳 陈　慧 潘　舒 孙　安
刘　勤 戴灵飞 陈　政 曹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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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金 莫潇宇 薛建华 杨淳轶

顾峰丞 汤海洋

英语专业

王　月 周　蓓 马文癑 姜霖霖

韩　燕 严振仪 李欣雨 孙　鑫
富　丽 宗　进 杨　潞 陈　玲
张　倩 姚嘉苗 陈　茜 王锴英

顾潇潇 倪诗雨 顾磊菊 何　娜
董怡婷 朱　瑶 宗雅慧 李宏图

龚鹏成 孙　华 韩　婧 倪　艳
张　敏 宋林露 邹嫦仙 黄　梅
袁英姿 仇卫琴 张玉风 王　荧
刘　敏 郁赛男 赵　萍 陈　静
张　颖 戚　敏 许颖易 郭　慧
施金花 浦赛楠 王海伦 周晶晶

张书琴 朱瑛洁 盛海洋 马　良
张　帆 邵珉珂 彭嘉麟 孙　敏
庄　莉 刘雨晨 张　磊 杨晓希

刘　鑫 屈闻雯 秦　涵 徐婉莉

孔　梦 靳　翠 潘敏妍 崔益文

孙婷婷 蔡启梦 葛小洁 杨梦婷

张慧凡 朱丽霞 蒋燕妮 付天美

高　兴 陈晨薇 张　伟 顾逸

李　莉
制药工程专业

沈玉环 刘竹兰 王　婷 唐秋洁

苏　雅 汪　羚 张　敏 李景玉

王　倩 张军乔 石　莹 侍海娇

曹贞路 朱文慧 杜志成 陈　晨
王子威 谢鲁灵枫 孙梅峰

金　星 王　琪 渠稳萍 庄孟瑶

王晓燕 吴　茜 刘亚林 周银莲

周苗苗 李晓玲 陈溶溶 杨　丽
罗　皎 戴　宁 周　莹 申　凯
宋　杰 卢　振 陈夏浩 许宝军

刘　洋
自动化专业

周　翊 刘　蕾 王海燕 王　伟

倪　伟 倪振杰 张吉宇 卢彬彬

熊　伟 金　明 袁功健 方　磊
朱　文 顾佳圣 施子诚 施洁民

吴　皓 明吉龙 张　力 潘晓邁

吴潮刚 沈　楷 叶晓珊 周滟华

周　璐 张恒之 孟祥利 王　斐
卫嘉俊 张斌斌 吕　越 朱琳欢

宋小齐 范耀峰 潘　星 李海伟

周良飞 俞　斌 李烨杰 吕　辉
李智勇 赵诗雨 钱甫铖 马　啸
吴晓伟 邢　鹏 顾　慧 孙健兰

李鹏宇 孔祥强 吕溢航 邵　辉
双有健 严　辉 张承曦 吴帅文

龚亮 纪光厂 朱伟轩 王　乾
张　扬 沙文杰 梁华宝 王　鹏
华洁东 张　垒 姜俊健

（撰稿人：徐翠红）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升学”名单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潘彩霞 孙云辉 马国鑫 蒋晨昆

殷　亮 周海运 吴　杰 陈树洋

余乃文 龚　昊 王琪琪 郭晓杰

卞新光 何文凯 周颖鸿 张圣洋

崔佳森 杨雪情 邓维维 解　玄
谢树运 陈樱莹 李　科 杭雨森

齐惠冬 周　璇 李红刚 顾振华

王　冕 陈　哲 史玉龙 赵康梅

周　华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王　娟 李嘉欣 赵　麟 张禹阳

袁　圆 洪　红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张　莉 谌姣姣 郭宇娇 蔡玉娜

李　增 吴　淼 林声华 丁　勇
谭叶青 岳　震 熊剑鸣 李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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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韬杰 徐荣图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陈正刚 于登辉 范文才 王　楠
尹棋烽 曹　伟 金炳辰 王　岩
杨新村 文　豪 王伟政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专业

彭嘉品 丁鑫浩 段海峰 石　勇
朱　斌 谢　涛 卢海飞 李　雁
王登铭 展阔杰 马广野 张文昊

农装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赵峥嵘 胡健滨 顾　昊 徐洋洋

洪亚杰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常　群 单海强 贡　玺 吴　琦
张金伟 皮恒志 解　炬 孟　礼
何　娟 何　海 张　欢 曹　冬
邹春一 刘雨曦 陈　坤 王　超
丁彦姝 濮　? 俞　峰 邵　凯
施凯津 张　松 丁　浩 吴惟浩

温开虎 李梦琪 吴新佳 朱　琦
王乐乐 黄建宇 冷俊桦 吴传刚

杨　逍 张　旺 许　峰 陈　卉
韩振杨 刘昌宁 谢辰阳 沈天浩

王　晓 孙彩珍

交通工程专业

车畅畅 杨俊辉 吴　健 徐云霞

杭佳宇 张　瑞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专业

刘　婧 曹　磊 周明轩 文　帅
董良秀 濮晓宇 朱楠林 赵宇超

张隆基 顾林波 管志云 赵晓东

王怀柱 杨　丹 姜　苏 陶佳宇

孙　闫 白　霖 肖　雪 徐　睿

侯刘闻迪 杨志伟 王佳炜

徐　波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

专业

杨阳阳 吴科甲 梁朱冬 孙登辉

任　成 吴　旭 张加豪

能动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董　彦 王　坤 刘立婷 单贵苏

卢志刚 许鹏飞 黄志刚 王国旭

徐　文 叶倩云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专业

周小引 彭武吉 张永超 赵　阳
季燕羽 洪良星 顾仁勇 孙冬冬

徐　颖 张智伟 王逸云 陈宗贺

张　奕 高凌峰 李慧文 徐　伟
李　宇 蒋　衍 曹　丽 曹　睿
李佳峻 李　钰 陈郁文 高海司

蔡　峥 葛　磊 顾祖坤 郭鹏明

詹连辰 徐志远 刘　刚 李　力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专业

侯云鹤 宗　磊 孙静如 王丽霞

罗博韬 穆　茂 黄　彬 王慧洁

阮　洋 章　辉 孙超群 杜建太

皇甫启捷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

刘　畅 肖骏林 石何飞 闾　荔
胡琼宇 李维孝 王晨平

材料学院

冶金工程专业

贾伟杰 金　鉴 张裕嘉 周　轶
徐　磊 费孝顺 郑延文 肖　洋
刘冲冲 盛　成 黄　宇 彭发根

金　波 乔永强 苏晓伟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郝惠洁 魏　娴 吕宏宇 陈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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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婷婷 刘　? 董　亮 夏　寒
蒋　晗 陈天亮 成　旭 全　成
王思顺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金永珍 王中武 刘　威 吴炎森

张　莹 马　旭 吴　荣 黄　伦
郭淑婧 潘红飞 平昱航 敬林果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马　倩 苗一秋 易成坷 杨　宁
陆玲梅 王　敏 邢　通 罗　梦
朱　超 程　晨 张令瑜 赵　博
杨松楠 丁　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陈　玲 李双联 邵　剑 冒俊霞

尹正亮 翁明强 邱守飞 李银凤

王　莹 赵凯丽 罗廷福 周　康
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

赵　乐 虢兴洋 吉　航 谢　健
易　萌 周　鹤 印厚尚 汪　闵
周　祥 宋　琪 高雪华 武延泽

张星临 杨永刚 曹成成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光电材料与

器件）专业

游佳丽 高崇光 陈　聪 钱彬彬

张莉莉 李金榜 刘宗涛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葛志霞 顾　浩 张新星 蒋　山
钱　一 赵祝恒 殷文倩 杜　伟
吴伟强 范　洵 曹园园 王一帆

李　阳 唐　杰 杨思文 方万两

王诗源 陈仲华 程　宜 顾　
!

崔清华 刘　兵 丁灵卫 黄　旭
周　玲 杜鑫鑫

自动化专业

叶文斌 朱旭辉 段　倩 孙红艳

胡晓慧 陈　明 吉鸿伟 王　天

黄林奎 顾陈瑜 李国政 冯　雷
矫　帅 周辉辉 朱晟桢 刘　陆
陈剑斌 陈旭芳 吴彬玉 王　健
倪媛媛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霍彩虹 黄丽萍 范　浩 周敏睿

高　瞻 丛孙丽 刘训茂 陆敏婷

王钟情 时国定 李晨杰 陈方方

冯　玮 朱澄卓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陈燕婷 贺　通 苏思玫 张　男
赵美玲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洪薇沁 吴振海 李　鲍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高　闯 裘慧亮

食品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蒋玉香 杨龙平 王晨蕾 尹晨晨

任大堆 刘梦雷 李　伟 南　阳
胡　伟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翁龙梅 郭　艳 熊　颖 罗其君

杨　丽 洪　晨 白志杰 程　珂
张文彤 郭亚洲 王　干 张　天
胡坤雅 陈秋宏 周　轩 林诗曼

何　飞 刘　孟 许雪儿 王　杨
肖孟超

生物技术专业

刘慧超 朱小惯 费　倩 张　振
李思斌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吕真真 周　瑶 谷耀光 赵　稳
袁　锦 叶伟涛 任　薇 曹晓梅

袁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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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专业

宋春艳 王　亚

环安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赵志超 王子乾 张　苗 吕　坤
吴同亮 赵文恺

安全工程专业

吴　婷

计算机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甄　蕊 黄茹辉 丁晓东 王新平

王瑞奇 马志远 任　云 吴东耀

宁秋燕 郑　吉 朱　婷 李永维

杨玮婕 刘绵诗 王　蕾 易　佳
姜　舒 蔡　强 王志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毛承旺 杨　硕 焦一凡 宋金花

郁　鹏
信息安全专业

杨　蕾 丁　禹 李化邓 许国朋

孙佳俊 尹小花 华　蕾 季海娟

程晓阳 轩永仓

软件工程专业

曹　静 刘君琦 包虹斐 徐增壮

高鸣蕾 张　欢 李世雄 陈　俊
赖　宁 李　亮 蔡晨伟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专业
章　琳 高　慧 周　游 匡　雯
陈小强 孙　康
网络工程专业

占　琳 李　露 平淑容 陈　果
姚腾辉 陈志鹏 郝梓琳 董　永
物联网工程专业

徐文秀 陈　凯 刘宏官 刘礼刚

牛月晗 李剑锋 唐振宇 赵　昶
羊　立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王　楠 刘　超 朱晓彬 崔晨红

宁改霞 张发祥 陈　悦 陆晶清

朱沁文 金　豆 李薇宇 沈晓文

徐泽宇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汪文丽 曹万荣 崔延伟 唐　凯
丁文昌

应用物理学专业

胡素素 吴笑漪 宗君宇 王琪善

王　杰 孙苏民 吴苏杰 童唯扬

唐元开

土力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专业

刘思铖 白志娟 王建辉 周丽萍

徐冬辉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专业

张壮壮

工程管理专业

曹秀兰 高金操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专业

朱芳芳 杨　欢 金　雨 胥　超
罗莉君 茅　矛 谢旭兰 刘苗苗

盛雪曦 赵　娟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周　婷 赵君泽 张雪萌 代黎明

马丽蓉 何　城 程秀美 卢　健
翟　楚 陆小刚 倪文秀 李继泰

胡　靖 徐振业 杨　蕾 牟方友

王　超 任　慧 吴　疆 马晓东

钱　坤 朱恒佳 赵海波 万　靖
应用化学专业

周巧兰 黄东亮 王　爽 缪绪立

胡琴汉 杨文博 于　萍 田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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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臣 贺绍军 李　欣 肖　鹏
秦明峰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梁莉敏 胡　宇
工业工程专业

吴启飞 姚相宜

工商管理专业

张恒阳 王丁磊 孔蕴雯 李军强

市场营销专业

戴星星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陈　聪 王燕玲 刘佳毅 沈　静
熊静仪 秦晓宇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专业

杨　焘 徐　颖 顾霏雨

电子商务专业

曹书芳 刘　敏 耿菱怿

物流管理专业

孙雅婷

财经学院

会计学专业

夏　凡 胡中怡 邹　钰 李金京

曹晓梅 陆黎玮 李　莹 吴秋桐

夏欣妍 刘　硕 陈慧天 许梦姣

朱道朴 张　琳 苏　慧 曹　婧
虞　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郭琳琳 朱　红 施　羽 陆　鑫
金融学专业

杨　琴 吕秀梅 王　倩 杨静明

周　杰
财务管理专业

王　静 高嘉静 周菲菲 王晓泽

吴　兵

统计学专业

戴靓靓 徐苏杭 曹媛媛 葛坤进

顾宇杰

财政学专业

马高强 聂登俊

保险专业

谢　羽 朱　颖
能源经济专业

金　艺 潘成龙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刘椿凤 刘金金 李　言 韩　婷
王正喜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俞燕燕 姜亦然 沈芙蓉

汉语言文学（涉外高级文秘）专业

赵陈惠 张春晓 刘海婷 邱　云
徐飞燕 孙　敏 王凌羽 杨　浩
对外汉语专业

邬梦珂 谢　瑶 杜舒雅

法学（国际经济法）专业

李冉冉 王丽娟 黄本超 程　浩
孙家愉 严晓岸

法学（经济法）专业

马佳萍 缪　阳 焦　珂 武晓潇

邹梦贤 孙秋玉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刘　琰 李　邱 袁敏鸣 陆丹婷

胡　月 李　楠 李家言 赵　蕊
孔建好 余中秋 金　晶 张　崴
陆品超 丁　婕 陆义莹 蒋安琪

朱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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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专业

李昕阳 张育萌 常园丹 沈　耀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建筑工业产品艺术设计）

专业

张　露 成　磊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专业

刘　宁 曾　佳
美术学专业

王天艺 秦亦阳 沙　鸥 秦　岩
刘岱骄 赵　凯
动画专业

闵文祺 刘　龙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唐心怡 邹雁南 吴丹蓉 耿大磊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专业

袁子羽 赵园园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专业

沈凌洁 王　盼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

王茹月 李　婧 蒋孟林 顾漱溟

章美婷 梁景超 周　玲 周　改
杨　雪 黄振华 谢　娴 刘婷婷

邵小美 孙明明 王品昊 储雪姣

冯　雯 焦志敏 顾豪祺 胡　斌
杨　洁 尤一舟 陈大洋 周焕高

韩　贺 熊莹晖 李江枫 殷喜丰

韩　玮 郑苗苗 许修健 丁　亮
许　尧 王春燕 陆　萍 陆　林
郭雪珂 刘　涛 王竟悟 吴　亚
宋癑 范逸怡 潘　扬 吴以伦

贺　丹 陈圆圆 卜冬云 李希茜

金　君 龙　涛 顾颖超 钱洲楠

邢　鸣 郑　伟 段媛媛 郑丹丹

陈丹丹 师　伟 沈俊飞 王　妍
吴思凡 张　岭 徐宇浩 汤　茜
戴菡珏 季佩宇 尹超云 张俊杰

姜　玲 李　羚 王新宇 叶　斐
李博健 高　雅 曹雪进 殷　榛
谢一帆 沈　朵 李竹倩 张怡萱

刘姜艳 刘艳琪 周　娇 宋丹丹

王旋旋 陈智琴 丁小星 杭　景
王　战
医学影像学专业

盛爱妍 陆　平 孙　帆 杨惠泉

王美蓉 凌　锐 王　容 陈　曦
石　卉 王文涛 刘　伟 顾悦凡

贺　晨 杨佩儒 石秀东

医学检验专业

梁　炜 陈亦扬 孙嘉遥 卞慧琴

董　燕 赵依琳 李文亮 陈　蓉
吴　佳 张荣雪 罗　旋 陈香云

李　霞 梁广舒 陈京燕 蔡梦洁

涂　茜 杨　芳 刘　云 许　桃
郑　雨 杨　粟 万　杰
护理学专业

钟梦诗 周田田

卫生检验专业

李　荣 唐苗苗 傅婉秋 董　颖
杨波波 周　旭 严　颖 董　芳
张　凯

药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李晶晶 王彦帅 蔡慧敏 朱　翔
袁　婷 陈菲菲 仪永康 汪　强
陆　燕 陈　翠
药学专业

李　君 丁小宇 王　鸽 王志万

于美玲 顾　怡 郭　敏 任深圳

郑天瑶 郑　爽 王海艳 杨　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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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玲 梁忠平 李慧华 吴文萍

药物制剂专业

段忱辰 鲍鹏悦 陈　菲 季方圆

童小力 张少龙 杨　夏 江　涛

朱飞琴 钱彬彬 杨凤莲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本科毕（结）业生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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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成型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６ ３ ４ ２５ ８６．２１％

成型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１ ２３ ９５．８３％

复合材料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复合材料１１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３ ２５ ８９．２９％

高分子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高分子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金属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５ １ ２ ２４ ９２．３１％

金属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无机（光电材料）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４ １ ５ ２０ ８０．００％

无机（光电材料）１１０２ ３０ ２９ １ ３ ２７ ９０．００％

无机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２ １ ３ ２０ ８６．９６％

无机１１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２ ２０ ９０．９１％

冶金１１０１ ２１ ２１ ０ １ ２０ ９５．２４％

冶金１１０２ ２０ ２０ ０ ２ １８ ９０．００％

汇总 ３５１ ３４４ ７ ２７ ３２４ ９２．３１％

财经学院

保险１１０１ ２１ ２１ ０ １ ２０ ９５．２４％

保险１１０２ １８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１００．００％

财务１１０１ ３５ ３５ ０ １ ３４ ９７．１４％

财务１１０２ ３５ ３４ １ １ ３４ ９７．１４％

财政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００％

国贸１１０１ ３２ ３２ ０ ０ ３２ １００．００％

国贸１１０２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００％

会计１１０１ ３５ ３５ ０ ０ ３５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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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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学院

会计１１０２ ３３ ３２ １ ２ ３１ ９３．９４％

会计１１０３ ３３ ３３ ０ 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会计１１０４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００％

会计１１０５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００％

会计１１０６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００％

金融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金融１１０２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００％

金融１１０３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金融１１０４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能源经济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统计１１０１ ３２ ３２ ０ ０ ３２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５６１ ５５９ ２ ５ ５５６ ９９．１１％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电气（卓越）１１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电气（卓越）１１０２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１９ １００．００％

电气１１０１ ４０ ３８ ２ ２ ３８ ９５．００％

电气１１０２ ４０ ４０ ０ ３ ３７ ９２．５０％

电信工程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５ １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电信工程１１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电信科技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电信科技１１０２ ２７ ２５ ２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农业电气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１ ２４ ９６．００％

生物医学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５ ２ ３ ２４ ８８．８９％

自动化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自动化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自动化１１０３ ２４ ２３ １ ３ ２１ ８７．５０％

汇总 ３５６ ３４７ ９ １８ ３３８ ９４．９４％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工商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１ ２８ ９６．５５％

工商１１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工业１１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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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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院

工业１１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３ ２５ ８９．２９％

公共（医保）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人力资源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００％

人力资源１１０２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物流１１０１ ４０ ３９ １ ２ ３８ ９５．００％

信息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４ ２１ ８４．００％

信息１１０２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营销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１ ２８ ９６．５５％

汇总 ３４０ ３３９ １ １１ ３２９ ９６．７６％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１１０１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化工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化学（师）１１０１ ３３ ３３ ０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应化１１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３ ２１ ８７．５０％

应化１１０２ ２３ ２３ ０ ５ １８ ７８．２６％

汇总 １２６ １２６ ０ ９ １１７ ９２．８６％

环境与安全

工程学院

安工１１０１ ３７ ３７ ０ ３ ３４ ９１．８９％

环保设备１１０１ ３８ ３８ ０ ４ ３４ ８９．４７％

环境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２ １ １ ２２ ９５．６５％

环境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２ ２３ ９２．００％

汇总 １２３ １２２ １ １０ １１３ ９１．８７％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测控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４ １ ２ ２３ ９２．００％

光信息１１０１ ２４ ２３ １ ２ ２２ ９１．６７％

光信息１１０２ ２１ ２１ ０ ０ ２１ １００．００％

机电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５ ２２ ８１．４８％

机电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４ １ １ ２４ ９６．００％

机械（模具）１１０１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机械（模具）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机械（卓越）１１０１ １８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１００．００％

机械（卓越）１１０２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１９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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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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机械１１０２ ３６ ３６ ０ ３ ３３ ９１．６７％

机械１１０３ ３１ ３１ ０ ２ ２９ ９３．５５％

机械１１０４ ３２ ３２ ０ １ ３１ ９６．８８％

汇总 ３６６ ３６２ ４ １９ ３４７ ９４．８１％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８ １ １ ２８ ９６．５５％

计算机１１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软件（嵌入式）１１０１ ２１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９５．２４％

软件（嵌入式）１１０２ ２２ ２１ １ １ ２１ ９５．４５％

软件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软件１１０２ ２９ ２９ ０ ４ ２５ ８６．２１％

通信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通信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网络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网络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２ ３ ４ ２１ ８４．００％

物联网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３ ２ ２ ２３ ９２．００％

物联网１１０２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信息安全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２ ２３ ９２．００％

信息安全１１０２ ２１ １９ ２ ４ １７ ８０．９５％

汇总 ３５２ ３４２ １０ ２２ ３３０ ９３．７５％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师）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理学院

数学（国际课程班）１１０１ ２２ ２２ ０ １ ２１ ９５．４５％

数学（师）１１０１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数学（师）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数学１１０１ ３１ ３１ ０ １ ３０ ９６．７７％

物理（师）１１０１ ２０ ２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

物理（应用物理）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３ ２ ２ ２３ ９２．００％

信计１１０１ ３１ ３１ ０ ３ ２８ ９０．３２％

汇总 １７５ １７３ ２ ７ １６８ ９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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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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师）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动力（节能减排）１１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动力（节能减排）１１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动力（流体）１１０１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００％

动力（流体）１１０２ ３３ ３３ ０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动力（热能）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动力（热能）１１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建筑环境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２ ２３ ９２．００％

建筑环境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１ ２３ ９５．８３％

流体（卓越）１１０１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００％

流体（卓越）１１０２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新能源１１０１ ２１ ２０ １ ２ １９ ９０．４８％

新能源１１０２ ２１ ２１ ０ １ ２０ ９５．２４％

汇总 ３１８ ３１７ １ ７ ３１１ ９７．８０％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００％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车辆（卓越）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车辆（卓越）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车辆１１０１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车辆１１０２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车辆１１０３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车辆１１０４ ２９ ２８ １ ２ ２７ ９３．１０％

车辆１１０５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车辆１１０６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动力（机械）１１０１ ３０ ２８ ２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动力（机械）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动力（机械）１１０３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交通１１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交通１１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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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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运输（物流）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８ １ ４ ２５ ８６．２１％

运输（物流）１１０２ ２７ ２５ ２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汇总 ４１３ ４０６ ７ １２ ４０１ ９７．０９％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１１０１ １９ １８ １ １ １８ ９４．７４％

生物技术１１０１ ２１ ２１ ０ ０ ２１ １００．００％

食品（国际课程班）１１０１ ３５ ３５ ０ ０ ３５ １００．００％

食品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食品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１ ２４ ９６．００％

食品质安１１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食品质安１１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３ ２５ ８９．２９％

汇总 １８２ １８１ １ ７ １７５ ９６．１５％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工程管理１１０１ ２１ ２１ ０ １ ２０ ９５．２４％

工程管理１１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土木（建筑）１１０１ ３５ ３５ ０ ０ ３５ １００．００％

土木（建筑）１１０２ ３３ ３３ ０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土木（土建）１１０１ ３４ ３２ ２ ４ ３０ ８８．２４％

汇总 １４５ １４３ ２ ６ １３９ ９５．８６％

外国语学院

日语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２ ２４ ９２．３１％

日语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１ ２３ ９５．８３％

英语（师）１１０１ ３３ ３３ ０ 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英语（师）１１０２ ３５ ３５ ０ ０ ３５ １００．００％

英语１１０１ ３０ ２９ １ １ ２９ ９６．６７％

英语１１０２ ３２ ３２ ０ １ ３１ ９６．８８％

汇总 １８０ １７９ １ ５ １７５ ９７．２２％

文法学院

对外汉语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对外汉语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法学（国经法）１１０１ ２２ ２１ １ １ ２１ ９５．４５％

法学（国经法）１１０２ ２０ ２０ ０ １ １９ ９５．００％

法学（经济法）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法学（经济法）１１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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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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法学院

汉语（师）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汉语（师）１１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汉语（文秘）１１０１ ２１ ２１ ０ ０ ２１ １００．００％

汉语（文秘）１１０２ ２３ ２２ １ １ ２２ ９５．６５％

汇总 ２４０ ２３８ ２ ３ ２３７ ９８．７５％

药学院

药物制剂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药物制剂１１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药学１１０１ ２８ ２７ １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药学１１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２ ２４ ９２．３１％

制药１１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１ ２３ ９５．８３％

制药１１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１５０ １４９ １ ５ １４５ ９６．６７％

医学院

护理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００％

护理１１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检验１０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００％

检验１００２ ３０ ２９ １ １ ２９ ９６．６７％

检验１００３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卫生检验１１０１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医学（全科）１０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医学（全科）１０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１ ２７ ９６．４３％

医学（全科）１００３ ２９ ２９ ０ １ ２８ ９６．５５％

医学（全科）１００４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医学（全科）１００５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医学（全科）１００６ ２９ ２９ ０ １ ２８ ９６．５５％

医学１００１ ３８ ３８ ０ ２ ３６ ９４．７４％

医学１００２ ３０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９６．６７％

医学１００３ ３４ ３３ １ ２ ３２ ９４．１２％

医学１００４ ３５ ３５ ０ １ ３４ ９７．１４％

影像１００１ ３３ ３３ ０ 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影像１００２ ３３ ３３ ０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汇总 ５２８ ５２５ ３ １５ ５１３ ９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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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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院

动画１１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工设（艺术）１１０１ １６ １６ ０ ０ １６ １００．００％

工设（艺术）１１０２ １８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１００．００％

工设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美术（师）１１０１ １７ １７ ０ ０ １７ １００．００％

美术（师）１１０２ １８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１００．００％

艺设（环境）１１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艺设（环境）１１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艺设（环境）１１０３ ２１ ２１ ０ ０ ２１ １００．００％

艺设（媒体）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４ １ ２ ２３ ９２．００％

艺设（装饰）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００％

艺术（平面）１１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００％

汇总 ２６５ ２６４ １ ３ ２６２ ９８．８７％

校本部合计 合计 ５２５０ ５１９５ ５５ １９１ ５０５９ ９６．３６％

宿迁学院

（２０１４年
９４．３７％）

１１计本（１） ５４ ５４ ０ ３ ５１ ９４．４４％

１１计本（２） ５２ ５０ ２ ４ ４８ ９２．３１％

１１软件（１） ４３ ４３ ０ ０ 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１软件（２） ４３ ４２ １ ３ ４０ ９３．０２％

１１电子（１） ６０ ５８ ２ ３ ５７ ９５．００％

１１电子（２） ６３ ６２ １ ５ ５８ ９２．０６％

１１金属（１） ４８ ４８ ０ ２ ４６ ９５．８３％

１１无机非金属（１） ４６ ４６ ０ ０ 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１通信（１） ５１ ５０ ２ ５ ４６ ９０．２０％

汇总 ４６０ ４５３ ８ ２５ ４３５ ９４．５７％

合计（含宿迁） ５７１０ ５６４８ ６３ ２１６ ５４９４ ９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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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截至２０１５．１２．２４）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升学出国率

合计
９６．８９％

（５２７１／５４４０）
７０．２６％

（３８２２／５４４０）
７．８３％

（４２６／５４４０）
１８．８１％

（１０２３／５４４０）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００％
（３９８／４０２）

７３．３８％
（２９５／４０２）

３．９８％
（１６／４０２）

２１．６４％
（８７／４０２）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９７．９６％
（４８／４９）

５７．１４％
（２８／４９）

８．１６％
（４／４９）

３２．６５％
（１６／４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９８．９０％
（１７９／１８１）

７６．８０％
（１３９／１８１）

１．６６％
（３／１８１）

２０．４４％
（３７／１８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模具）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５８）

７４．１４％
（４３／５８）

３．４５％
（２／５８）

２２．４１％
（１３／５８）

机械电子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６）

６７．８６％
（３８／５６）

７．１４％
（４／５６）

２５．００％
（１４／５６）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９８．２８％
（５７／５８）

８１．０３％
（４７／５８）

５．１７％
（３／５８）

１２．０７％
（７／５８）

农业

装备

工程

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３１）

８３．８７％
（２６／３１）

０．００％
（０／３１）

１６．１３％
（５／３１）

汽
车
与
交
通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７．０７％
（４３０／４４３）

７５．６２％
（３３５／４４３）

０．００％
（０／４４３）

２１．４４％
（９５／４４３）

车辆工程
９８．８０％
（２４８／２５１）

７６．８９％
（１９３／２５１）

０．００％
（０／２５１）

２１．９１％
（５５／２５１）

热能与动力工程

（动力机械）

９６．３４％
（７９／８２）

６４．６３％
（５３／８２）

０．００％
（０／８２）

３１．７１％
（２６／８２）

交通运输

（汽车运用工程）

９８．２１％
（５５／５６）

８３．９３％
（４７／５６）

０．００％
（０／５６）

１４．２９％
（８／５６）

交通运输

（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交通工程
８８．６８％
（４７／５３）

７７．３６％
（４１／５３）

０．００％
（０／５３）

１１．３２％
（６／５３）

能
源
与
动
力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０７％
（３２１／３２４）

６９．４４％
（２２５／３２４）

５．２５％
（１７／３２４）

２４．３８％
（７９／３２４）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６）

７５．００％
（４２／５６）

５．３６％
（３／５６）

１９．６４％
（１１／５６）

热能与动力工程

（电厂热能）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５５）

６５．４５％
（３６／５５）

１０．９１％
（６／５５）

２３．６４％
（１３／５５）

热能与动力工程

（流体机械）

９９．１８％
（１２１／１２２）

６５．５７％
（８０／１２２）

３．２８％
（４／１２２）

３０．３３％
（３７／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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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升学出国率

能源

与动

力工

程学

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９７．６２％
（４１／４２）

６６．６７％
（２８／４２）

４．７６％
（２／４２）

２６．１９％
（１１／４２）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９７．９６％
（４８／４９）

７９．５９％
（３９／４９）

４．０８％
（２／４９）

１４．２９％
（７／４９）

材
料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１７％
（３５９／３６２）

６４．０９％
（２３２／３６２）

９．１２％
（３３／３６２）

２５．９７％
（９４／３６２）

冶金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４２）

５４．７６％
（２３／４２）

７．１４％
（３／４２）

３８．１０％
（１６／４２）

金属材料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５４）

６６．６７％
（３６／５４）

９．２６％
（５／５４）

２４．０７％
（１３／５４）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４５）

６４．４４％
（２９／４５）

８．８９％
（４／４５）

２６．６７％
（１２／４５）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光电材料与器件）

９６．４３％
（５４／５６）

８２．１４％
（４６／５６）

１．７９％
（１／５６）

１２．５０％
（７／５６）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５２）

６３．４６％
（３３／５２）

９．６２％
（５／５２）

２６．９２％
（１４／５２）

复合材料与工程
９８．２５％
（５６／５７）

６３．１６％
（３６／５７）

５．２６％
（３／５７）

２９．８２％
（１７／５７）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６）

５１．７９％
（２９／５６）

２１．４３％
（１２／５６）

２６．７９％
（１５／５６）

电
气
信
息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４６％
（３６８／３７０）

７８．３８％
（２９０／３７０）

０．００％
（０／３７０）

２１．０８％
（７８／３７０）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５４）

９０．７４％
（４９／５４）

０．００％
（０／５４）

９．２６％
（５／５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９８．４１％
（１２４／１２６）

７４．６０％
（９４／１２６）

０．００％
（０／１２６）

２３．８１％
（３０／１２６）

自动化
１００．００％
（８１／８１）

７２．８４％
（５９／８１）

０．００％
（０／８１）

２７．１６％
（２２／８１）

电子信息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５５）

７４．５５％
（４１／５５）

０．００％
（０／５５）

２５．４５％
（１４／５５）

生物医学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２８）

８５．７１％
（２４／２８）

０．００％
（０／２８）

１４．２９％
（４／２８）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２６）

８８．４６％
（２３／２６）

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１．５４％
（３／２６）

食品

与生

物工

程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７．８０％
（１７８／１８２）

６３．１９％
（１１５／１８２）

１３．１９％
（２４／１８２）

２１．４３％
（３９／１８２）

生物技术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１）

７６．１９％
（１６／２１）

０．００％
（０／２１）

２３．８１％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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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升学出国率

食品

与生

物工

程学

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９７．６７％
（８４／８６）

５９．３０％
（５１／８６）

１１．６３％
（１０／８６）

２６．７４％
（２３／８６）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９６．４３％
（５４／５６）

５７．１４％
（３２／５６）

２３．２１％
（１３／５６）

１６．０７％
（９／５６）

生物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９）

８４．２１％
（１６／１９）

５．２６％
（１／１９）

１０．５３％
（２／１９）

环
境
与
安
全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８．４８％
（１３０／１３２）

７６．５２％
（１０１／１３２）

１４．３９％
（１９／１３２）

７．５８％
（１０／１３２）

环保设备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３９）

８２．０５％
（３２／３９）

１５．３８％
（６／３９）

２．５６％
（１／３９）

环境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５４）

６８．５２％
（３７／５４）

１６．６７％
（９／５４）

１４．８１％
（８／５４）

安全工程
９４．８７％
（３７／３９）

８２．０５％
（３２／３９）

１０．２６％
（４／３９）

２．５６％
（１／３９）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通
信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７．３２％
（３６３／３７３）

６９．４４％
（２５９／３７３）

９．１２％
（３４／３７３）

１８．７７％
（７０／３７３）

信息安全
９５．９２％
（４７／４９）

４８．９８％
（２４／４９）

２４．４９％
（１２／４９）

２２．４５％
（１１／４９）

通信工程
９８．０４％
（５０／５１）

５６．８６％
（２９／５１）

１．９６％
（１／５１）

３９．２２％
（２０／５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９８．３９％
（６１／６２）

７７．４２％
（４８／６２）

１２．９０％
（８／６２）

８．０６％
（５／６２）

物联网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４８）

８１．２５％
（３９／４８）

０．００％
（０／４８）

１８．７５％
（９／４８）

软件工程
９８．３６％
（６０／６１）

７０．４９％
（４３／６１）

９．８４％
（６／６１）

１８．０３％
（１１／６１）

软件工程

（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

９３．６２％
（４４／４７）

７６．６０％
（３６／４７）

４．２６％
（２／４７）

１２．７７％
（６／４７）

网络工程
９６．３６％
（５３／５５）

７２．７３％
（４０／５５）

９．０９％
（５／５５）

１４．５５％
（８／５５）

理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１．２６％
（１６７／１８３）

５３．５５％
（９８／１８３）

２０．２２％
（３７／１８３）

１７．４９％
（３２／１８３）

数学与应用数学
９４．０６％
（９５／１０１）

６２．３８％
（６３／１０１）

１４．８５％
（１５／１０１）

１６．８３％
（１７／１０１）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８４．８５％
（２８／３３）

４５．４５％
（１５／３３）

２１．２１％
（７／３３）

１８．１８％
（６／３３）

物理学
９５．４５％
（２１／２２）

５４．５５％
（１２／２２）

４０．９１％
（９／２２）

０．００％
（０／２２）

应用物理学
８５．１９％
（２３／２７）

２９．６３％
（８／２７）

２２．２２％
（６／２７）

３３．３３％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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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升学出国率

土
木
工
程
与
力
学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４．７０％
（１４３／１５１）

８３．４４％
（１２６／１５１）

６．６２％
（１０／１５１）

４．６４％
（７／１５１）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

９７．１４％
（６８／７０）

８１．４３％
（５７／７０）

１０．００％
（７／７０）

５．７１％
（４／７０）

土木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

９１．４３％
（３２／３５）

８８．５７％
（３１／３５）

０．００％
（０／３５）

２．８６％
（１／３５）

工程管理
９３．４８％
（４３／４６）

８２．６１％
（３８／４６）

６．５２％
（３／４６）

４．３５％
（２／４６）

化
学
化
工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２３％
（１２９／１３０）

４７．６９％
（６２／１３０）

１６．１５％
（２１／１３０）

３５．３８％
（４６／１３０）

化学
９７．０６％
（３３／３４）

５０．００％
（１７／３４）

２０．５９％
（７／３４）

２６．４７％
（９／３４）

应用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４７）

４８．９４％
（２３／４７）

２３．４０％
（１１／４７）

２７．６６％
（１３／４７）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４９）

４４．９０％
（２２／４９）

６．１２％
（３／４９）

４８．９８％
（２４／４９）

管
理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１５％
（３５０／３５３）

８２．７２％
（２９２／３５３）

８．２２％
（２９／３５３）

８．２２％
（２９／３５３）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５４）

７９．６３％
（４３／５４）

１４．８１％
（８／５４）

５．５６％
（３／５４）

工业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６）

８７．５０％
（４９／５６）

３．５７％
（２／５６）

８．９３％
（５／５６）

工商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５８）

７５．８６％
（４４／５８）

１５．５２％
（９／５８）

８．６２％
（５／５８）

市场营销
９６．８８％
（３１／３２）

９０．６３％
（２９／３２）

３．１３％
（１／３２）

３．１３％
（１／３２）

人力资源管理
９６．６１％
（５７／５９）

７９．６６％
（４７／５９）

３．３９％
（２／５９）

１３．５６％
（８／５９）

电子商务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８８．８９％
（２４／２７）

３．７０％
（１／２７）

７．４１％
（２／２７）

物流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４０）

９０．００％
（３６／４０）

７．５０％
（３／４０）

２．５０％
（１／４０）

公共事业管理

（医疗保险）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７４．０７％
（２０／２７）

１１．１１％
（３／２７）

１４．８１％
（４／２７）

财
经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４．１８％
（５３４／５６７）

７０．７２％
（４０１／５６７）

１２．１７％
（６９／５６７）

１１．２９％
（６４／５６７）

能源经济
９１．３０％
（２１／２３）

６９．５７％
（１６／２３）

１３．０４％
（３／２３）

８．７０％
（２／２３）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６．８８％
（６２／６４）

７６．５６％
（４９／６４）

１０．９４％
（７／６４）

９．３８％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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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升学出国率

财
经
学
院

财政学
９６．５５％
（２８／２９）

７５．８６％
（２２／２９）

１３．７９％
（４／２９）

６．９０％
（２／２９）

金融学
９４．６４％
（１０６／１１２）

７４．１１％
（８３／１１２）

１２．５０％
（１４／１１２）

８．０４％
（９／１１２）

保险
９２．６８％
（３８／４１）

７３．１７％
（３０／４１）

１４．６３％
（６／４１）

４．８８％
（２／４１）

统计学
９３．７５％
（３０／３２）

６５．６３％
（２１／３２）

９．３８％
（３／３２）

１８．７５％
（６／３２）

会计学
９２．８２％
（１８１／１９５）

６４．６２％
（１２６／１９５）

１２．８２％
（２５／１９５）

１５．３８％
（３０／１９５）

财务管理
９５．７７％
（６８／７１）

７６．０６％
（５４／７１）

９．８６％
（７／７１）

９．８６％
（７／７１）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思想政治教育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７７．７８％
（２１／２７）

３．７０％
（１／２７）

１８．５２％
（５／２７）

文
法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７．１３％
（２３７／２４４）

８１．５６％
（１９９／２４４）

２．０５％
（５／２４４）

１３．５２％
（３３／２４４）

法学

（经济法）

９８．１１％
（５２／５３）

８４．９１％
（４５／５３）

１．８９％
（１／５３）

１１．３２％
（６／５３）

法学

（国际经济法）

９７．７８％
（４４／４５）

８４．４４％
（３８／４５）

２．２２％
（１／４５）

１１．１１％
（５／４５）

汉语言文学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５２）

９０．３８％
（４７／５２）

１．９２％
（１／５２）

７．６９％
（４／５２）

汉语言文学

（涉外高级文秘）

９５．４５％
（４２／４４）

７０．４５％
（３１／４４）

２．２７％
（１／４４）

２２．７３％
（１０／４４）

对外汉语
９４．００％
（４７／５０）

７６．００％
（３８／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６．００％
（８／５０）

外
国
语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８．４０％
（１８４／１８７）

４７．５９％
（８９／１８７）

３５．８３％
（６７／１８７）

１４．９７％
（２８／１８７）

英语
９９．２５％
（１３２／１３３）

４７．３７％
（６３／１３３）

３６．８４％
（４９／１３３）

１５．０４％
（２０／１３３）

日语
９６．３０％
（５２／５４）

４８．１５％
（２６／５４）

３３．３３％
（１８／５４）

１４．８１％
（８／５４）

艺
术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８．５０％
（２６２／２６６）

８１．２０％
（２１６／２６６）

８．２７％
（２２／２６６）

９．０２％
（２４／２６６）

美术学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３５）

６８．５７％
（２４／３５）

１１．４３％
（４／３５）

２０．００％
（７／３５）

艺术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

９８．５１％
（６６／６７）

８８．０６％
（５９／６７）

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０．４５％
（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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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就业状况 升学出国率

艺
术
学
院

艺术设计

（平面设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２８）

８９．２９％
（２５／２８）

３．５７％
（１／２８）

７．１４％
（２／２８）

艺术设计

（装饰艺术设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２６）

９２．３１％
（２４／２６）

０．００％
（０／２６）

７．６９％
（２／２６）

艺术设计

（媒体艺术设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２５）

８８．００％
（２２／２５）

１２．００％
（３／２５）

０．００％
（０／２５）

动画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２４）

８７．５０％
（２１／２４）

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２．５０％
（３／２４）

工业设计
９６．１５％
（２５／２６）

３８．４６％
（１０／２６）

５３．８５％
（１４／２６）

３．８５％
（１／２６）

工业设计

（建筑工业产品艺术设计）

９４．２９％
（３３／３５）

８８．５７％
（３１／３５）

０．００％
（０／３５）

５．７１％
（２／３５）

教师

教育

学院

教育技术学
９５．６５％
（２２／２３）

８６．９６％
（２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２３）

８．７０％
（２／２３）

医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２．５４％
（４９６／５３６）

６０．４５％
（３２４／５３６）

２．８０％
（１５／５３６）

２９．２９％
（１５７／５３６）

卫生检验
７８．２６％
（１８／２３）

３４．７８％
（８／２３）

０．００％
（０／２３）

４３．４８％
（１０／２３）

临床医学
９２．５６％
（２８６／３０９）

５７．６１％
（１７８／３０９）

０．００％
（０／３０９）

３４．９５％
（１０８／３０９）

临床医学

（全科医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医学影像学
９８．５３％
（６７／６８）

６９．１２％
（４７／６８）

８．８２％
（６／６８）

２０．５９％
（１４／６８）

医学检验
９０．００％
（８１／９０）

５７．７８％
（５２／９０）

６．６７％
（６／９０）

２５．５６％
（２３／９０）

护理学
９５．５６％
（４３／４５）

８４．４４％
（３８／４５）

６．６７％
（３／４５）

４．４４％
（２／４５）

药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２．２１％
（１４２／１５４）

６２．３４％
（９６／１５４）

４．５５％
（７／１５４）

２５．３２％
（３９／１５４）

制药工程
９４．２３％
（４９／５２）

６３．４６％
（３３／５２）

９．６２％
（５／５２）

２１．１５％
（１１／５２）

药学
８８．８９％
（４８／５４）

５９．２６％
（３２／５４）

０．００％
（０／５４）

２９．６３％
（１６／５４）

药物制剂
９３．７５％
（４５／４８）

６４．５８％
（３１／４８）

４．１７％
（２／４８）

２５．００％
（１２／４８）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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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学院２０１５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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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与交通工程系

Ｊ车辆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９ ２９ １００．００％

Ｊ车辆１１０２ ３１ ２９ ２ ３ ２８ ９０．３２％

Ｊ车辆１１０３ ３０ ３０ ２ ２８ ９３．３３％

Ｊ车辆１１０４ ２９ ２９ １ ２８ ９６．５５％

Ｊ交通１１０１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

Ｊ交通１１０２ ２１ ２１ ２１ １００．００％

Ｊ运输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４ ３ ６ ２１ ７７．７８％

Ｊ动力（机械）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２３ １００．００％

Ｊ动力（机械）１１０２ ２１ ２１ １ ２０ ９５．２４％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Ｊ动力（流体）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１ ２２ ９５．６５％

Ｊ动力（流体）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５ １ ２４ ９６．００％

Ｊ动力（热能）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５ １ ２ ２４ ９２．３１％

Ｊ动力（热能）１１０２ ２７ ２７ ３ ２４ ８８．８９％

机械工程系

Ｊ机电１１０１ ２２ ２２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Ｊ机电１１０２ ２６ ２５ １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Ｊ机电１１０３ ２４ ２４ ２４ １００．００％

Ｊ机械（模具）１１０１ ２４ ２４ ２ ２２ ９１．６７％

Ｊ机械（模具）１１０２ ３０ ３０ １ ２９ ９６．６７％

Ｊ机械１１０１ ３３ ３２ １ ２ ３１ ９３．９４％

Ｊ机械１１０２ ３４ ３４ ３４ １００．００％

Ｊ机械１１０３ ３２ ３２ １ ３１ ９６．８８％

安全工程系 Ｊ安工１１０１ ２８ ２７ １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Ｊ成型１１０１ ３０ ３０ ３ ２７ ９０．００％

Ｊ高分子１１０１ ３４ ３４ ３ ３１ ９１．１８％

Ｊ金属１１０１ ２２ ２０ ２ ２ ２０ ９０．９１％

Ｊ冶金１１０１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００．００％

电气信息与

自动化工程系

Ｊ电气１１０１ ３２ ２８ ４ ４ ２８ ８７．５０％

Ｊ电气１１０２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Ｊ电气１１０３ ３３ ３３ ２ ３１ ９３．９４％

Ｊ电信工程１１０１ ２４ ２４ ２４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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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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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信息与

自动化工程系

Ｊ电信工程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２４ １００．００％

Ｊ自动化１１０１ ２２ ２２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Ｊ自动化１１０２ ２４ ２４ １ ２３ ９５．８３％

Ｊ自动化１１０３ ２２ ２１ １ １ ２１ ９５．４５％

化学化工系 Ｊ化工１１０１ ３３ ３３ ３３ １００．００％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系

Ｊ计算机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５ ２ ２３ ９２．００％

Ｊ计算机１１０２ ２３ ２３ １ ２２ ９５．６５％

Ｊ通信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２３ １００．００％

Ｊ通信１１０２ ２７ ２７ ２ ２５ ９２．５９％

土木工程系

Ｊ土木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Ｊ土木１１０２ ２６ ２６ ２ ２４ ９２．３１％

Ｊ土木１１０３ ２６ ２６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工商管理系

Ｊ工业工程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２３ １００．００％

Ｊ公共（医保）１１０１ ２９ ２９ ２９ １００．００％

Ｊ公共事业（卫管）１１０１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０．００％

Ｊ公共事业（卫管）１１０２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００．００％

Ｊ物流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５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Ｊ物流１１０２ ２７ ２７ １ ２６ ９６．３０％

Ｊ信息１１０１ ２５ ２５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Ｊ信息１１０２ ２８ ２８ ２８ １００．００％

Ｊ营销（网络商务）１１０１ ２０ ２０ １ １９ ９５．００％

Ｊ营销（网络商务）１１０２ １８ １８ １ １７ ９４．４４％

Ｊ营销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３ ２０ ８６．９６％

Ｊ营销１１０２ ２３ ２３ １ ２２ ９５．６５％

财经系

Ｊ国贸１１０１ ３３ ３３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Ｊ国贸１１０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Ｊ国贸１１０３ ２９ ２９ ２９ １００．００％

Ｊ会计（财管）１１０１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００．００％

Ｊ会计（财管）１１０２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Ｊ会计（财管）１１０３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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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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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系

Ｊ会计（财管）１１０４ ３３ ３３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Ｊ会计１１０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１００．００％

Ｊ会计１１０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Ｊ会计１１０３ ３１ ３１ ３１ １００．００％

Ｊ会计１１０４ ３１ ３１ １ ３０ ９６．７７％

Ｊ会计１１０５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Ｊ会计１１０６ ３１ ３０ １ ３ ２８ ９０．３２％

Ｊ会计１１０７ ３１ ３１ １ ３０ ９６．７７％

Ｊ统计１１０１ ２１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９５．２４％

Ｊ统计１１０２ ２０ １９ １ １ １９ ９５．００％

外语系

Ｊ英语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１ ２５ ９６．１５％

Ｊ英语１１０２ ２８ ２８ ２ ２６ ９２．８６％

Ｊ英语１１０３ ２７ ２７ ２７ １００．００％

艺术设计系 Ｊ艺设１１０１ ２６ ２６ ２６ １００．００％

基础医学与

医学技术系

Ｊ检验１１０１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Ｊ检验１１０２ ３４ ３４ ３４ １００．００％

Ｊ检验１１０３ ３３ ３３ １ ３２ ９６．９７％

临床医学系

Ｊ护理１１０１ ２８ ２８ ２８ １００．００％

Ｊ护理１１０２ ２９ ２９ ２９ １００．００％

Ｊ护理１１０３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Ｊ护理１１０４ ２８ ２８ ２８ １００．００％

药学系

Ｊ药剂１１０１ ２０ ２０ １ １９ ９５．００％

Ｊ药剂１１０２ ２０ ２０ ２ １８ ９０．００％

Ｊ制药１１０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１００．００％

Ｊ制药１１０２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００．００％

食品与生物工程系
Ｊ食品１１０１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００．００％

Ｊ食品１１０２ ２１ ２１ ２１ １００．００％

汇　总 ２３１４ ２２９１ ２３ ８０ ２２３４ ９６．５４％

（撰稿人：王绍娟　核稿人：王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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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学院２０１５届毕业生就业率统计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合计
９３．５０％

（２２１６／２３７０）
８０．８４％

（１９１６／２３７０）
３．４２％
（８１／２３７０）

９．２４％
（２１９／２３７０）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２．４７％
（８６／９３）

７７．４２％
（７２／９３）

９．６８％
（９／９３）

５．３８％
（５／９３）

英语
９２．８６％
（７８／８４）

８０．９５％
（６８／８４）

１．１９％
（１／８４）

１０．７１％
（９／８４）

艺术设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２８）

８５．７１％
（２４／２８）

１０．７１％
（３／２８）

３．５７％
（１／２８）

统计学
９７．５６％
（４０／４１）

８７．８０％
（３６／４１）

７．３２％
（３／４１）

２．４４％
（１／４１）

冶金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９）

８９．４７％
（１７／１９）

０．００％
（０／１９）

１０．５３％
（２／１９）

金属材料工程
９５．４５％
（２１／２２）

８１．８２％
（１８／２２）

０．００％
（０／２２）

１３．６４％
（３／２２）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９４．４４％
（３４／３６）

９４．４４％
（３４／３６）

０．００％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３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９３．２７％
（９７／１０４）

８２．６９％
（８６／１０４）

２．８８％
（３／１０４）

７．６９％
（８／１０４）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模具）

８５．７１％
（４８／５６）

８０．３６％
（４５／５６）

１．７９％
（１／５６）

３．５７％
（２／５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３４）

９７．０６％
（３３／３４）

０．００％
（０／３４）

２．９４％
（１／３４）

车辆工程
９５．９７％
（１１９／１２４）

７６．６１％
（９５／１２４）

４．８４％
（６／１２４）

１４．５２％
（１８／１２４）

机械电子工程
８９．０４％
（６５／７３）

７９．４５％
（５８／７３）

１．３７％
（１／７３）

８．２２％
（６／７３）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０．００％
（０／５）

０．００％
（０／５）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
８８．６８％
（４７／５３）

８１．１３％
（４３／５３）

３．７７％
（２／５３）

３．７７％
（２／５３）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
９７．７３％
（４３／４４）

６５．９１％
（２９／４４）

２．２７％
（１／４４）

２９．５５％
（１３／４４）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
９３．７５％
（４５／４８）

７２．９２％
（３５／４８）

８．３３％
（４／４８）

１２．５０％
（６／４８）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９２．０８％
（９３／１０１）

７３．２７％
（７４／１０１）

２．９７％
（３／１０１）

１５．８４％
（１６／１０１）

自动化
９７．２６％
（７１／７３）

７９．４５％
（５８／７３）

２．７４％
（２／７３）

１５．０７％
（１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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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电子信息工程
９５．９２％
（４７／４９）

８３．６７％
（４１／４９）

２．０４％
（１／４９）

１０．２０％
（５／４９）

通信工程
８８．２４％
（４５／５１）

６８．６３％
（３５／５１）

１．９６％
（１／５１）

１７．６５％
（９／５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９４．１２％
（４８／５１）

８２．３５％
（４２／５１）

５．８８％
（３／５１）

５．８８％
（３／５１）

土木工程
８４．６２％
（６６／７８）

７９．４９％
（６２／７８）

０．００％
（０／７８）

５．１３％
（４／７８）

安全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２８）

８２．１４％
（２３／２８）

３．５７％
（１／２８）

１４．２９％
（４／２８）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９４．１２％
（３２／３４）

６４．７１％
（２２／３４）

２．９４％
（１／３４）

２６．４７％
（９／３４）

制药工程
９０．００％
（３６／４０）

５５．００％
（２２／４０）

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５．００％
（１４／４０）

交通运输
８５．７１％
（２４／２８）

８２．１４％
（２３／２８）

３．５７％
（１／２８）

０．００％
（０／２８）

交通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４１）

９７．５６％
（４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４１）

２．４４％
（１／４１）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８７．８０％
（３６／４１）

８０．４９％
（３３／４１）

２．４４％
（１／４１）

４．８８％
（２／４１）

医学检验
９１．１８％
（９３／１０２）

７３．５３％
（７５／１０２）

０．００％
（０／１０２）

１７．６５％
（１８／１０２）

护理学
９７．４４％
（１１４／１１７）

９３．１６％
（１０９／１１７）

１．７１％
（２／１１７）

２．５６％
（３／１１７）

药物制剂
９７．５０％
（３９／４０）

７２．５０％
（２９／４０）

０．００％
（０／４０）

２５．００％
（１０／４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９４．３４％
（５０／５３）

８８．６８％
（４７／５３）

０．００％
（０／５３）

５．６６％
（３／５３）

工业工程
９６．００％
（２４／２５）

９２．００％
（２３／２５）

０．００％
（０／２５）

４．００％
（１／２５）

市场营销
９５．７４％
（４５／４７）

８５．１１％
（４０／４７）

８．５１％
（４／４７）

２．１３％
（１／４７）

市场营销（网络商务）
９２．１１％
（３５／３８）

７８．９５％
（３０／３８）

１３．１６％
（５／３８）

０．００％
（０／３８）

会计学
９２．５９％
（２００／２１６）

８２．４１％
（１７８／２１６）

３．２４％
（７／２１６）

６．９４％
（１５／２１６）

会计学（财务与金融管理）
９５．４５％
（１２６／１３２）

８４．０９％
（１１１／１３２）

９．０９％
（１２／１３２）

２．２７％
（３／１３２）

物流管理
９２．３１％
（４８／５２）

８６．５４％
（４５／５２）

０．００％
（０／５２）

５．７７％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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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公共事业管理
９５．２４％
（２０／２１）

７６．１９％
（１６／２１）

０．００％
（０／２１）

１９．０５％
（４／２１）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

理）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９）

７８．９５％
（１５／１９）

１０．５３％
（２／１９）

１０．５３％
（２／１９）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９３．１０％
（２７／２９）

８６．２１％
（２５／２９）

３．４５％
（１／２９）

３．４５％
（１／２９）

（撰稿人：骆剑锋　核稿人：王　蒙）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选调生名单

姓名 学院 单位性质 实际所在地 专业

钱以临 管理学院研 机关 江苏省苏州市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志诚 管理学院研 机关 江苏省镇江市 技术经济及管理

郭　澄 艺术学院研 机关 江苏省南京市 设计艺术学

马　浩 土力学院本 机关 江苏省连云港市 工程管理

闻彦然 土力学院本 机关 江苏省宿迁市 工程管理

孙　晗 财经学院本 机关 江苏省连云港市 金融学

奚凌飞 财经学院本 机关 江苏省镇江市 财政学

张晨雯 马克思主义学院本 机关 江苏省苏州市 思想政治教育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村官”名单

姓名 学 院 专业

章倍祥 材料学院本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光电材料与器件）

郑敬豪 电气学院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窦智麟 食品学院本 食品科学与工程

徐亚鑫 食品学院本 食品质量与安全

徐焕利 计算机学院本 通信工程

张　璐 计算机学院本 网络工程

吴苏纬 财经学院本 会计学

王燕妮 文法学院本 法学（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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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学 院 专业

王武扬 艺术学院本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姜　越 药学院本 药物制剂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蔡　杰 冯永海 黄立静 刘　婧
宋艳华 于秀娜 周亚洲 王　双
材料学专业

李秀颖 邱建华 罗宏宇 刘洪波

王淑艳 宋福展

财经学院

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专业

王　娟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

王　琪　莫丽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陈　前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钱明霞 范悦谦 李炳龙 俞园园

魏晓卓 李恒川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专业

熊　君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专业

于　萍 朱　禹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姜文明 逯子扬 邹艳敏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李富柱 崔建中 张礼华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陈　建 谭文胜 刘东静 王江涛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兰丽辉 陈向益

理学院

系统工程专业

洪宝剑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段　炼 丁　剑 杨　嵩 施　伟
王　川 李亚林 叶道星 郎　涛
王　健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工程热物理专业

范宝伟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霍元平

热能工程专业

仲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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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解后循 唐　斌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梁　军 杨　建

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马　征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胡　静 高洪燕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刘伟民 温珍才 冯伟伟 黄晓玮

韩方凯

食品科学专业

屠　洁 李云亮 金　建 邹　烨
食品营养与安全专业

冯　凡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固体力学专业

顾爱军 余　跃 陈　蓓

医学院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张蕾蕾 贺清华 解鸿翔 王翠平

王　荟 周成林 张礼荣 顾红兵

虞志新 纪润璧 汤新逸 王　瑛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学术硕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万　里 曹　欢 陈贵仁 陈　骏
崔　剑 何艳琼 洪妍鑫 胡文新

花　程 花华平 季　平 李丙丁

李剑晨 刘惠芬 牛华伟 荣　震
桑　静 邵启明 王　荣 王晓彤

王　旭 肖　洁 徐辉丽 徐　亮
许亚婷 袁其兵 岳加佳 张　力
周　勇 朱宗强 金兴时

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

秦洁玲 宋泽琳 吕存财 虞　王
材料学专业

陈　琳 陈　桥 陈　涛 洪戴伟

居相文 李　博 李　 李　艳
李奕贤 李永泉 刘灿斌 罗红丽

马鹏飞 马双彪 茅泽民 孟国萃

缪进进 聂　鹏 钱永海 邱春孝

任　超 邵静波 沈彬彬 史经浩

汤永才 陶　然 王　铖 王　淼
王　韬 王湘鸣 王玉玲 吴　浩
吴振杰 谢学锋 邢仁克 杨荷香

杨　建 杨盛志 张红桃 张　楠
张　新 张　岩 张　颖 张　瑜
赵　冰 周建芬 邹天边 孙　
何　恺
钢铁冶金专业

瞿长晨 掌道新

有色金属冶金专业

李月明

财经学院

产业经济学专业

权晓艳 徐　果 赵玉珍

国际贸易学专业

白文芹 陈　雷 胡芬芬 胡　越
黄静丽 江　婷 李　馨 李雪源

刘　颖 马　睿 牟园园 王　婷
王艳菊 吴苗苗 肖　伟 杨传萌

曾艳燕 张　悦
会计学专业

陈　瞡 陈文娟 冯晓勇 高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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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娅楠 胡　莹 蒋　潇 刘　莉
马卓臖 宋丹丹 吴玉婷 杨　杰
杨　茜 杨　维 杨　扬 赵菲菲

赵苏娜 赵婷娉 赵叶灵

金融学专业

童　婕 吴海波 朱文瑶

统计学专业

蔡晶晶 蔡如意 陈柳池 丁月娇

贾祥玉 梁　磊 刘　航 潘志昂

汪　倩 徐恬恬 袁伟亮 张勇玲

赵丹丹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机与电器专业

顾迎月 钱建林 夏银龙 郝　根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

孙建东 蔡振南 产兵兵 常　冉
崔晓晨 董大伟 董今越 樊　荣
房卓娅 葛主峰 顾叶俊 管亚运

贾自飞 李发宇 李亚杰 吕诚阳

秦　英 邵明明 王　祥 韦　庭
谢　莹 许　洁 闫　兵 杨　凯
余　谦 曾润章 曾　思 张　丽
张仁忠 祝苏明 缪鹏虎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董德勇 黄　杰 马　群 沈　风
汤尤佳 王睿宣 王　肖 吴　凯
张蕴昕

电气工程专业

刘奕辰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业

张　健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

卢光钰 丁　云 樊　曦 王曼露

许沈鼎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卞　骏 陈　诚 董秋爽 范杜娟

韩　轩 黄文涛 姜月霞 李雪冰

刘杰杰 梅秀义 缪璐婷 邱　亮
陶　云 屠红娇 王宏丽 王识君

王婉婉 吴思中 吴欣桐 谢　华
徐　信 张　福 张航海 张　云
郑志营 周金金 周　路 朱剑祥

朱莉凯 田　燕 石　尚 杨　铭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陈梦溪 戴明月 龚剑峰 胡婵莉

金夏明 瞿　沥 李　斌 逯全燕

钱婷婷 王昌硕 王华国 王季萍

徐晨虎 徐俊俊 杨　磊 于勇亮

张梅霞 赵怡龙 何娟娟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温太阳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

孙云峰 王　铖
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

方　敏 葛冰茹 王　鹏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陈　莉 陈鹏飞 谌　旗 戴盼倩

杜　宏 杜江洋 段慕慕 高　倩
郭　辉 蒋　希 刘泳江 陆剑斌

彭庆文 钱以临 芮正云 宋青青

唐　瑞 王　欢 王嘉琳 夏前龙

杨　洋 叶　灵 虞　超 袁　凯
张　帆 张金文 张　鹏 张文松

张亚轩 张雁林 张玉华 周婷惠

朱　雯
行政管理专业

顾晶晶 郭晨皎 吴思雨 许兴龙

诸澜兮

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李绍飞 王志诚 杨飞飞 余花龙

赵　吟
企业管理专业

谢霞娟 陈　超 崔艳梅 杜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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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斌 刘冬霞 马　婧 王骏峰

吴　培 夏正晶 许　凯 杨万凡

杨　洛 尹金承 于晓荷 张　鑫
张银银 赵　龙 朱　敏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陈雪春 师　文 王琳娜 王　瑞
徐　登 严书欢 朱晓强

化学化工学院

分析化学专业

陈　慧 胡　泊 刘　强 刘莹莹

秦　佼 杨振庭 张　敏 朱文静

工业催化专业

丁当仁 沈亚龙 樊伟玲

化学工程专业

董红霞 付玉军 王红玮

化学工艺专业

赵德祥 周　腾
无机化学专业

鲍春林 陈高远 陈琳琳 陈正宇

单月霞 金　华 蔺　霜 王艳梅

吴宇霆 闫　森 张　鹏 赵俊玲

物理化学专业

丁文静 李鹏玲 陈志波 王　林
王铟琳

应用化学专业

邓　坤 符　烈 刘旺平 马连波

孙传佳 王　超 王　超 王　丽
吴雪山 闫鹏洁 张长华 陈伟涛

陈中忠 钊现花

有机化学专业

高德志 孔梦云 鲁华胜 王　巍
魏　超 邢潮胜 徐东波 殷　媛
张一珂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

陈婷婷 林光荣 吴　慧 夏得峰

尹　惠 周怡

环境工程专业

杜红艳 戈照轶 耿小燕 雷育斌

李成林 李义敏 廖志红 苏　航
杨淞惠 叶　丹 张金萍 郑　坤
朱　玲 王春笑

环境科学专业

董燕红 付　昕 姜大卫 刘龙梅

刘鹏程 王　磊 俞洁琼 袁秋香

机械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

崔　斌 孔　宁 李毓峻 林　通
刘　娟 彭成庆 邱丽湖 王　辉
王　敏 王云蛟 吴　培 赵腾飞

光学工程专业

常丽军 高　原 连祖
'

叶佳佳

张　力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董　鑫 宫　杰 黄跃涛 李　允
刘　帅 刘　玉 牛广清 石阳阳

唐修胜 万　翔 汪伟力 吴　娟
许　多 张建明 张先俊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陈冬冬 陈倩云 邓　辉 韩　彬
李　柱 刘　凯 吕　蕾 罗永鑫

孟令斐 施红健 史雪林 宋俊朋

王红梅 王明霞 王　蓉 王志龙

相明明 徐建锋 赵金海 郑　航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徐江敏 蔡明霞 蔡　野 陈风国

陈　轶 程　满 程学亮 范彩连

冯钦玉 顾宇轩 郭显鹏 郭云飞

韩煜航 何星华 何　叶 侯丽华

胡传明 姜蕾蕾 李红峰 李　娟
马文海 马友娟 梅於芬 孟冬冬

孟祥豹 潘　禹 齐　鸣 乔志敏

邱唐标 孙良省 孙民航 唐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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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昆 王世伟 王　帅 温德平

吴桂兰 吴杰锋 吴天成 吴文慧

伍彦伟 徐　玮 杨　城 印　成
张　迪 张　玲 张　伟 张晓玲

郑登升 朱爱春 朱　凯 朱利华

朱炜立 庄绪华 邹俊枫 郑腊梅

精密仪器及机械专业

顾　颢 杨　川 杨广静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

解　欢 孙继文 于莉丽

电路与系统专业

邓省三

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

沈　健 王伟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代　姗 冯金波 葛清龙 韩　震
黄正伟 惠明坤 贾小艳 李春彦

李　纳 李　桥 李秀娟 鲁海英

吕江华 马冬冬 穆　磊 钱　逸
芮志良 施磊磊 束长波 孙永霞

陶永全 王敏超 王文骏 尤　优
于永斌 张　立 赵敏汝 朱　丹
朱　慧 朱　锦 黄　伟 邓渊浩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

曹　培 宋东奇 孙　艳 汤　峥
王金金 王　丽 夏　飞 杨　丹
软件工程专业

丁蕾蕾 黄春兰 邵　丘 苏晨飞

汪亚云 谢聪银

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

陈林坤 狄　源 胡福强 廉颖霏

卢子龙 钱建增 苏　东 万根顺

王　政 夏翔宇 于宗洁 袁　丽
郑　晶 周楚敏 朱士彬 许红蕾

教师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专业

王苓力 于　阳 胡　云 孙冬玲

温　亚 谢亚悦 杨　晨 杨　丽
钟雨含 贺美玲

教育学原理专业

李婷婷 王泉清 尹　华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

程思慧 高　宇 韩亚红 夏霄天

张静利

科技信息研究所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

丁　岚 方友亮 姜　晔 李　飞
刘蒋联 刘　琼 陆　琳 苏文成

袁　艳 张　人 张　蓉 周天羚

理学院

基础数学专业

姜胜芹 张丹萍

计算数学专业

白莲花 陈　静 吴红艳

统计学专业

程　艳 杨国庆 朱大英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

贡磊磊 王艳丽

物理电子学专业

卞　鑫 黄　峰 来　锴 张景秀

张琳琳 张艳荣

系统工程专业

高伟伟 顾晓梦 贾长生 王　林
燕　倩 张　晖
应用数学专业

陈巧巧 陈　宇 崔馨予 邓联望

杜　康 方修磊 傅立明 顾媛媛

郭艳芳 李　强 李新元 李　鑫
娄力云 陆慧玲 马云蕾 石　浏
苏明明 孙云玲 王　梅 王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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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淇 邢倩倩 杨艳军 张　程
章双华 赵刘威 甄在利

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

宁　成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冯耀宁 牛国平 白　羽 曹　梁
陈　斌 陈刻强 程　成 崔宇蕊

戴菡葳 邓　鑫 冯子政 付　威
高彦平 黄　丹 黄浩钦 姜　波
蒋建园 李一鸣 刘光辉 卢新全

冒杰云 潘大志 邵佩佩 申占浩

孙文婷 汤富俊 王海宇 王　鹏
邢　津 徐媛晖 印　刚 张云蕾

朱钰雯

化工过程机械专业

蒙蕊蕊 杨兴标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丁寒寒 丁莎莎 蒋　荔 李　琴
刘　润 马盼望 潘云龙 谈　甜
王绘栋 王晓丽 徐温婕 杨　颖
俞　超 张　慧 周俊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陈　婷 葛　雷 解　冉 梁亚丽

廖令宇 刘洁丽 吕明磊 魏沁菡

吴碧玉 徐艳如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曹新燕 董思情 范　雯 黄丹萍

刘　敏 毛倩如 王　雪 王亚磊

魏　鹏 姚秀程 尹　昕 张　梅
周绪琳 徐江楠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李　念 邵　壮

工程热物理专业

侯智勇 刘　艳 汪文鹄 王宝良

王　芬 王宗琪 邬　迪 张　倚
张州榕 赵　江
化工过程机械专业

曾　成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储进静 陆　胜 倪　丹 邵　腾
王兴宁 王　瑜 吴　琦 吴强波

徐　成 杨　鑫 于晓杰 张　啸
张　铮 周　日 朱方能 朱学斌

左木子

流体力学专业

侯金亮

热能工程专业

李海战 陆翠银 邵　楠 王　剑
王　俊 王　宇 吴　凯 吴玉强

易忠波 赵凌骁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付鹏洋 侯　硕 姜晓春 蒋晓霞

刘海红 孙　慧 王　通 张竞宇

张万庆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陈美镇 李玫瑾 刘　萍 骆　飞
马　倩 吴　姝 张明明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杭　腾 胡化超 蒋成宠 李　磊
盛云辉 宋　炜 王　芹 王　瑞
吴文叶 谢振峰 于丽娟 赵　臣
周　伟 毛羽西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

吕　东 马　靖 王　敏 郑茂军

生态学专业

乔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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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宋晓磊 陈　望 程　伟 储亚婷

范迅豪 顾晓丹 胡亚男 居晨阳

李　丞 李海兵 李赛赛 李心庆

栗　娜 刘　海 刘　秋 梅晓铭

倪明明 钱　洋 束　驰 孙斯领

汤　宝 涂孝军 王　龙 王倩倩

王在波 王志晨 魏新龙 夏　勇
谢　健 熊明路 徐曹宗 徐海青

徐　杰 许　航 许颖聪 杨　帆
杨国祥 杨　杨 叶　青 张宏强

张凯华 张秀丽 章丹丹 周大为

周泽磊 朱泳树 唐明亮 陶昌岭

唐明亮 王　可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胡慧慧 嵇　乾 纪　晨 姜士阳

匡　欣 李志越 连海平 刘大为

刘　浩 刘　伟 秦盼盼 孙　健
王　飞 吴　婧 吴宇哲 杨天乐

叶兵舰 尹海云 俞　宁 张　纯
赵思博 赵　翔 赵新杰 沈凌飞

工程热物理专业

纪坤鹏 张　磊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

李世浩 沈伟国 张硕辉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

陈向宇 蒋　杰 张其强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陈　繤 陈　云 刘圣仲 刘　迎
聂　斐 任洁雨 阮　洋 孙亚龙

王　天 于海浪 张明岩 赵　
黄锡超

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陈　晨 陈　杰 方和娣 冯婷婷

郝丽娟 郝伟明 黄　琪 康志琼

李芒芒 李天赋 吕晓莉 司亚运

陶柳性 田　瑞 王旭骅 邢亚丽

徐荣发 由　超 袁　啸 张国超

张　清 张　智 周学海 朱　昊
陈雨竹 史美琳

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张安东

生态学专业

尹淇淋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专业

林　静 刘海凌 于立志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陈　聪 丁洪雪 李欢欢 李　倩
孙存玉 孙?? 王薇薇 吴秋霞

邢为飞 徐　义 张　易 周慧吉

周　珏 刘淑兰

食品科学专业

曹　勋 段雯怡 郭利辉 黄　婷
金　雷 柯佳佳 李世超 刘向东

卢　丙 马士巧 裴娟娟 秦晓佩

邵淑萍 沈乐丞 宋庆春 王海英

王　旭 吴　平 伍　静 肖方方

姚　俊 张玉莹 叶　创
微生物学专业

张文姣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

成　璞 喻孟雄

工程力学专业

顾云玲 虞　波 黄绡咏

固体力学专业

厉鸿森 鲍金秋 曹学秀 杜庆娟

高宗山 江　浩 师　涛 谢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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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鸽 赵　宁 周春杰

结构工程专业

陈令康 陈志清 李　松 刘　聃
刘　刚 任冠宇 王　晨 吴嘉彬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专业

曹德龙 陈亚光 韩清振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何芳芳 艾利敏 陈　敏 陈希卉

杜方方 方金明 高舒婷 郭雯瑾

李健雄 李　林 李雅坤 梁晓安

刘　峰 刘一进 王　玲 王腾腾

王志慧 吴皆凝 武贯兰 夏　雪
姚文婷 姚　莹 郁红燕 张传睿

张　泰 张学敏 魏艳娥 马希芝

赵晨舒

药学院

生药学专业

褚先锋 江　珊 刘　佳 芮梦珏

邵　扬 沈　飞 孙　艳 徐澄梅

徐加兵

药剂学专业

丁　备 丁　慧 顾　梅 姜冬梅

潘　静 彭　为 王士成 袁成甜

郑召磊

药理学专业

李芸子 谈德斐 王笃军 杨开勇

药物化学专业

陈　冰 吴士龙

中药学专业

陈　靓 陈　娟 陈　美 蒋　情
李　杰 秦　冬 王丹丹 王宇婷

张佳佳

医学院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专业

郭晨佳 姚晓媛 朱淼琳

病原生物学专业

张元圆

儿科学专业

王　攀 张　强
妇产科学专业

殷新明 包婷郡

护理学专业

补　珊 陈　烨 李　旎 吕　妃
徐晶晶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张　晋 朱　程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蔡　洁 葛丽艳 耿丽娜 吉　滢
江海强 孔祥民 刘　奎 闻向梅

谢娅超 朱艳华 祝　源
麻醉学专业

王　华 陈义坤

免疫学专业

陈云鹏 程　璐 郭　 韩慕天

何　超 彭辉勇 杨　臖 应欣宇

张　琪 周　晨 孙常秀

内科学专业

卞石惠 胡　浩 金　惠 孔　彪
连晓怡 刘　清 乔荟博 苏春香

苏晋豫 孙文君 唐春艳 王国英

徐欣欣 杨洪强 张莹莹 赵　义
仲　威 周　培 朱　杰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专业

陈园园

外科学专业

顾　韵 江　潮 李永亮 李正南

秦魏婷 王　枫 朱华荣 冯加可

郭　科 胡昌龙 姜大鹏 束浩明

王杰锋 沈唯长 虞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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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陈　芸 吴荧荧 张冬梅

肿瘤学专业

朱丽华 刘杰杰 徐　娟

艺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

常　豫 沈雅楠 王元杰 杨　杰
余素梅

设计艺术学专业

程　欣 顾怀灏 郭　澄 李安娜

沈本一 相南玲 严伟杰 殷　悦
余　涛 袁　蕾 张金威 张胜鹏

葛　涛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专业硕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专业

郭海斌 韩燕莉 纪永康 蒋　珍
孔德智 李　雪 林伟立 陆海峰

马铭泽 彭　 钱　阳 沈　浩
石南起 王　彪 王建国 王骏宇

吴继文 吴乐华 吴日民 吴晓蕾

吴新振 吴勇勇 徐　杨 薛广钊

严　羽 尹林婷 张佳琦 张若寰

张学强 周卫超 周祝龙 曹云鹏

冯扣宝 侯文涛 胡东坡 李梦婷

刘雪丽 佘益楠 吴奎武 肖成闻

徐　鹏 许　文 杨　涛 张　坤
钟运泽

冶金工程专业

崔玉华 冯梦遥 高彦涌 花晓燕

田振卓 朱　祥 彭琮翔

财经学院

会计专业

蔡　晴 曹　欢 曹刘蕾 陈圣君

陈希童 陈　昕 陈　卓 戴亭亭

韩文娟 何诗 刘　坤 濮松建

任　恺 孙宇辰 唐晓帆 王　树
王亚东 王智鹏 吴艳艳 吴　珍
夏　雨 薛　琼 杨　慧 张　旭
张　弋 赵　珂 周爱青 周恬慧

周　选 朱林飞 左丞皓 陈　珂
徐　杰
应用统计专业

杜　慧 余正娟 张　波
资产评估专业

程　静 顾　越 章正泽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

王宇成 蔡　静 蔡晓磊 单　龙
冯佩云 黄同越 姜阳华 蒋婷婷

李　超 刘会贵 刘文庆 刘　云
刘云龙 倪　膗 秦　天 唐建勋

王学明 王　壮 魏岩岩 熊　雄
徐常升 徐星亮 薛小龙 姚　磊
叶晶晶 赵长军 郑剑波 郑立伟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董　梁
控制工程专业

陈佳黎 胡文宏 李俊乐 李文胜

李　响 浦天庆 束栋鑫 王爱平

吴玑琪 吴明杰 夏荣盛 徐　娇
许开立 杨闪闪 张美香 张　琴
朱天禹 宗在云 王　翔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刘晨晨 马怡萍 邵　琦 张萍萍

张晓慧 赵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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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专业

李　娟 施晓宇 邢丽媛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

鲍永团 曹　娟 陈雪雁 谌佳佳

程金连 戴玉婷 方洋洋 冯　峰
高兵兵 郭雷群 赫　明 黄　靖
黄文浩 季燕军 瞿　琴 蒯黎明

李海清 李怀阁 李继琴 李　萍
李维兵 梁丽莉 刘圆圆 任　傲
沈佳宇 宋永秀 汤艳峰 汪　侃
翁　静 武　艺 宣成磊 薛松林

严　媛 姚　慧 要　永 周兆祥

宗瑟凯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樊　博 刘　鑫 沈　彬 佟翰林

周　康
环境工程专业

卞瑛磊 陈军静 甘梦颖 耿　聪
何正文 黄亚楠 李京京 李朋博

李一晖 刘利娜 刘荣平 马建永

彭　娇 杨晓亚 朱嘉祥 蒋　霞

机械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专业

冯亚云 李亚茹 马月明 王未未

邢玲玲 于文龙

机械工程专业

李　超 包运佳 曹志福 陈　良
陈　林 陈善明 陈　勇 程　冲
戴晨雨 戴文杰 范亚洲 封逸群

冯士琳 傅　珂 高　翔 郭华杰

郭志飞 杭雅慧 何国志 惠为东

姬胜杰 蒋　萍 蒋　伟 金　镜

雷　奎 李美轩 李正阳 李志朋

刘帆帆 刘家博 刘明东 刘如奎

刘　伟 刘　源 刘正浩 陆宝发

吕　冬 吕豫文 罗玉亭 缪友谊

欧阳康 秦　芳 赛羊羊 邵　盈
佘　凯 苏占龙 随　赛 孙　习
王　博 王　浩 王军丽 王明明

王天宇 王子路 邢雷杰 尤睿骅

虞莉佳 张　兵 张建亮 钟国旗

周定智 朱　涛
仪器仪表工程专业

车云飞 郭子青 李小凤 鹿永宗

史伟超 万茂森 王泽杰 闻相军

杨　阳 姚志红 孙　磊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卞晓骏 陈　祥 方华龙 刘　涛
王　维 王志鹏

计算机技术专业

张卫华 陈　娟 韩　伟 洪　亮
林永意 刘庆仙 刘怡良 陆宇芹

吕　慧 闵信志 倪晓蓉 潘新宇

沈海燕 宋玉平 宋志敏 苏　远
邰　泳 王　晨 王　君 吴海涛

徐丽君 杨　春 杨丽娜 杨　耀
姚　银 张梦凡 赵瑞雪 赵永鹏

宗　原 左星星

软件工程专业

袁晓林 胡天云 沈文宽 王正飞

徐力彬 薛俊杰 尤　列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专业

白　玲 贺　博 彭　帅 王文博

邢树兵 叶　群 张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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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专业

韩泳涛 陆少杰 莫晓健 庞弋骧

王铮昊 辛晓龙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专业

刘　红 陈　龙 李有为 刘胜忠

卢桢楠 唐　蓓 滕　悦 张　亚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蔡骏宇 陈永良 邓　傲 樊学能

冯二磊 顾　新 蒋　涛 荆哲铖

康　林 李道宇 李克勤 李云霞

梁艳春 刘文林 柳淑云 马孜立

潘　忠 彭怀江 任　皓 任美娟

沈登峰 汤哲鹤 王　晖 王　宽
王申申 吴　狄 吴　群 谢　柯
徐玉琪 杨忠凯 张晓亮 赵廉健

赵　强 郑亚峰 周　浩 周文竞

王　静 钱　舟
动力工程专业

陈亚运 丁道伟 丁乐盛 杜云鹏

范向前 康清影 刘　鑫 冒凯炫

任　华 汪博文 王飞虎 王　佳
夏舜午 张俊超 张　明 张威望

张旭东 赵业淼 钟光耀 周　俊
朱　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工程专业

陈　玮 丁　芬 丁　然 董曼佳

樊　蓉 管　超 韩　冬 李　欢
李云虹 刘克营 刘艳霞 刘玉桃

陆文婷 孟廷廷 施德富 田一方

王　娟 王亚超 吴子明 杨桂芳

朱培培

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

丁文慧 胥沛霆 张小磊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

孟秋为 曹　成 陈　邦 刘宝兵

曲　尧 徐　洁 徐业辉 许龙堂

杨　淼 张　伟 朱　敏

药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戴笑丽 姜春保 李　波 李　越
牛　

(

王厚勇 王胜利 王香玉

杨玉兰 叶　丹 臧文文 周广辉

医学院

儿科学专业

马江林 赵　媛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别庆丽 卜　凡 曹文明 董利阳

窦小燕 孔枕枕 梁玉婷 刘红利

刘　婷 马　洁 乔龙威 孙爱琴

王　瑞 王　晓 王妍妍 王运刚

吴腊梅 许铖铖 许秋桂 薛建国

闫琳琳 杨慧健 展　洁 张　洁
张盼盼 张宇琼 赵培培 周经委

朱　波 朱云霞

麻醉学专业

张　辉 张　维
内科学专业

鲍丽娟 安　翠 陈　龙 陈施婧

崔　婷 蒋　婷 李红梅 梁　潇
刘　丛 刘　阳 潘　霞 濮　荔
沈冬丽 宋冬明 眭晨燕 王良晶

王　阳 王玉颖 吴　姝 夏海平

谢婵娟 殷云杰 俞淑琴 袁英雪

张晓雪 钟　健 朱　可 朱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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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专业

胡　维 王　晶 朱宇敏

外科学专业

卞元健 陈志明 冯　舒 付海祥

富仁杰 何永辉 李鹏飞 吕汪洄

王穆彬 王　悦 吴永平 夏　天
向成浩 徐　敏 张锦丽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蔡小威 董津邑 谢晓东 张　哲
肿瘤学专业

李　蔚 苏玉婷 吴　静 徐海源

詹树东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工程专业

韩　悦 李文璨 陆慧文 王娇娇

徐文静 庄　园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工程硕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专业

甘美露 张文俊 朱龙贵

冶金工程专业

许正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

包正科 陈　豪 陈　伟 达　雯
邓建军 杜建军 傅志锋 耿　智
管德赛 胡卫丰 刘　伟 刘　艳
卢泓皓 陆雪影 马海薇 沈医卫

谭　弦 唐　莹 王昊炜 王　军
王满商 王　璞 王　茜 王　韧
吴　萍 吴永刚 殷庆武 张　浩
张　蕾 张　琪 张　韬 张文旦

张　勇 赵爱华 赵　青 周剑雄

周迎春 朱国振 朱忠建 庄敏辉

控制工程专业

陈　婧 范　铭 何　建 李海君

刘芳白 骆　巍 马贤宁 王沛冉

王晓刚 王玉龙 吴　凯 吴明亮

徐逸山 薛静贤 张成江 张瑞显

周丽娟 周　翔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房金彪 郭章花 柯捷舒 杨长峰

物流工程专业

陈华平 孔月红 薛超颖 朱建荣

项目管理专业

蔡海威 曹方亮 曹　耘 陈　杰
陈　力 陈勤飞 陈　芸 樊　澎
樊晓明 高鹏程 高　斯 顾进平

胡　静 黄　肖 李广啸 李　洁
李　李 李　霆 林婷婷 刘安琪

刘佳利 刘芮呈 骆　雁 吕　华
马　超 倪渭清 潘晓青 沈　璇
沈雪玲 宋海华 孙　燕 孙永婷

王　磊 王　艳 王　哲 王　镇
吴华平 杨　兰 袁　明 张丽娟

张　怡 赵　晨 赵旭方 周文军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

杭　艳 胡青华 宦　斌 解明超

王　福 吴小强 徐　焱 徐　珍
杨　青 朱礼旺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陈郁红 戴　盛 任海鹏 沈雪松

王恒辰 薛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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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贲文军 蔡美萍 曹敏健 常鹤晖

陈广兵 陈世龙 丁　宁 葛　慧
何毓忠 蒋彬彬 蒋才锋 李　伟
陆崇义 罗诗凯 秦亮亮 宋黎刚

孙秀梅 唐志坚 王　辉 王小飞

吴小芳 谢卫东 徐荣丽 许东旭

许水军 杨　燕 叶　臻 尹孝庆

张　建 张　敏 张艳丽 章芳芳

赵宏飞 朱和军 朱　挺 祝春兰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冯隆林 高宇澄 郭振廷 陆智强

谈笑然 王　艳 王　莹 吴海燕

虞年君

计算机技术专业

陈国栋 陈　洁 范　维 房美君

费云利 高　原 葛文芹 管经纬

韩　英 贺　琦 侯文超 蒋克明

李　春 李东梅 李　惠 李进宇

李　君 刘春华 刘　洪 刘玉鹏

刘芷源 陆一琳 倪灵枝 钱　俊
沈丹萍 沈燕华 史　峰 苏　光
孙海滨 孙建文 汤文斌 田红梅

田鹏君 田　雪 万成飞 王　卉
王钦国 王之 王云飞 卫洛斌

吴仁玉 吴　艳 徐　超 徐春成

徐献鹤 徐筱枫 许史萍 杨　飞
杨　军 殷　涛 张纯红 张　
张　晶 张鸣峰 赵连云 赵秀娟

赵　云 赵子涞 朱　华 朱京津

朱星梅 祝　香 邹为超

软件工程专业

王　镖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专业

曹中妮 崔洪波 邓帮华 孔祥涛

刘高峰 刘　佳 鲁国辉 束玉玲

王　权 王武辉 张爱中 张　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曹振虎 陈俊岩 陈卫兵 但世群

丁　超 高　兵 高　蕊 葛英豪

郭孔吉 韩建国 郎建平 李　慧
李义峰 林立夫 刘加利 刘书琴

刘志波 麻俊方 孟维信 潘大伟

彭桂枝 钱兴晟 秦厚明 邵建忠

苏绍丹 隋　涛 孙海霞 王传法

王广军 王圣惟 王术友 王　帅
王锡山 王振伟 夏　伟 许　颖
袁其旺 张　斌 张永刚 赵相震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

范洁慧 韩　峰 黄　俊 景　霏
申启飞 盛知文 孙力宇 张文辉

张　远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获取同等学力硕士学位名单
（以专业首字母为序）

医学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曹志永 潘园园 田琛妍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陈　晔 戴亚萍 蒋银芬 陆玉霞

张勤勤

内科学专业

陈淑华 陈　硕 陈燕春 戴　娜
费　玲 葛　青 郭书华 黄　华
黄　震 倪慧慧 汤　琴 王天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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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得红 许浩军 张小勇 张云平

周　磊 朱超云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专业

陆　乐 孙迎斌

外科学专业

曾艳华 陈荣芳 陈小燕 顾　星
桂忠山 韩晓霞 胡永伟 黄骁健

姜叶娟 柯荣军 李宝东 李晨波

刘伟峰 陆向荣 吕　旭 潘　鑫
濮晓萍 钱　臣 王建君 王伟宏

王　香 谢　军 严　 杨　栋
周　鸣 朱贵如 朱　健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吴定权 徐华勤 周　群 朱玉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获取高校教师
硕士学位名单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刘　颖　陈　琦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ＭＢＡ硕士毕业生名单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刘国民 戴新生 全克军 莫靖妤

付　强 刘　欣 潘白黎 徐　静
周正宇 陈　艳 樊　桦 高燕霞

李大安 梅仁伟 王　蕾 吴志国

徐建强 徐云宏 蒋　影 蒋政娇

李炼洪 李松林 廖启标 刘秉洁

柳忠民 孙甘雨 孙　泉 王传奇

王大鹏 王剑伟 王　军 王　坤
王月钢 徐红华 薛　棋 杨　波
殷　惠 袁雪姣 湛永军 张顺雨

周昊 朱汇慧 张佳伟 张雪成

范咏江 施宇飞 汤　彪 杨　阳
周　刚 陈　剑 陈锦波 方　彬
高穗燕 黄国平 李一霁 史小燕

宋振达 孙苏婉 王　芳 伍　漪
张蓓丽 张　梅 张美韵 赵伟强

郑璐薇 朱建树 金　飞 秦政夏

刘惠君 倪青峰 任光宇 邹天佑

李　雨 邹佩龙 陈德炎 庄智文

曹姗姗 黄文进 谭　健

（撰稿人：于　青）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研究生就业情况

单位性质
就业

人数

占就业人数

比例（％）

党政机关 ２１ １．０７

事业

单位

教育（高等／中初） １３５ ６．８５

科研设计单位 ４１ ２．０８

医疗卫生单位 １４４ ７．３１

其他事业单位 ３４ １．７３

小计 ３５４ １７．９７

企业

单位

国有企业 ２８５ １４．４７

三资企业 ２１６ １０．９６

其他企业 ６８４ ３４．７２

小计 １１８５ ６０．１５

部队 ６ ０．３

其他 ４０４ ２０．５１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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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毕业研究生就业率统计（截至２０１５．１２．２４）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合计
９７．６３％

（２０６４／２１１４）
９１．２０％

（１９２８／２１１４）
１．９９％
（４２／２１１４）

４．４５％
（９４／２１１４）

机械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１０％
（２５８／２６３）

９６．９６％
（２５５／２６３）

０．００％
（０／２６３）

１．１４％
（３／２６３）

机械工程
９８．４４％
（６３／６４）

９６．８８％
（６２／６４）

０．００％
（０／６４）

１．５６％
（１／６４）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９８．８１％
（８３／８４）

９７．６２％
（８２／８４）

０．００％
（０／８４）

１．１９％
（１／８４）

机械电子工程
９６．７７％
（３０／３１）

９６．７７％
（３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３１）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３８）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３８）

光学工程
８８．２４％
（１５／１７）

８８．２４％
（１５／１７）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１７）

精密仪器及机械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１５）

仪器仪表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９０．９１％
（１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１１）

９．０９％
（１／１１）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５０）

８６．００％
（４３／５０）

４．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５／５０）

生态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５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０／２）

５０．００％
（１／２）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１２）

农业机械化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７）

８２．３５％
（１４／１７）

５．８８％
（１／１７）

１１．７６％
（２／１７）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

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７５．００％
（３／４）

０．００％
（０／４）

２５．００％
（１／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１００．００％
（７／７）

７１．４３％
（５／７）

１４．２９％
（１／７）

１４．２９％
（１／７）

农业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８／８）

０．００％
（０／８）

０．００％
（０／８）

汽车与

交通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２／１８２）

９６．７０％
（１７６／１８２）

０．００％
（０／１８２）

３．３０％
（６／１８２）

车辆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６０）

９６．６７％
（５８／６０）

０．００％
（０／６０）

３．３３％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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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汽车与

交通工程

学院

工程热物理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３３）

制冷及低温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０．００％
（０／４）

０．００％
（０／４）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９）

９４．７４％
（１８／１９）

０．００％
（０／１９）

５．２６％
（１／１９）

动力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１）

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２１）

车辆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３９）

９２．３１％
（３６／３９）

０．００％
（０／３９）

７．６９％
（３／３９）

能源与

动力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６７％
（７４／７５）

９３．３３％
（７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７５）

５．３３％
（４／７５）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流体力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工程热物理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１８）

９４．４４％
（１７／１８）

０．００％
（０／１８）

５．５６％
（１／１８）

热能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１５）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０．００％
（０／４）

０．００％
（０／４）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９５．８３％
（２３／２４）

８３．３３％
（２０／２４）

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２．５０％
（３／２４）

化工过程机械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动力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７）

０．００％
（０／７）

０．００％
（０／７）

材料科学

与

工程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４７％
（１９３／１９６）

９４．３９％
（１８５／１９６）

０．００％
（０／１９６）

４．０８％
（８／１９６）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１５）



%&'()*

（２０１６）

３８０　　

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材料科学

与

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６０．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０／５）

４０．００％
（２／５）

材料学
９８．８２％
（８４／８５）

９２．９４％
（７９／８５）

０．００％
（０／８５）

５．８８％
（５／８５）

材料加工工程
９６．９７％
（３２／３３）

９６．９７％
（３２／３３）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３３）

钢铁冶金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有色金属冶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材料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４７）

９７．８７％
（４６／４７）

０．００％
（０／４７）

２．１３％
（１／４７）

冶金工程硕士
８５．７１％
（６／７）

８５．７１％
（６／７）

０．００％
（０／７）

０．００％
（０／７）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７７％
（１６０／１６２）

９６．９１％
（１５７／１６２）

０．００％
（０／１６２）

１．８５％
（３／１６２）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电机与电器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０．００％
（０／４）

０．００％
（０／４）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０．００％
（０／９）

０．００％
（０／９）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２）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３２）

信号与信息处理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９６．９７％
（３２／３３）

０．００％
（０／３３）

３．０３％
（１／３３）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０．００％
（０／５）

０．００％
（０／５）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１）

９５．２４％
（２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２１）

４．７６％
（１／２１）

生物医学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电气工程硕士
９３．１０％
（２７／２９）

９３．１０％
（２７／２９）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２９）

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控制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１）

９５．２４％
（２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２１）

４．７６％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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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食品与

生物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９７％
（９６／９７）

９１．７５％
（８９／９７）

０．００％
（０／９７）

７．２２％
（７／９７）

微生物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食品科学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４３）

９５．３５％
（４１／４３）

０．００％
（０／４３）

４．６５％
（２／４３）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１）

８５．７１％
（１８／２１）

０．００％
（０／２１）

１４．２９％
（３／２１）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食品营养与安全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食品营养与安全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食品工程硕士
９５．６５％
（２２／２３）

９１．３０％
（２１／２３）

０．００％
（０／２３）

４．３５％
（１／２３）

食品加工与安全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

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环境与

安全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６５）

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００％
（０／６５）

环境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安全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６）

０．００％
（０／６）

０．００％
（０／６）

环境科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０）

环境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２７）

安全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０．００％
（０／５）

０．００％
（０／５）

环境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１６）

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１６）

计算机

科学与

通信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５２％
（１３３／１３５）

９５．５６％
（１２９／１３５）

０．００％
（０／１３５）

２．９６％
（４／１３５）

软件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６／６）

８３．３３％
（５／６）

０．００％
（０／６）

１６．６７％
（１／６）

电路与系统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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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计算机

科学与

通信工程

学院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６６．６７％
（２／３）

０．００％
（０／３）

３３．３３％
（１／３）

通信与信息系统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９）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１９）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０）

计算机系统结构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计算机应用技术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４４）

９７．７３％
（４３／４４）

０．００％
（０／４４）

２．２７％
（１／４４）

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７）

０．００％
（０／７）

０．００％
（０／７）

计算机技术硕士
９７．１４％
（３４／３５）

９４．２９％
（３３／３５）

０．００％
（０／３５）

２．８６％
（１／３５）

软件工程硕士
８５．７１％
（６／７）

８５．７１％
（６／７）

０．００％
（０／７）

０．００％
（０／７）

理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６．６１％
（５７／５９）

７１．１９％
（４２／５９）

１８．６４％
（１１／５９）

６．７８％
（４／５９）

统计学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基础数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５０．００％
（１／２）

５０．００％
（１／２）

计算数学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６６．６７％
（２／３）

３３．３３％
（１／３）

０．００％
（０／３）

应用数学
９６．３０％
（２６／２７）

７０．３７％
（１９／２７）

１４．８１％
（４／２７）

１１．１１％
（３／２７）

运筹学与控制论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物理电子学
１００．００％
（７／７）

５７．１４％
（４／７）

４２．８６％
（３／７）

０．００％
（０／７）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系统工程
９２．３１％
（１２／１３）

７６．９２％
（１０／１３）

１５．３８％
（２／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３）

土木工程

与

力学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４８）

８７．５０％
（４２／４８）

２．０８％
（１／４８）

１０．４２％
（５／４８）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６６．６７％
（２／３）

０．００％
（０／３）

３３．３３％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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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土木工程

与

力学学院

固体力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７）

７６．４７％
（１３／１７）

５．８８％
（１／１７）

１７．６５％
（３／１７）

工程力学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结构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９０．９１％
（１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１１）

９．０９％
（１／１１）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

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１２）

化学化工

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１１０）

８９．０９％
（９８／１１０）

２．７３％
（３／１１０）

８．１８％
（９／１１０）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无机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７６．９２％
（１０／１３）

１５．３８％
（２／１３）

７．６９％
（１／１３）

分析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０．００％
（０／９）

０．００％
（０／９）

有机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９０．００％
（９／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

物理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０．００％
（０／９）

０．００％
（０／９）

环境科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化学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４４）

８６．３６％
（３８／４４）

０．００％
（０／４４）

１３．６４％
（６／４４）

化学工艺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应用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４）

８５．７１％
（１２／１４）

７．１４％
（１／１４）

７．１４％
（１／１４）

工业催化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管理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９．０４％
（１０３／１０４）

９６．１５％
（１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
（０／１０４）

２．８８％
（３／１０４）

工业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７）

０．００％
（０／７）

０．００％
（０／７）

物流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０．００％
（０／４）

０．００％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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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９８．１５％
（５３／５４）

９６．３０％
（５２／５４）

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８５％
（１／５４）

企业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９５．００％
（１９／２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００％
（１／２０）

技术经济及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０．００％
（０／５）

０．００％
（０／５）

行政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８０．００％
（４／５）

０．００％
（０／５）

２０．００％
（１／５）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

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８／８）

０．００％
（０／８）

０．００％
（０／８）

工商管理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财经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７．９８％
（９７／９９）

８６．８７％
（８６／９９）

８．０８％
（８／９９）

３．０３％
（３／９９）

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金融学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６６．６７％
（２／３）

０．００％
（０／３）

３３．３３％
（１／３）

产业经济学
６６．６７％
（２／３）

３３．３３％
（１／３）

３３．３３％
（１／３）

０．００％
（０／３）

国际贸易学
９４．４４％
（１７／１８）

９４．４４％
（１７／１８）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１８）

统计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３）

应用统计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资产评估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６６．６７％
（２／３）

３３．３３％
（１／３）

０．００％
（０／３）

会计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９）

８９．４７％
（１７／１９）

５．２６％
（１／１９）

５．２６％
（１／１９）

会计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３４）

８２．３５％
（２８／３４）

１４．７１％
（５／３４）

２．９４％
（１／３４）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２．３１％
（３６／３９）

７９．４９％
（３１／３９）

７．６９％
（３／３９）

５．１３％
（２／３９）

马克思主义哲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９０．００％
（９／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８６．６７％
（１３／１５）

６６．６７％
（１０／１５）

１３．３３％
（２／１５）

６．６７％
（１／１５）

思想政治教育
９２．８６％
（１３／１４）

８５．７１％
（１２／１４）

７．１４％
（１／１４）

０．００％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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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２９）

７２．４１％
（２１／２９）

２０．６９％
（６／２９）

６．９０％
（２／２９）

艺术学院

学院合计
７０．８３％
（１７／２４）

５４．１７％
（１３／２４）

１６．６７％
（４／２４）

０．００％
（０／２４）

美术学
６０．００％
（３／５）

４０．００％
（２／５）

２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０／５）

设计艺术学
７６．９２％
（１０／１３）

６１．５４％
（８／１３）

１５．３８％
（２／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３）

工业设计工程硕士
６６．６７％
（４／６）

５０．００％
（３／６）

１６．６７％
（１／６）

０．００％
（０／６）

教师教育

学院

学院合计
７６．４７％
（１３／１７）

７６．４７％
（１３／１７）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１７）

教育学原理
７５．００％
（３／４）

７５．００％
（３／４）

０．００％
（０／４）

０．００％
（０／４）

课程与教学论
６０．００％
（３／５）

６０．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０／５）

０．００％
（０／５）

高等教育学
８７．５０％
（７／８）

８７．５０％
（７／８）

０．００％
（０／８）

０．００％
（０／８）

医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５．３６％
（１８５／１９４）

８８．６６％
（１７２／１９４）

１．５５％
（３／１９４）

５．１５％
（１０／１９４）

免疫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９０．９１％
（１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１１）

９．０９％
（１／１１）

病原生物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５０．００％
（１／２）

５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免疫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
（０／１）

内科学
９５．００％
（１９／２０）

９５．００％
（１９／２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２０）

儿科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５０．００％
（１／２）

５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０／２）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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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医学院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３１）

９６．７７％
（３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３１）

３．２３％
（１／３１）

护理学
８３．３３％
（５／６）

６６．６７％
（４／６）

１６．６７％
（１／６）

０．００％
（０／６）

外科学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１６）

９３．７５％
（１５／１６）

０．００％
（０／１６）

６．２５％
（１／１６）

妇产科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肿瘤学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麻醉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内科学硕士
９６．３０％
（２６／２７）

９６．３０％
（２６／２７）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２７）

儿科学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０．００％
（０／４）

０．００％
（０／４）

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
９６．６７％
（２９／３０）

７３．３３％
（２２／３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２３．３３％
（７／３０）

外科学硕士
８７．５０％
（１４／１６）

８７．５０％
（１４／１６）

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１６）

肿瘤学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５）

０．００％
（０／５）

０．００％
（０／５）

麻醉学硕士
５０．００％
（１／２）

５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全科医学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０％
（０／３）

药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７．８７％
（４６／４７）

９１．４９％
（４３／４７）

２．１３％
（１／４７）

４．２６％
（２／４７）

药物化学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０／２）

药剂学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０．００％
（０／９）

０．００％
（０／９）

生药学
９０．００％
（９／１０）

７０．００％
（７／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

药理学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７５．００％
（３／４）

０．００％
（０／４）

２５．００％
（１／４）

制药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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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药学院 中药学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０．００％
（０／９）

０．００％
（０／９）

流体机械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学院合计
９７．４４％
（７６／７８）

８２．０５％
（６４／７８）

０．００％
（０／７８）

１５．３８％
（１２／７８）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９６．９２％
（６３／６５）

８１．５４％
（５３／６５）

０．００％
（０／６５）

１５．３８％
（１０／６５）

化工过程机械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４）

０．００％
（０／４）

０．００％
（０／４）

动力工程硕士
１００．００％
（９／９）

７７．７８％
（７／９）

０．００％
（０／９）

２２．２２％
（２／９）

生命科学

研究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９６．４３％
（２７／２８）

９２．８６％
（２６／２８）

０．００％
（０／２８）

３．５７％
（１／２８）

科技信息

研究所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６９．２３％
（９／１３）

６１．５４％
（８／１３）

０．００％
（０／１３）

７．６９％
（１／１３）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奖 学 金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国家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获奖名单（３００００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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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阳　徐　坤
&'#$%

严玉婷

()#$%

沈钰杰　瞿　磊
*+#$%

龚　辰　吴沛文
,-#$%

郝桐帆　严　铭　周　银
./#$%

孙　健
01#$%

李欢欢　蒋　鼎　张家艳
23#$%

佘小杰

45#$%

李绍龙

67#$%

狄　俊　张云雷
89#$%

赵刘威　陈　聪
:#$%

王　旭　王运刚
;<=>%

卢加兴　顾　哲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国家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获奖名单（２００００元／人）

机械工程学院

刘　伟 李　聪 朱金鑫 刘　蓉
谢中敏 何　浩 沙朝飞 高　帅
粟　强 丁　清 张文泉 夏传达

仲雪娇 刘　皋 王　坤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包　盛　靳合琦　左志强　刘鹏飞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刘昌宁 李伟俊 邓晓析 李文瑶

张龙飞 徐　辉 沈峥楠 涂　琨
罗　帅 薛正旺 王　位 刘　莎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谭小强　韩　丹　纪长浩　孙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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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苌树方 王　亚 张志强 皮智超

朱林中 范春亚 李晓芳 任　杰
刘　帅 戴　煜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刘晓洋 路心资 杨　深 万　玲
束正明 殷佳宁 王常青 黄　波
胡亚民 丁书玲 曾　煜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胡薇薇 李　伟 吴　娟 王瑶瑶

袁　璐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魏　薇 杜甫义 刘　亮 李　朋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朱莉莉 倪志瑶 吴盼盼 王孟
"

许春林 平淑容 周　游 刘晓龙

理学院

孙艳秋 顾　超 王　丽 徐慧慧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张泾杰 袁思奇 颜高升

化学化工学院

吴润润 谢阿田 卢志鹏 尹海旭

杨　静 何劲松 邵乐强 陈继斌

管理学院

李伟鹏 冯　阳 吕东东 陈　宇
于晓慧

财经学院

刘　伟 时方艳 艾　苗 许苗苗

王海婧 周菲菲 姚依倩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佳楠 孙煜

文法学院

宋振龙　徐静煜 齐　华

外国语学院

喻志刚 郭晨璐

艺术学院

胡　杨 席　静

教师教育学院

徐慧敏

医学院

蒋孟林 周凌宇 张婷娟 韦　静
曾　平 韩　玮 白　羽 方燕斐

李鲁博 杨东琴 刘志坚 彭　珂

药学院

周　婕 侯　健 丁应财 陈丹阳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顾延东 郭义航 刘思晗 吴家辉

生命科学研究院

尤梦丽 李娆琪

科技信息研究所

李　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国家奖学金：
本科生获奖名单（８０００元／人）

机械工程学院

陈锂权 冷亭玉 王小莹 李天癑

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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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何俊增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陈　 黄小龙 盛富鹏 李幸军

吕强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仇兴雷 黄玉磊 王开珉 符玲莉

叶　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　超 李俊楠 张晓玲 滕赛楠

王瑾
!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何晓婷 徐舒其 纪友州 朱尧靓

王亚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彭　瑛 蒋彩萍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张　晗 杨鸣凤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程振桥 付梦莎 奚钰佳 程俊强

理学院

赵玉萍 张田田 邹嘉辉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朱　蕾 张　军

化学化工学院

朱　瑶

管理学院

刘彤彤 芦萌萌 李闪闪 史　

周丽金 刘凌燕

财经学院

陈　阳 吴佳棋 王雨桐 虞　惠
周思宁 张　茜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梦婷

文法学院

刘　源 卜国欣 徐静煜 齐　华

外国语学院

江丽莉 于晓艳

艺术学院

邵　怡 王　敏 龚　冉

教师教育学院

蒋雅静

医学院

朱　君 王妍然 邓世佶 韩新烨

韩忱成 张煜婕

药学院

马　萍 陈兴晔

京江学院

孙维茜 李仁仁 程晓茜

无锡机电学院

宗天成

（撰稿人：李宏刚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

（２０１６）

３９０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学生名单（５０００元／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丁仁发 罗　聪 马硕颖 马鸣远

宋生超 马腾云 彭闯宾 苏鹏威

刘孟豪 王天成 余　乐 彭　波
王　凯 马进进 陈鹏辉 落帅君

张　牧 汪志英 黄　振 李晓英

吴国斐 郭　雄 刘腾飞 尤奇遷

袁　欣 桂　香
)

秋桐 张玲玲

王　倩 刘贵煌 张英杰 胡　波
吕梦晴 李新芽 龚晓花 涂文臖

王丹萍 徐小唐 王　癑 刘荣娟

董玉格 王瑾
!

曾　凤 张应兵

陈冉冉 宁　乐 王　毅 严　庆
魏鲁琳 谢　金 徐　巍 岳亚妹

王?癑 荣佑珍 史淑静 唐忠彬

王丹丹 韦旭朴 刘　可 许欣欣

陈一都 王　龙 于　静 何　晗
陶志伟 刘茜茜 李睿锴 冉小霞

孙恒宇

财经学院

付章欢 吴　? 周兆荟 周　倍
吴婷婷 余　苹 焦梦露 张丹丹

刘丽娟 唐　杏 陈　凯 池方圆

徐雪利 孙义烨 仲玉环 韦庆云

魏云玲 闻　媛 李耀真 刘　杰
李娅婷 谢　菲 王新明 胡佳佳

马　玲 王相芳 曹晓慧 霍雪文

金　敏 李　娜 尹晓铆 朱　静
汤　云 张康焕 杭永胜 王笑笑

杨文青 高　丽 万安位 单　敏
冯雪梅 吴　翠 顾莹莹 王　瑶
张冬芹 乐竟进 王友鑫 叶俊岑

叶　婷 赵文丽 许云云 孙凯伦

唐　欢 闫瑞瑞 刘蒙单 高　玲

段瑞佳 蒋宝珠 李　欢 陆金龙

孙素婷 李　媛 虞　惠 庄梦月

吴俊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曾现现 丁　岭 郭家春 沈　霞
邬　军 姚云龙 王　权 施天灵

邱殿成 程健俊 黄晓剑 周　艳
胡　斌 刘　露 于　笑 王笃乐

刘育君 谢　超 王　勇 王洪龙

李雯雯 温金晓 张礼帅 刘　波
张生鹏 张超凡 高　敏 黄　余
魏　东 吴蒙蒙 刘仕望 盛　宙
李尚龙 章　希 李　硕 韩欣雯

李鱼强 张欣茹 吴定英 王婷婷

何繁荣 郑锐剑 王宁宁 张小青

付疆疆 徐　慧 于子淇 姚　甜
王乐乐 李　滔 耿　畅 翟芳芳

黄　俊 郭　前 惠海芳 代明君

路新男 张　旭 赵鸿淼 王志昊

杨金波 刘　丹 林天华

阿丽腾古丽 周海燕 赖　恒
晏　涛 朱佳冰 肖茜茜 任静静

李　燕 贾宇浩 冯云华 陈　瑶
曾小霜 杨佳楠 刘　玮 徐先宝

吴龙奇

文法学院

孙培华 黄春蕾 谷婷婷 黄露莹

魏晓莉 周　畅 周燕莉 卜国欣

边　媛 顾春香 吴　杰 牟　欢
孙思雨 郭凤琴 卞国琴 张　楠
马晓旭 张若楠 李亚南 韩同莲

邵　元 代　敏 周双燕 甘　迪
高　芳 潘静云 葛如月 徐晓晓

程慧敏 吴中中 李文雅 张艳如

付谭谭 顾慧慧 赵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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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刘　燕 张玉婉 李莉莉 赵海鑫

张甜甜 芦萌萌 陈艳华 谢露霜

王　繸 刘子鮬 张　静 范　伟
杨佐君 聂肖云 丁　敏 王　涵
宋海艳 汤　琳 李闪闪 邹玉凤

金　宁 梁芳芳 曹晓晓 何慧杰

张　宁 张　杰 刘　盼 姜馨悦

武丽娜 潘　晶 施　雨 王淑君

陈　静 刘　权 何波群 田　曼
陈　灯 赵崇雪 葛?慧 孙秋吉

毕春艳 郭海望 秦　洁 赵　梦
束海艳 赵　聪 史　 尤　冰
杨　轩 朱　倩 缪　波 贾　珊
耿紫涛 唐娇阳 李九安 姜琼琼

景志红 苑晓艺 黄佩佩 陈红玲

丁　洁 潘　蕊 魏华建 刘凌燕

吉萌蕾 张　璐 程凯璇 程　伟
李　静 何　杨 熊阿芳 刘路路

高　燕 杨　欢

化学化工学院

时梦莹 张文驰 田　飞 李　明
范　越 王　鑫 王荣荣 牛浩婷

胡家明 赵凡毓 张真真 罗　丹
王东东 袁丹丹 贺　强 岳晓阳

王莉莉 王雅平 刘秀芳 陆春花

杨晓庆 王　婷 巩新池 杨　宁
高蒙蒙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卢　露 马顺博 桂　程 周　港
张冬雪 冯　媛 王红强 张思雨

余学进 杭　晔 蔡娜娜 赵艳超

陈文卉 杜家龙 陈　鑫

机械工程学院

塔依尔·吾守尔 黄　瑞 曹　明

热萨来提罕·吾卜力喀斯木

袁玉芬 李召旭 向　前 嵇绍波

龚道磊 王　萱 范林生 杜婷婷

周武超 阿不都西库尔·阿不来提

王　昭 努里比亚·艾合买提

石云杰 杨舒颖 周　唯 张腾飞

赵云霄 徐　颖 皇前进 张泽程

王军建 陈加徐 张宁宁 赵晓琪

杨泗华 黄　梦 陈园园 印学浩

李洋洋 袁慧洁 杨　萍 黄建斌

叶　昕 吴　蓉 刘超德 丁　楷
陆　静 张海恩 史鹏飞 曹姜钰

杨　忍 施　浩 屈泽峰 徐　鹏
何梦虎 赖泽豪 张文飞 李　刚
胡才会 刘怀乐 王元元 李凤国

王梦宇 吴庆文 许金堡 朱　可
马梦龙 黄建斌 曹姜钰 吴波波

林　成 李长江 刘建丽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周华艳 孙冬梅 张广丽 艾　鑫
彭　婧 徐漪清 马春莲 袁亚娟

盛亚奇 郑　琴 陆　健 张忠敏

张丽梅 文云丽 赵红娜 闫　鑫
沈勇琳 章新洁 方　智 方　雄
尚　业 秦松铃 房晓楠 黄　彬
刘章磊 方　

*

黄少芬 王志忠

杨浩贞 李世光 朱淑軻 宋　巍
高云云 许　婕 周一凡 汤媛媛

程振桥 朱文星 祖婉婉 王子桐

孙　航 程俊强 夏利媛 赵德强

俞文慧 张亚龙 姚入榕 高莎莎

杜琼珠 杨美玲 付梦莎 张　英
王　利 魏　颖 王　惠 蔡雅洁

王大伟 牛广哲 吴怡奇 娄云敬

陈霞辉 闵姝文



%&'()*

（２０１６）

３９２　　

教师教育学院

胡依偎 徐振霞 卞旭慧 丁　蕾

理学院

韩学红 吴美珍 陈　强 钱柏丞

卢　莉 贾凯琳 陈莉莉 张丽娜

石　静 崔　娇 张　洋 程丹丹

陈　丽 毛本强 张　玉 王学银

刘　洁 孙春雷 张田田 秦方怡

张路路 陈腾 胡灿灿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闵海丽 明祥栋 王凯丽 石　琳
魏红伟 李　佳 万福来 钱佳丽

李　杰 蔡北京 吴　娟 祁方昊

李　盼 赖良庆 汤宏宇 蒋宁静

胡纪伟 裴　帅 彭　涛 翟　旭
徐　超 王凯伦 张　顺 吴　伟
张纳如 曹　斌 刘秀婷 武继光

聂丹尼 林晓雪 韩佳丽 仇兴雷

李秀秀 陈春辉 魏志强 张佩佩

陈　琳 唐明星 史丽莎 吴经伟

袁琴琴 尚欢欢 张宏伟 周　颖
程晓婕 黄发庭 岳麟凡 方鸿儒

朱　彤 杨露露 陈　飞 蔡　宁
詹　睿 陆　越 桂　铠 胡栓虎

申纯浩 王明明 陆　琪 赵庆春

陈　想 徐　畅 徐　健 黄玉磊

芮　璐 程　彪 陈　颖 袁　章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宋文兵 陈　铭 孙洁洁 许　畅
徐万强 杨雅文 韩大双 张　涛
喻康颖 陈佳伟 任　欢 郑　科
吴坤波 周伟建 仵晓涵 刘　涛
许珍珠 章晓星 孙坚添 刁凯凯

孙振冲 彭满才 欧　阳 唐彦軻

孙　东 崔义忠 徐　凯 张存振

邢冬雪 刘　刚 臧　勇 赵艺茗

丁　莹 杜树樱 吴　娜 王雅如

宁　涛 陈向阳 孙　瑞 封永龙

刘亚威 王　雪 陈　磊 郭剑宇

陈青民 徐潮妃 胡　凯 李　磊
杨蕊毓 裴建华 蒋　俞 江绍康

韩柳梦 田　甜 裔　静 张　星
吴　琼 陆大勇 章昊晨 李维鑫

金志玲 王为凯 余雪连 于　丹
王吉照 李幸军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　慧 葛茜茜 高方方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陈　芳 丁佳俊 侯　强 李宇翔

赵　静 武利霞 杨立凤 王平月

张晓瑞 曾椿淋 荣雅文 梁妮妮

王　春 孙　媛 李　月 李君奎

王睿远 张俊俊 赵丽霞 金凌雪

张　苗 林　莉 孟　欢 覃飘燕

张艺露 于　杰 王文秀 刘　芬
王怡婧 罗　欢

外国语学院

陈　红 姜爱婷 刘　静 杨　柳
周静静 曹　琼 袁瑞萱 杨　扬
尹　吟 张同鑫 杜　月 吴豆豆

左　云 王丹丹 张蒙蒙 范艳芬

吴　伟 刘　帅 张柳柳 周照飞

彭筱琨 黄　炎 唐银梅

药学院

房强强 耿美艳 王玉祝 唐晓冲

谢育娇 章丽婷 杨　娜 赵　丹
李　洋 邵凤霞 韦春梅 马改玲

王凯丽 买尔哈巴·买买提

袁安然 刘英坤 黄瑶琳 陈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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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康 董晓晶 胡　凡 高建花

王　婷 陈兴晔 金　倩 马青梅

刘又精 庞　杰 冯　雪 王东淑

樊　荣 卢渭金 石玉婷 李小倩

郑昭翼 李薄薄

医学院

颜莹莹 王康馨 左晨艳 侯　楠
孙　奕 黄日清 沈义兰 沈　利
李无迪 汪浩洋 袁苗苗 何腊梅

陈妍秀 刘玉婉 夏　浩 闫丽敏

徐　婷 崔宇晴 吴　 宗慧敏

蒋美萍 毛夏琼 王金甜 李翠芳

李彦彦 王慧之 张莉莉 沈　聪
余琪琪 万　戎 李　含 张　露
王秋玲 杨　颖 刘　艳 兰洪倩

芮丽玲 史春璐 周　楠 朱倩玉

夏　歆 孟玲宁 张桂红 周新茹

仇　越 季　琴 李壮发 王小铃

李朱萌 丁丽颖 陆慧玲 柯美霞

赵康容 吴　心 邱雪莲 刘锦雯

夏雪莉 韩新烨 于娜娜 邢　一
高　洁 彭　昕 罗　凯 刘　赛
徐肖杨 孔慧娟 朱　晨 李骞骞

张　迪

艺术学院

邵燕萍 卢　晗 张　楠 郭胜楠

徐曼雪 李晓琳 夏琴琴 秦　糰
卢文雅 王新娜 朱向梅 王　敏

李　月 王丽娜 张田莉 王燕铃

刘　敏 葛江云 曲洪川 齐振振

王　金 赵　文 祝　倩 李棋棋

彭　宏 李　艺 韩帛雨 闫　忻
韩立超 朱建伟 金　洁 余　建
张慧帝 杨　健 程思瑜 鲁桂薛

归超群 汪梦颖 何静静 郑泽君

李　东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张　磊 黄伟海 秦月波 邹　卓
王　琼 江留慧 贺伟伟 徐海洋

王伟杰 张睛睛 刘雅玲 杨凯逊

赵　玮 宋　荟 李宗煜 陆如霞

阿卜杜热西提·图尔贡 段慧敏

陶勇初 李苏畅 梁　韬 王　鹏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魏　娟 孙　晖 王　也 丁中正

魏婷婷 黄小龙 秦东旭 史　杰
文　猛 冒云鹏 倪徐进 杨凌云

郭耿瑞 李　博 邓克顺 赵云飞

李　伟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张　铭 孙田田 谢　为 杨亚男

李　宇 陈培盛

（撰稿人：张　芬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社会奖助学金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６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３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２０００元

常柴

奖学金

电气学院 ４０００ ２ 朱燕妮　顾永文

管理学院 １８０００ ６ 周丽金 王　娇　武丽娜 纪慧敏　董文宇　张子涵

机械学院 １４０００ ４ 於伟杰 田万杉　石云杰 蔡成彬

农装学院 ２０００ １ 严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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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８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５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２０００元

正昌

奖学金

材料学院 １１０００ ３ 张馨月 张萱萱　张　丹

机械学院 ６４０００ ２０ 陈　凯　陈　亮 孟思华　高鸿飞
杜家龙　宣　芮

吴庆文　刘健炜　张泽程
赖泽豪　王逸帆　陆施海
冷　亭　玉闫伟　胡国强
仲雪娇　曾亚维　肖　坡
袁　豹　刘　伟　　　　

管理学院 ２８０００ ９ 缪亚文 胡富豪　李江霞 王　婷　顾霜霜　卜另文
束海艳　赵　梦　尤　冰

食品学院 ９０００ ３ 赵阳洁 王睿远　李宇翔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４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２０００元

“江大蜂

胶”奖助

学金

材料学院 ２０００ １ 刘　可

财经学院 ８０００ ３ 张博博 方雪婷　翟　笠

电气学院 ６０００ ２ 李鱼强 张命杨

管理学院 ４０００ １ 闻庄印

化工学院 ２０００ １ 安克奇

环安学院 ２０００ １ 韩　冰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０ １ 嵇绍波

计算机

学院
４０００ ２ 张政萍　乔博文

教师教育

学院
２０００ １ 韦　靓

理学院 ２０００ １ 叶　昕

医学院 １２０００ ４ 万　戎　金　倩 胡　凡　唐娇阳

马克思

主义学院
２０００ １ 葛茜茜

能动学院 ４０００ １ 黄春杰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０ １ 吕庭辉

食品学院 ８０００ ３ 张　烨 罗　欢　特勒别来根·沙布尔别克

土力学院 ６０００ ２ 张　军 仲　亮

外国语

学院
６０００ ２ 周益银 葛　珊

文法学院 ６０００ ２ 卜国欣 魏　萌

药学院 ６０００ ２ 杨倩文 陈兴晔

艺术学院 ６０００ ２ 王燕铃 江　贝

京江学院 ４０００ ２ 王亚楠　陈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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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２０００元

两个共

产党员

助学金

计算机

学院
２０００ １ 沈钰城

教师教育

学院
２０００ １ 王焕焕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０ １ 范旌正

外国语

学院
２０００ １ 蒋海满

医学院 ２０００ １ 屠国占

龙腾卓越

奖助学金

电气学院 ８０００ ４ 于　泓　朱尧靓　曹彦琳　杨益明

机械学院 ６０００ ３ 寇谦雨　王　浩　薛振宇

能动学院 ８０００ ４ 徐可伟　朱慧君　章炜业　朱梦楠

汽车学院 ８０００ ４ 方培俊　张蕴超　盛富鹏　张　凡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０００元　１５００元

校关工委

“时雨社”

助学金

材料学院 ２７０００ １２ 龚晓花　李　寿　李应龙　梁钊朋　马晶兰　熊有霖
段旭斌　刘芮言　王振忠　李超湘　赵　静　杨善鑫

财经学院 ３００００ １４
车雨欢　蒙萌萌　孙　远　熊邦敏　叶　婷　莫德金
张雪青　木尼热·祖农　王吉珍　余秋景　乔红丽

王笑笑　李文静　买尔哈巴·买买提

电气学院 ２８５００ １２ 胡　艳　麦麦提·如孜　宋牧春　韦正统　谢言琴　徐欢　张印华
娜地来·艾沙江　艾合买提·喀斯木　李学文　王　军　陈燕婷

管理学院 ９０００ ５ 许银慧　苑晓艺　马秀娟　潘倩红　格桑土登

化工学院 ２１０００ ９ 卢柳丽　孙　林　周　敏　郭春兰　唐　洋
张彦海　白许亮　陈国燕　伍庭爽

环安学院 １５０００ ８ 陈　理　徐永亮　李凯祥　史　鑫　郭振斌
徐粒雪　陈景泉　陈彦雄

机械学院 １９５００ ９ 杨　忍　刘　宇　陈　杰　尹志超　张继香　赵中秋
高铭锐　韩玉琪　林吉鸿

计算机

学院
１２０００ ５ 李慧敏　戎兴兰　尚　业　王　明　陈旭升

理学院 ３０００ ２ 何丽娟　朱友明

马克思

主义学院
６０００ ４ 王晓艳　郑佩瑶　沈子栋　王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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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０００元

校关工委

“时雨社”

助学金

能动学院 ３７５００ １６
蔡迎红　黄秋涵　李志新　刘成龙　谭亚洲　周希瑞
龙安城　冯　艳　于　萍　王正平　陈宗贺　刘　博

鹿　磊　刘　航　吉芙蓉　陶　源

农装学院 １５００ １ 倪　俊

汽车学院 １３５００ ８ 马腾云　韩　飞　秦　坤　杨建华
李紫明　杨　敏　高新宇　次旺多杰

食品学院 １８０００ ８ 曾椿淋　陆秀娟　徐晓义　依帕热·居来提　穆妮热·依明江
龙　英　阿卜拉·阿卜杜克热木　夏昌苗

土力学院 １３５００ ５ 陆如霞　尼玛顿珠　王立娟　阿卜拉·阿卜杜克热木　周　莉

外国语

学院
１５０００ ７ 郝开拓　姜爱婷　李　燕　朱艳萍

孙良华　邢　琳　周云兰

文法学院 １２０００ ８ 邹华斌　郭晶晶　张婷婷　张　娟
黄齐龙　潘美蓉　高金祥　黄齐龙

药学院 １２０００ ６ 赵　丹　康　措　郑岩松　吴　媛　任继威
买尔哈巴·买买提

医学院 ２７０００ １３ 谭　燕　高　洁　宋芳芳　韦杏佳　席　可　夏雪莉　潘莹樱
吉江红　张盼盼　陈　志　张桂红　孙雪利　陈懂燕

艺术学院 ７５００ ５ 周　叶　邓一梅　夏　伟　徐成才　姜　雪

京江学院 １２０００ ６ 童哓健　李恒彬　钱　灿　薛欣然　徐婉莉　顾淑梅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４６００元

延利

奖学金

材料学院 ９２００ ２ 许苗苗　高　磊

管理学院 １８４００ ４ 吴慧芬　陈世福　刘　燕　张　迪

机械学院 ９２００ ２ 王天伦　王加加

汽车学院 ９２００ ２ 董建国　崔应欣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３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２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１０００元

中国

电信奖

学金

材料学院 ４０００ ３ 李旭敏 杨思魁　王　癑

财经学院 ３０００ ２ 李凯利 和霞峰

化工学院 ３０００ １ 叶钰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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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３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２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１０００元

中国

电信奖

学金

环安学院 ２０００ １ 赵艳超

计算机

学院
３０００ ２ 程振桥 付梦莎

理学院 ５０００ ２ 董兰兰 王　丹 彭　宏

京江学院 ２０００ ２ 谢梦真　顾喜薇

农装学院 １０００ １ 杨亚男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０ １ 朱　彤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０ １ 樊　杰

食品学院 ３０００ １ 曾椿淋

土力学院 ２０００ １ 沈　菲

外国语

学院
１０００ １ 彭筱琨

文法学院 ２０００ ２ 孙培华　黄春蕾

药学院 ２０００ ２ 刘　娜　陈　丹

艺术学院 ２０００ ２ 徐曼雪　王　金

医学院 ３０００ ２ 吴　心 张静静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２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１０００元

中国

联通奖

助学金

材料学院 ４０００ ３ 李　昊 钟继宇　陈思源

财经学院 ３０００ ３ 孙晓静　张　静　王　玉

电气学院 ２０００ ２ 谢　超　吴　超

化工学院 １０００ １ 唐丽丽

环安学院 ２０００ ２ 柴　帅　康启鑫

医学院 ２０００ １ 李　健

计算机

学院
３０００ ３ 杨家丽　董人健　曹　祥

教师教育

学院
１０００ １ 刘　梦

理学院 ３０００ ３ 周正一　陈腾　张国芬

马克思

主义学院
１０００ １ 吴　曲

能动学院 ４０００ ２ 张亚玲 王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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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２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１０００元

中国

联通奖

助学金

农装学院 １０００ １ 刘小明

汽车学院 ３０００ ２ 吕庭辉 胡茂凡

食品学院 ３０００ ２ 陆秀娟 郭丽娜

土力学院 ３０００ ２ 陈　宁 方文博

外国语

学院
１０００ １ 赵惠玲

文法学院 ２０００ １ 魏晓莉

药学院 ４０００ ３ 王　凯 褚可心　谢胜盛

艺术学院 ３０００ ２ 王　敏 周　末　潘玉霞

京江学院 ４０００ ３ 贾家宽 唐　伟　史康帅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０００元　１５００元

邵仲义

助学金

能动学院 １５００ １ 王跃成

财经学院 ３０００ １ 马文娟

电气学院 ３０００ １ 郭　令

计算机

学院
１５００ １ 李欣娟

外国语

学院
６０００ ２ 王玉雪　段玉淑

管理学院 ３０００ １ 顾霜霜

文法学院 ３０００ １ 边　媛

艺术学院 ３０００ １ 史小可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４０００元

伯藜

助学金

材料学院 １０５００ ２１
王阳阳　邬永霞　杨柏林　涂升宏　吴长春　陈亚楠　张玲玲
肖永春　鞠　娜　宫启鸿　岳亚妹　刘仲良　杨积顺　潘奎兆
彭子龙　钟　敏　魏甜甜　刘　兴　任艳霞　罗功云　

&

志伟

财经学院 ９５０００ １９
何　敏　吾木提·阿得力别克　杨茹梦　冯路通　唐福东

吴　江　成雪姣　韩　露　张志远　杨进兴　康　晓　王志美
李华江　韩雁彬　殷小娜　张　雷　陈运青　张　旺　刘红梅

电气学院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
庄　永　覃一实　汤飞详　王　珲　张文刚　马兴成　张亚龙
李弯弯　王　磊　热比亚·斯马义　张　江　胡　斌　陈代磊
肖茜茜　王明瑞　马宇航　伍立伟　班明勇　黄　余　胡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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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４０００元

伯藜

助学金

管理学院 １１５０００ ２３

雷米娜　蔡承元　郝春杏　杨志章　余　丽　李　奇　胡忠涛
吴乾坤　吴香兰　姚锦霞　拉　珍　穷吉卓玛　郑　翎　央　珍
汪　娜　赵润润　曹琦棵　彭　艳　秦　洁　单春梅　陈红玲

焦静云　张　寅

化工学院 ４００００ １０ 田　悦　冉会平　张宇鹏　豆见英　翟德发
伍银环　罗应彪　陈　耀　赵汝燕　戴红江

环安学院 ３５０００ ８ 张金萍　高　强　卢思慧　陈志丽
李彦平　孙国茂　孙　凯　毛　伟

机械学院 ７５０００ １５
于慧慧　梁龙海　阿不都西库尔·阿不来提　徐雍祺　乔祥山
塔依尔·吾守尔　景　龙　吴春华　赵建阳　李思阳　刘　闯

于露露　周雪静　丘开旺　吴庆文

计算机

学院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２

郭士坤　李　成　君王彬　王　姗　马其贵　杨忠本　兰　豪
王大伟　周华艳　黄　松　林徐月　曹　毅　刘康乐　王勃博
黄睿岚　尚晓伟　候艳霞　杨旭东　刘　婷　武静雯　刘章磊

姚入榕

理学院 ５５０００ １１ 陈　强　王　双　姬留阳　张海洋　王亚楠　刘　洁
王学银　汪　凯　陈少坡　冉乾伟　惠伟龙

医学院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
张　虹　桑秀平　陈超凡　杨培培　吴玉娇　沈　昕　王月霞
杨佳丽　罗　凯　霍连丽　孙　浩　徐玲玲　朱艳艳　沈永芳

谷　莹　玛丽哈巴·阿布力米提　杨华肖　陈一菱　王伟马　青　梅

马克思

主义学院
１５０００ ３ 高方方　周　慧　丁良怡

能动学院 ９５０００ １９
苗娇娇　贾志洋　詹　睿　刘　阳　裴　帅　连中琨　李　睿
叶攀学　郭书利　董　俊　程晓婕　郑娅文　付　炬　戚远里

刘　杰　张秋霞　张恒毅　王海瑞　吴　琳

农装学院 ２００００ ４ 靳　伟　陈军毅　刘新旺　王红达

汽车学院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１
单茂清　张晶慧　王　雪　青开灿　马天文　于　丹　贡　措
徐　露　黄小龙　孙洁洁　朱　磊　扎西平措　郑　波　阮永利
刁凯凯　孙坚添　王吉照　丁　莹　杨钰芳　江绍康　赵光辉

食品学院 ５５０００ １２

李　丹　李　斌　图迪麦麦提·麦托合提　得丽娜尔·塔斯恒
刘　芬　赵丽霞　阿卜杜穆太力普·阿卜杜拉
特勒别来根·沙布尔别克　米热巴牙·马合木提

丁佳俊　孙　媛　纪陈陈

土力学院 ５００００ １０ 阿卜杜克热木　殷　贺　李淞泽　蒋凯强　吴明勇
戴上秦　董乾坤　李姗姗　冉庆行　李苏畅

外国语

学院
４００００ ８ 凌艳洁　张　文　蒋海满　姜秀坤

黄　炎　李　晗　孙子喻　臧美琦

文法学院 ６００００ １２ 祁　琳　孙思雨　顾春香　李　汶　喻泽斌　姜晓妮
邹剑英　苗　月　王少威　代　敏　何　欢　郑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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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４０００元

伯藜

助学金

药学院 ５５０００ １１ 刘　燕　刘又精　张继鑫　刘国萍　宋转转　高建花
张　倩　周红秋　刘　伟　庞　杰　马丽宇

艺术学院 ６５０００ １３ 江　芹　汤　珍　胡亚斌　严苗灵　许雅丽　宋智颖　余其森
王　帆　葛江云　周振洋　谢翩翩　夏琴琴　周　骞

教师教育

学院
２００００ ４ 张雨晗　周　颖　徐振霞　宋如意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４０００元

ＫＦＣ
曙光

基金

材料学院 ６０００ ２ 贾伟杰　许苗苗

电气学院 ３０００ １ 刘金震

管理学院 ３０００ １ 姚阿梅

机械学院 ３０００ １ 孙阳阳

计算机

学院
６０００ ２ 高东升　李　强

医学院 １５０００ ５ 姜　桃　谢文宁　夏米西努·艾散　周　彤　王　鸣

能动学院 ６０００ ２ 毛莎莎　张佩佩

汽车学院 １００００ ２ 袁志杰　王新飞

食品学院 ５０００ １ 张文彤

土力学院 ５０００ １ 白国楠

文法学院 １００００ ２ 李亚卿　韩　冰

药学院 ５０００ １ 鲍　晓

艺术学院 ５０００ １ 李广才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２０００元

茅山

兴教

协会助

学金

管理学院 ３０００ １ 施　雨

汽车学院 ３０００ １ 刘　涛

马克思

主义学院
３０００ １ 吴　曲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０００元

四川科思

助学金
机械学院 １５０００ ３ 柴　适　杨　勋　张朝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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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２０００元　１０００元

“一位

首批

进藏

女兵”

财经学院 ４０００ ２ 白马玉珍　吴坚旦增

汽车学院 ４０００ ２ 次仁曲宗　扎　桑

药学院 ４０００ ２ 丹增曲吉　康　措

管理学院 ８０００ ４ 次　白　达娃央金　白玛央宗　罗布卓玛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 二等奖

福隆

社会奖

助学金

医学院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５

朱小芳　何　婷
李　健　徐子璇
蔡珍生　赵康容
杨如月　陈严严
周芳芳　屠国占
邱雪莲　席　可
韩新烨　李　敏

王小铃

周　露　杨　丹　彭　颢　李彦彦　吴玉娇
汪浩洋　赵汉新　彭　昕　郑捷琼　索　龙
徐青青　李少邱　齐文凯　孙安萍　李双玲
王旭茹　宋芳芳　李月梅　柯美霞　孟兰藏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６００元

镇江王琛

女士爱心

资助

土力学院 ３６００ １ 陶勇初

医学院 ３６００ １ 王秋玲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０００元

潘国杰、

顾中渊

资助

食品学院 ３０００ １ 彭家真

电气学院 １０００ １ 余　鸿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４０００元

丹阳

孙锁云

先生爱

心资助

环安学院 ４０００ １ 李　辉

能动学院 ４０００ １ 张　欣

文法学院 ４０００ １ 顾　丽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０００元

康明斯

奖学金、

励学金

机械学院 ４５０００ ９ 林书青　温　娟　潘彩云　杨晓琼　赵晓琪
徐　颖　李玉霞　张　凡　陈　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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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免费用餐

后勤自

强计划

材料学院 ０ ２ 茶旺华　谢玄辉

财经学院 ０ １ 户雨龙

电气学院 ０ １ 晏盘龙

管理学院 ０ ２ 张小朋　刘向丽

化工学院 ０ ２ 郭晓伟　李珍珍

环安学院 ０ １ 叶鸽鸽

机械学院 ０ ３ 杨　忍　邓　东　胡国强

计算机

学院
０ １ 张　颖

教师教育

学院
０ １ 韦　靓

理学院 ０ １ 何丽娟

能动学院 ０ １ 连中琨

汽车学院 ０ ２ 胡　凯　李紫明

食品学院 ０ ２ 刘任糠　李　斌

土力学院 ０ １ 宋声波

外国语

学院
０ １ 王　宁

农装学院 ０ １ 王红达

药学院 ０ １ 李薄薄

医学院 ０ ３ 宓兰兰　林　莉　刘　龙

艺术学院 ０ ２ 张慧帝　李　璐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４０００元

“江大

威孚”

助学金

管理学院 ８０００ ４ 胡微微　郭　萍　周发富　陈国宇

能动学院 ８０００ ４ 曹　斌　刘紫薇　李秀秀　程　志

机械学院 ８０００ ４ 史鹏飞　马保录　王志全　王传玉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１５００元

茅以升

家乡

教育奖

财经学院 １５００ １ 姜苏航

电气学院 １５００ １ 刘　爱

管理学院 １５００ １ 张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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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３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２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１０００元

鹏泰

奖学金

财经学院 １２０００ ４ 夏　航 陈佳飞　闾璐瑶 吴佳棋

环安学院

马克思

主义学院

９０００ ３ 陈玉婷 陆静怡 王慧莉

外国语

学院
３００００ １２ 申婷茜　杨　扬 张旭彤　郝开拓

马　娴　陈颖妮　曹　琼
吴铭明　郭佳赢　周金娇

宋海癑　袁瑞萱

文法学院 ９０００ ３ 李文雅 刘　丹 陈博聪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１０００元

７３０１６
助学金

管理学院 ４０００ ４ 白玛卓玛　普布扎西　嘎桑尼玛　白玛央宗

机械学院 １０００ １ 平措朗杰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０ ２ 次仁曲宗　普琼达

土力学院 ２０００ ２ 赤美旺布　扎西尼玛

药学院 ２０００ ２ 次仁措姆　巴桑次仁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２０００元

文清奖

助学金

财经学院 ４０００ ２ 邓　程　陆秀羽

管理学院 ２０００ １ 田进军

机械学院 ２０００ １ 李　枫

理学院 ２０００ １ 胡　颖

能动学院 ２０００ １ 何丽芳

汽车学院 ２０００ １ 杨永强

外国语

学院
２０００ １ 唐志英

文法学院 ２０００ １ 卜海洋

医学院 ２０００ １ 叶彦兵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６４９元

电信

学子

助学包

材料学院 ２５９６ ４ 李东阳　房　锐　胡　娟　肖永春

财经学院 ５８４１ ９ 张雪青　魏扬帆　莫德金　康　晓　陆秀羽
吉玉雪　岳金先　施　羽　杨喜月

电气学院 ３８９４ ６ 闫明慧　姜承昊　朱望旺　王　军
阿卜杜热伊木　木哈迪斯·鲁提甫



%&'()*

（２０１６）

４０４　　

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６４９元

电信

学子

助学包

管理学院 ４５４３ ７ 韩晓庆　柴旭涛　刘志强　黄　茜　张　寅　杨　星　田进军

环安学院 １２９８ ２ 岳禄霞　张新鹏

机械学院 ５８４１ ９ 温　娟　段海峰　曹　院　克丽比努尔·如孜麦麦提
古丽苏姆·热合曼　时　光　王　晶　张新海　李成林

理学院 １９４７ ３ 赵　忆　王玉瑗　吴云霞

计算机

学院
３８９４ ６ 谷　佳　吴季红　陈双美　刘建文　高文燕　陈　思

外国语

学院
２５９６ ４ 王剑波　陈　欣　张艺莹　徐瑞兰

京江学院 ６４９０ １０ 郭明杰　陈　港　杨铃涛　田茂学　刘明星
陈　森　刘亚程　朱鹏峰　李东阳　唐　成

流体中心 ６４９ １ 陈宗贺

马克思

主义学院
６４９ １ 石海江

能动学院 ３８９４ ６ 郝心扬　童　帅　于明亮　苗娇娇　戚远里　武　警

农装学院 ６４９ １ 王军帅

汽车学院 ３８９４ ６ 陈　林　叶进灼　杨永强　吴小丹　祝　愿　周　敏

生命科学

研究院
６４９ １ 苗　迪

食品学院 １９４７ ３ 张文丽　徐婉茹　汪　玲

土力学院 １９４７ ３ 康志斌　杨　杰　周圣力

药学院 １９４７ ３ 吴　媛　陈柳海　袁仙琴

文法学院 ２５９６ ４ 高　文　王红梅　杜徐飞　周　花

医学院 ４５４３ ７ 解良婕　褚良妹　王钺宇　姜　欣　徐甜甜　薛　建　姜　砚

艺术学院 ２５９６ ４ 黄珊珊　魏雪洋　葛　红　魏秋婷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不等

助学

江大

材料学院 １０３３８ １２ 张应兵　郝艳琴　涂升宏　任艳霞　魏鲁琳　郑　超
覃　程　李俊楠　刘荣娟　于　磊　李睿锴　郝艳琴

财经学院 １１４４０ １４ 唐　杏　曹晓慧　李　晗　刘红梅　李莉莉　万众兴　潘欢欢
陈　凯　高　玲　顾莹莹　王　瑶　徐　舟　于　恒　张雯静

电气学院 ４６０２ ５ 张欣茹　李弯弯　王婷婷　谢　超　段永辉

管理学院 ３９０２ ４ 吴茂桃　朱琪玮　丁　敏　周　娟

化学化工

学院
３２０２ ４ 陆春花　唐丽丽　赵汝燕　陆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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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不等

助学

江大

环安学院 １６８０ １ 王红强

机械学院 ３３０４ ３ 顾佳英　蒋　欣　牛景乐

计算机

学院
１６１６４ ２２

徐漪清　张政萍　王丽凤　倪晓铃　付梦莎　黄睿岚
洪锦堆　刘赛雄　邢　斌　李文博　石宜灵　王玫娟
吴旭东　唐佳欢　王　杨　周　恒　李成君　盛亚奇

牛广哲　王大伟　杨忠本　张　英

教师教育

学院
１９６０ ２ 王　阳　张雨晗

京江学院 １３２８２ １２ 闵　慕　李汝洲　顾赛杰　王长辉　曹　淑　郭　冉　范胜帅
孙　鑫　薛欣然　陆　杰　赵　莹　谢桂花

理学院 ５３８２ ７ 张丽娜　张雨婷　刘　洁　王亚楠　陈腾　李笑蓉　张　妍

能动学院 ８６４６ ８ 吴仕伟　唐明星　黄玉磊　谢　金　张　顺　王凯伦　吴仕伟　张秋霞

汽车学院 ９９００ １０ 赵　楠　余学进　刁凯凯　胡　凯　崔义忠
闫丹丹　章昊晨　孙　东　余学进　韩大双

食品学院 １４８０ １ 李　丹

土力学院 ４６４０ ５ 段慧敏　顾月琴　方文博　李苏畅　董乾坤

外国语

学院
５１４２ １２ 曹　琼　胡吉利　王　宁　胡　霞　丁娜娜　周静静

朱孟丹　梁　钰　韩明明　王玉雪　王雅莉　姜秀坤

艺术学院 ６７６２ １２ 张田莉　朱向梅　卢　晗　苏玉月　汪梦颖　杨　婕
裴珊珊　程小丹　佟　欣　李晓琳　李　瑞　祝　倩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慧众学子Ａ类 慧众学子Ｂ类 慧众学子Ｄ类

慧众

学子

材料学院 ２１０３２ １８

李晓英　许苗苗
涂文臖　陈冉冉
陶志伟　马彦军
林　武　郭　雄
岳亚妹　牟姝妤

史淑静　丁仁发
李新芽　吕梦晴
刘等等　张　勇

吴琳玲　
&

志伟

财经学院 １６８０ １ 胡佳佳

电气学院 １３６４０ １０

武　琼　惠海芳
郭　前　房胜男
孙金林　李　斌
邱殿成　周　艳

刘梦颖　蒋露银

管理学院 ９８０８ １２ 张　璐　刘　盼
赵　雅　邹玉凤

万勇均　刘　丹
白　雨　贾　宇

张　欢　缪金金
罗　洋　许银慧

机械学院 １６８００ １３

王　浩　袁玉芬
李自亮　杨　忍
康　俊　沙德利
高　鑫　张　勇

杨　光　蒋　欣
张丁月　王　耀

杜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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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慧众学子Ａ类 慧众学子Ｂ类 慧众学子Ｄ类

慧众

学子

教师教育

学院
３３６０ ２ 韦　靓　徐振霞

理学院 ５７１２ ４ 陈少坡　张　玉
雷旭强

李笑蓉

能动学院 １００８０ ６
吴　伟　闵海丽
毛莎莎　张若梅
董庆海　陈　琳

食品学院 ４８０４ ５ 陈　芳　王文秀 牛　瑞　汪东升 寇晓宁

外国语

学院
６７２０ ４ 吴　伟　杜　月

孙倩倩　陈　红

文法学院 １６８０ １ 马晓旭

艺术学院 ３１２４ ４ 徐曼雪
王刘洋　张少锋

樊梁华

（撰稿人：张　芬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校内奖学金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校长奖学金：
研究生获奖名单（１００００元／人）

!"#$%

刘　伟　朱金鑫
&'#$%

靳合琦

()#$%

刘昌宁　李伟俊
*+#$%

韩　丹
,-#$%

苌树方

./#$%

刘晓洋

01#$%

李欢欢　胡薇薇
23#$%

魏　薇
?@!#$%

朱莉莉

9#$%

孙艳秋

45#$%

张泾杰

67#$%

卢志鹏

89#$%

冯　阳

AB#$%

时方艳

CDEFG#$%

孙煜

HIJ#$%

喻志刚

KL#$%

胡　杨
MNMO#$%

徐慧敏

:#$%

蒋孟林

P#$%

丁应财

;<=>%

卢加兴　顾延东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校长奖学金：
本科生获奖名单（１００００元／人）

!"#$%

陈锂权　冷亭玉　王小莹
&'#$%

何俊增

()#$%

陈　　黄小龙　盛富鹏
*+#$%

仇兴雷　黄玉磊　王开珉
,-#$%

刘　超　李俊楠　张晓玲
./#$%

何晓婷　徐舒其　纪友州
01#$%

彭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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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　晗
?@!#$%

程振桥　付梦莎
9#$%

赵玉萍　张田田
45#$%

朱　蕾　张　军
67#$%

朱　瑶
89#$%

刘彤彤　芦萌萌　李闪闪
史　

AB#$%

陈　阳　吴佳棋　王雨桐
虞　惠

CDEFG#$%

冯梦婷

QR#$%

刘　源　徐静煜　齐　华
HIJ#$%

江丽莉

KL#$%

邵　怡　王　敏
MNMO#$%

蒋雅静

:#$%

朱　君　王妍然　邓世佶
韩新烨

P#$%

马　萍　陈兴晔
ST#$%

孙维茜　李仁仁　程晓茜

（撰稿人：李宏刚　沈春雨）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本科生获资助名单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本科生获资助名单（５００元／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

秋桐 王学辉 涂文臖 刘佳奇

彭新成 邹义儒 高　磊 田　梅
徐小唐 王维康 张爽爽 顾　超
沈　伟 杨　雪 曾统显 陶志伟

朱鑫波 林　武 国　奇 何　晗
李承龙 马彦军 杨柏林

财经学院

汤梦迪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何沛凌 李昊明 张　鑫 蒋　敏
孙振发 彭　英 游维德 戚　磊
赵思源 吴蒙蒙 杜海鹏 韦琼华

张　猛 黄倩婷

管理学院

杨佐君 彭　宁 王　帅 刘子鮬

李姗姗 石敏娜 黄明发 陆雪亚

吴慧芬 白莹莹 唐南精 田进军

陈世福 杨东奇 单春梅 陈恒恒

邹　欣 岳　廷 张慕瑶 张　炯
徐大宁 张玉利 周啸宇 袁　园
贺　培 王润强 王鹏辉 佘青青

郭梓芳 王　飞 陆赛男 王光辉

海金亮 杨珊珊 吴茂桃 孙永闯

罗　洋 赛力克 余　丽 梁雪娟

田光彬 王　远 毛　芳

化学化工学院

赵金亮 袁继君 赵　佩 唐培文

王亮亮 安克奇 李金桥 黄刚林

尹金秀 周雅琴 刘　洪 唐斯师

王凯文 李　凡 连旭东 钟　钻
孙　伟 张波波 王　明 马凯波

曾　黔 王　鹏 周固礼 袁　辉
覃铖铖 李廷伟 刘梦珂 孙成辉

岑梦洁 杜　豪 蓝　蓉 景秀红

丁丽君 漆爱兵 海　娟 尹　恒
朱黎明 杨艳芳 宋治洁 何　博
秦玉坤 朱　超 王明伟 方朝刚

王奕璇 代常浩 颜丙杰

机械工程学院

周枭坤 赵　琼 黄永辉 牛洪超

赵　波 乐晨俊 李　健 李桂鹏

王振南 符策程 张　松 丁　浩
王　昭 齐双杰 何立寒 牛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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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雅宁 于慧慧 李自亮 张　伟
王　朝 许金堡 上官剑锋

韦运余 张　衡 赛娅热·阿扎提

毛宇航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　平 卢亮键 王秀莉 刘　为
柳成林 冉?彤 周亚菲 赵兆丽

石宜灵 罗　强 鱼　蕾 代润泽

郭登峰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朱超杰 文　鑫 李青松 张阿慧

杨　康 陈冬连 孙婷婷 王　朋
侯文海 季芊宇 窦生平 黄成中

谭亚洲 邵丽丽 李　贝 陈仕超

刘泽豪 王俊宏 冯　欢 张　凯
朱　贺 李飞扬 厍智国 吉芙蓉

张鑫义 杨雪芹 张迎成 段浩杰

张志伟 夏佩贤 覃荣翔 张孟

杨　宇 王跃成 王忠茂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郝殿贺 林守强 杨鸥翔 仲维鑫

谢　辉 张　超 陆钻成 章　浩
赵慧敏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崔义忠 王
+

鹏 邓汇凡 杨玉飞

孙　东 扈晓丹 赵　琦 张　芳
章昊晨 江东劲 钟根鹏 杨　伟
陆大勇 毛云鹏 曹俊豪 张凯丽

房洪芹 汪树勋 陈　伟 朱　睿
胡茂凡 李振宁 马腾云 薛梦笛

韦柳葵 蹇巧利 何树文 周　浩
闫丹丹 李　达 刘志豪 王卓群

宋晓霞 李亚勇 邱太超 卜纯研

李剑垒 龚　辉 王　菁 李顺利

陆定康 王　鹏 冯存光 李　阳
李倩倩 张颵颵 姚　锰 朱彦霖

张泽民 郭晨光 杨建伟 梁丽丽

张建业 张　瑜 郭才军 李玲燕

赵　浩 张玖武 李国栋 刘金裕

苗海刚 郁　浩 刘　卓 姬志婧

安美生 沈继伟 周晓宁 吴小丹

黄隆坤 康福民 格桑曲措

徐　颖 梁院明 李明磊 李旭东

刘凯勋 张华林 刘贵煌 梁亚安

刘志康 陈永恒 颜雨虹 齐军杰

柴欣月 马保森 伊德晃 俞艳梅

王珊珊 刘江宇 余学进 张　强
周　敏 李林泽 张家万 黎芳玲

刘天玉 张宏平 朱佳炜 吴　昊
祝　愿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蔡云凤 汪东升 朱春会 王秋霞

李竹青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刘沛赏 阿不都萨拉木·艾买尔

顾月琴 李卓信

阿卜来提·伊米尔阿则 闫乐乐

石常恒 母拉提·那曼

阿卜杜萨拉木·麦麦提 肖　帅

文法学院

郝　月 田　亚 渠梦园 高文婷

杜玉杰 曹　倩 苏媛媛 张书玉

覃小宁 程　思 严倩倩 马　丽
王　茹 于　汀 张佳玉 郭宇芳

张志强 游佳文 王雨琴 张　含
何娟丽 李　娜 刘亚平 孙宇飞

刘月瑞 戴思佳 章赛晶 王　婷
张子婷 周宏历 朱　瑷 舒春妹

王　慧 张晓琦 李　强 刘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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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璇 娄　霞 龚沁韬 任　健
魏　萌 陶　娟 王红梅 刘　珂
刘　惠 刘　勇 杜徐飞 王碧琪

殷蒙蒙 黄志文 刘柳婷 李　翔
张　凤 孙胜楠 沈雪菊 周金翠

王佳琴 周　花 丛　杭 王鹏琪

李　娇 李淑萍 余钰姣 雷　敏
陈嘉琪 杨　艳 高　文 李　开
姚琴琴 宋时仙 朱宜敦 毛天培

许晴晴 杨　萍 谷　亮 张慧敏

药学院

龚静丽 田向荣 王智琦 陆宇薇

张　翥 黄　珊 王鸿达 李学勇

方　林 杨　蕾 王　晴 王荣业

聂贤贤 孙茂恒 黄　婵 马飞鸿

郑岩松 梁树琴 廖明春 吕苹学

陈德强 宁小玲 李　艳 尹莹莹

艺术学院

葛　红 魏秋婷 曲洪川 李印妮

曹　卫 肖　娅 齐振振 闫雯雯

张玉洁 郑　璐 朱孟臣 焦　成
余　婷 孙旭芳 徐成才 葛　莹
周　敏 梁森炎 魏祥超 金　洁
吴学亭 梁小玲 龚　冉 彭　宏
杜　娟 江　贝 焦尚成 吕　雪
王彦东 狄俊年 赵娅君 杨　周
陈桂丽 余其森 褚含梦 宋珍珍

仲丽娜 韩帛雨 刘文静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本科生获资助名单（１０００元／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玉世峰 林逢建 杨　珊 周　航
姜　伟 赵英鑫 米百庆 孙恒宇

郑　超 唐振明 朱浪杰 黄　超

王明渊 韦小顺 周柏树 顾海东

宋亚乘 史瑞斌 冉文旭 邱金龙

王　宁 封伟航 刘　浩 许　超
陈　璐 吴亭慧 徐坤彬 任宁庆

刘雁焘 茶旺华 李建鹏 马　英
董玉格 赵　波 盛　赞 吴国栋

任艳霞 马宏国 石燕菲 王有强

刘　勇 余海勤

财经学院

冷合龙 尹兰玲 吕广会 王雪利

次仁顿珠 张晓满 刘　宇
王洪涛 孙　杰 张　静 翟　笠
王清霞 孙晓静 徐子卓 陆海峰

王丛庆 尹子月 刘　帅 唐欢欢

唐　玲 韩　浩 赵丽臖 卢　静
张　畅 朱锦凤 罗　鹏 李思琦

刘子萱 王　玉 崔鑫凤 陆文艳

戴文慧 许小瑞 李　晗 汪紫烨

黎　冰 赵文轩 王成宇 王　婷
汪　澜 刘　沂 赵　艳 陈　慧
曹馨友

电气信息与工程学院

靳海涛 徐　丹 王涌慧 胡　艳
唐　栓 张凯丽 杨　涛 王　珲
李　斐 黄　奕 李尚龙 李亚宁

杨金波 李昆鹏 肖　慧 史海骁

东方豪 程垲涛 符杰红 周爱淇

田彦波 王　刚 顾容榕

麦麦提·如孜 杨春桥 张　静
周炳军 艾依旦·艾山江 邹梦丽

任少琦 张文刚 周定炫 余　鸿
李修平 潘光祥

沙比热·亚尔买买提 谢家洲

李升俊 滕　鹏 肖海龙 刘　锋
洪喜洲 庄　永 刘保海 姜承昊

阿卜杜热伊木·阿力木 张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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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维辉 马宇航 李鸿峰 黄周丽

胡　艳

管理学院

张　亮 张小朋 陈慧琳 王萌萌

王红莲 潘贵云 彭晨瑜 杨善权

李亚男 黎定朝 李　鑫 郭仁德

刘　丹 王　森 程世玲 高　峰
屈宇斐 张少文 王丽娟 赵　癑
刘露娜 高雪梅 陆旦霞 徐　鑫
李蓉蓉 杨　栋 张译丹 李存财

李凰肇 李　焕 李紫潇 申叶星

张　峰 许华兵 胡　霞 潘慧敏

陈　凡 胡占江 胡嘉 汪国超

于　兴 马宏斌 王娟娟 张　宇
杨志章 祝欣健 李俊琪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李树茂 向　兵 李　赫 刘莎莎

刘江衡 王天行 吴丹妮 张瑞雪

葛敏睿 衣彦竹 吴景卿 颜梦娇

张雄振 刘建华 杨振宇 王一博

机械工程学院

陆芮芮 车帅澎 王威海 殷文韬

陈　丹 刘文华 马　敏 嵇绍波

李虹霞 杨　平 韩林池 陈　祥
孙国庆 朱慧菊 文　勇 陈平斌

谢　兵 张乐然 孙　军 杨　震
刘　鹏 吴照云 史东辉 沙德利

赵　琳 李成林 毛宇翔 杨　佳
孟维佳 谭双双 杨　禹 徐　路
郭东癑 闻籦尧 许　悦 殷文韬

张高铭 周　云 刘怀乐 嵇绍波

李　岩 董昭淳 张敏刚 陈　祥
余姬洁 苏俊杰 王　宇 陈平斌

白紫升 许晓伟 王　燕 杨　震
田　飞 张宇印 杨贵毛 沙德利

苏鑫源 彭代义 张　宇 杨　佳
李成明 宋俊

,

杜程龙 徐　路
王　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彭建勋 韦荣娟 乔学海 包文吉

占文斌 颜培亨 吴　相 代昱婷

平　雄 董　凯 刘　雄 田忠荣

黄华金 刘忠明 余军祥 梁言康

郭军超 刘　楠 李汶絰 耿东飞

王世辉 封　华 巩凤杰 于　果
邓　雷 陈　佳 杨鸿运 徐阳克

葛　龙 王丽丽 张　颖 张　鑫
陈　晨 吕　丹 林文晴 杨志明

赵贝贝 和肖敏 李　琦 杜　帆
任上海 李亚一 苏治德 刘效谷

魏　珊 李　宇 寇俊娇 李耀才

王亚玲 刘延庆 平雄岗 陆永林

蒋晶晶 马家义

教师教育学院

陈梦雪 韦　靓 张　男

马克思主义学院

曹　通 王晓梦 石海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刘深源 高志坤 张阿慧 翟　旭
张映生 陈少龙 李　靖 裴　帅
韩啸楠 张明明 戴　聪 严利果

束　斌 杨馥瑞 叶　佳 殷云潇

朱文良 蔡鸿志 赖志锋 于冬亮

茆　浪 吴　伟 殷宁芳 张恒毅

仇兴雷 高　昀 许笑杰 周月亮

聂丹尼 齐盛尧 罗雪松 张一营

胡宇航 文玉博 张亚玲 田　靖
陈来祚 蒋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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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周　敏 杨旭明 张俊杰 方　钰
袁　勤 吴　辰 张　龙 陈　林
徐　露 李鹏飞 余　浩 刘增光

马俊杰 张　星 陈新堂 廖冬梅

王东东 史晓南 闫志文 叶进灼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李加琪 张智衡 穆尼热·依明江

张丽云 苟文来 白雪霞 李兰仙

姜　萍 胡国川 倪嘉君 裴　康
王　春 依帕热·居来提 欧　雪
向　杰
阿卜杜穆太力普·阿卜杜拉

何　政 田　静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李淞泽 靳宏伟 罗　宇 杜一晗

梁杰豪 邹海涛 张淑鑫 杨光文

张肖凡 黎仕猛 强小林 梁君旭

李　晨

外国语学院

陈勇俐 易新语 肖舒丹 赵　晨
梁　钰

药学院

孙亚男 赵楠烂 姚　丽 赵沧璧

陈艳容 孙　颖
阿布迪热合曼·吾加布杜 罗　麟
祖拜旦·库鲁万江 李红杰

庞　慧 徐特立

阿不来提·吾买尔 徐利丽

于雯倩 谢旺旺 张玉凤 雷克芬

曹方引 徐金涛 陈　洁 于庆梅

李姝娟 田瑶瑶 朱　洁 刘　璐

竺　虎

医学院

陈严严 殷秋梁 李　静 姬祥鹏

李少邱 张晓媛 刘蓉玲 姜莉玲

杨如月 童佳佳 刘佳雯 褚良妹

孙安萍 缪海燕 张艳秋 蒋　超
徐青青 左飞扬 孙　丽 刘佳洛

张　玉 周　寒 陈志远 高牧池

郝丹杰 史建彬 曾垂科 王　宠
周熙鹏 李　嵩 张　恒 焦梦兰

邹元章 姚子悦 赵　彤 单云欣

李一凡 司　雪 解良婕 汤志伟

臧光耀 陈　丽 仲新宇 杨　芳
徐子璇 石丁华 张仁宁 蒋晨琪

董福达

艺术学院

庞诗群 李子一 刘云洁 徐曼雪

唐玉萍 姜　雪 张树海 陈　雨
焦莎莎 王朋超 苏玉月 王燕铃

于江波 葛江云 王　文 王 金

单　野 宋智颖 吕　正 林伯聪

李鹏飞 刘　敏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本科生获资助名单（１５００元／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廖克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杨庭辉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马　真 周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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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本科生获资助名单（２０００元／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伟杰 马翼飞 张　靓 王　勇
徐林红 赵慧君 赵国师

财经学院

陈晶晶 唐思程 葛鹏飞 段胜男

钱晶晶 薛慧敏 孙梦珂 于丽虹

张海荣 郑丽云 张　月 张昕雨

缑一萍 胡　杰 常娜娜 刘笑作

唐晓凤 程　丽 刘娇娇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吴龙奇 罗　青 阿丽腾古丽

吴　怡 汪玉琴 罗　伟 周海燕

夏元仕 李秋子 杨　辉 沈玉成

郝晓瑾 杨仁聪 李鱼强 晏　涛

管理学院

郭佳豪 张　宇 王小巧

哈得斯·扎汗 张　寒 周　娟
久吾代提·那斯尔 郭从政

张子慧 祁　典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李道聪 徐天明 岳禄霞 王露露

江忠文

机械工程学院

罗水英 陈　密 王传玉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何彦龙 陈双美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樊　静 魏红伟 明祥栋 张乾坤

李　佳 石　琳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雅楠 曹　政 陈　磊 于志清

何刘鹏 裔　静 许纪豪 谭　青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赵　静 于　杰

文法学院

柳文萍 郭建琴 孟祥凤

药学院

张　琴

医学院

李鹏举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本科生获资助名单（３０００元／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婷婷 覃　程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程　艳 柳应倩

管理学院

陈晴雪 周诗文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周　涛

机械工程学院

林家豪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蒋宁静 钱佳丽 刘　阳 张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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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纪伟 李秋锋 蔡北京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谭　举

医学院

丁宁枫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３００元／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　徽 马　倩 刘敦舜 杨乾彭

王　皎 付彦惠 印厚尚 尹正亮

邵　辉 杨永刚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４００元／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钮成荣 赵　军 肖　洋 张福涛

李晓芳 李金榜 刘冲冲 彭发根

李银凤 倪　凯
生命科学研究院

余毛毛 王玺婷 王宁宁 鲍玲莉

巩　鑫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５００元／人）

财经学院

胡　蕾 唐　欣 狄　燕 成　鑫
曹媛媛 顾龙未 杨　笠 李甜甜

阮宏发 谢　羽 刘丹丹 郭琳琳

陈佳丽 凡　蓉 高嘉静 卫　尉

包志科 薛朝红 崔春华 何加俊

李红粉 张　枝 林子琪

化学化工学院

徐　丽 王鑫彤 卢志鹏 尹海旭

况鹏鹏 李亚男 吴方胜 高丽娜

叶丹丹 黄长友 王友山 车慧楠

何　城 秦莹莹 王莹莹

机械工程学院

粟　强 陆毛毛 李迎雪 柴卿锋

张小蝶 张冰泉 石　琳 黄　印
丁　勇 吴刘军 张　丽 张丽鹏

汪成松 段海峰 杨雪情 杜东辉

张国策 贾伟杰 赵康梅 谢树运

董金耀 杨　松 张金花 付坤鹏

蒋圆芳 赵美奇 赵　钊 陈　波
李　静 李　聪 庄鸿武 杨颖秋

马　俊 孙文禹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刘晓龙 陈　晨 李灵芝 孙亚利

李世伟 夏　玮 王永福 景陈勇

叶润武 张　帆 康俊丽 曹亚兰

袁敏敏 胡国政 张倩倩 刘　佳
许春林 赵　慧 李媛媛 杨　银
詹智财 张贤德 赵小磊 张传玉

蔡　炜 张飞飞 王　丹 邬艳艳

张晓庆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卓敏敏 徐　李 刘晓飞 马　翔
秦丽娟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张文丽 张　庭 张　芳 程喜红

王　强 王可可 孙文丽 代娅婕

李婷婷 邹雪梅 孙楚楚 肖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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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旭 王艳敏 马超月 陈　梦
樊亚娟 巩小芬 李慧芳 杜卓蓉

孙　珂 杨宏朋 周　彬 李　景
孙兆燕 王晴晴 王慧慧 周　轩
张　天 周　莉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王一健 李泽权 罗　超 夏　雨
拾秋月 李艳蓉

药学院

杨　夏 袁仙琴 邹　雯 王海艳

杨　蕾 陈　晨 高婷婷 顾增权

杜　盼 阮秀清 刘　丹 刘江弟

医学院

刘路路 徐绥宁 赵　群 赵小英

秦闫燕 毛佳慧 刘月芳 田伊卿

李雪娇 汪晶莹 韩奕文 李晓阳

刘　沙 李　静 贾方萍 丁　滢
徐晓涵 魏　虹 黄建玲 邓　霞
牛媛媛 周　朦 陶　然 王同冰

魏　彪 徐旋旋 张　霞 陈　肖
管晓龙 纪　成 刘志坚 苏晓莲

万淑君 王娟娟 王玉聪 吴　菲
徐榕蔓 许忠海 张　飞 张　文
朱栋炜 朱　婷 丁延玲 严　成
曾　平 胡　格 雷　珍 李　丹
李　娟 刘　倩 杨东琴 陈小坤

张薪茹 翟玲玲 王　娅 王春燕

罗　旋 刘　云 汪　磊 王杨记

刘果瑞 章美婷 张艳飞 戴　签
郭雪珂 董　芳 钟梦诗 孙明明

龙　涛 尹超云 徐宇浩 周　改
颜楠楠 陈平波 郑　伟 袁荣霞

蒋孟林 涂　婷 孙嘉遥 赵依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６１７元／人）

艺术学院

席　静 杭　菲 黄　鑫 徐常乐

张　寒 刘合欢 孙婷婷 王春松

樊尚冰 曹姗姗 陈典良 刘　龙
耿大磊 毛宇梅 高震宇 刘晓丹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６２８元／人）

艺术学院

王　宇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１０００元／人）

财经学院

胡凌翔 李晓倩 吕春丽 段梦杰

管理学院

张　义 汤志恒 汪文丽 赵子琪

吴启飞 马高强 成思瑜 杜　杰
马明月 朱新朗 李千里 张梦娟

机械工程学院

吴殿成 丁二名 尧　晶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鑫晟 崔世甲 袁健炜 郭鹏良

张好好

教师教育学院

孙运虎 况文娟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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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朱　奇 杨官保 葛皖峰 徐现正

梁　戈

外国语学院

丁永萍 王　菁 王清莹 付莉苹

葛亚芳 朱晓艳 方彦英 赵　丹
刘雨晨 崔益文 邹嫦仙 何　娜
刘　敏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１５００元／人）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邰　瑶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仇亚萍 李晓倩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２０００元／人）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张云帅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闵信军

理学院

曲萌萌 叶　倩 卞立双 柴维君

郝慧芳

外国语学院

秦圣洁 喻志刚 刘婷婷 李万芬

栾丽萍 樊永美

医学院

徐　颖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研究生获资助名单（３０００元／人）

理学院

申成斌 唐佳佳 徐　琴 张发祥

岳建辉 孔　义 李　敏

（撰稿人：张　芬　沈春雨）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２０１４级博士研究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三等奖（１３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６人）：
康正阳 徐　坤 唐昀青 姜文帆

李　瑞 尚正阳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２人）：
严玉婷　丁　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７人）：
华一丁 孙 宁 田 翔 瞿　磊
施蕴曦 薛福英 沈钰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６人）：
龚 辰 卢青波 钱姜海 吴沛文

延 旭 张 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８人）：
郝桐帆 梁向锋 万 浩 王秋菊

张相召 郑 琦 周 银 邹联力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４人）：
秦月梅 陈 晨 孙 健 徐高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８人）：
李雅琪 李志华 蒋 鼎 张家艳

梁秋芳 刘海涛 李 倩 郑香峰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４人）：
陈 瑶 马长畅 佘小杰 万凌云

理学院（２人）：
高翠侠 汤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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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３人）：
李绍龙 李兴家 师梦芹

化学化工学院（５人）：
王闻达 吴易霖 颜 佳 张云雷

郑旭东

管理学院（４人）：
陈 聪 赫英淇 金基瑶 张笑天

医学院（１０人）：
王 旭 夏龙飞 陈 蕊 贾浩源

刘 畅 史 惠 田新宇 吴玉敏

伍 敏 赵 昕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０人）：
卢加兴 顾 哲 柏宇星 方玉建

胡
+

祥 李贵东 汤 攀 王海宇

王文杰 周帮伦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２０１５级博士研究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一等奖（１８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２人）：
陈 泷 周王凡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人）：
杜晓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１人）：
叶 青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人）：
胡亚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人）：
严　铭 洪远志 吕存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人）：
吴文叶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人）：
李欢欢 罗孝平 杨　雪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人）：
王 超

化学化工学院（１人）：
狄 俊

管理学院（１人）：
许兴龙

医学院（２人）：
王运刚 别庆丽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人）：
孙 慧 潘 强

二等奖（１５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４人）：
陈立宇 林　卿 徐家乐 徐修祝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２人）：
鹿永宗 马 靖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３人）：
韩清振 荆哲铖 熊晓夏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３人）：
倪 丹 郭根苗 徐东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６人）：
张从林 陶 然 汪婷婷 宋永秀

张 颖 徐维台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人）：
卞芳芳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６人）：
白 娟 徐艺伟 吕日琴 陈 晖

董亚婷 王笃军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人）：
李 锋 赵晓旭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人）：
施磊磊

理学院（１人）：
甄在利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１人）：
刘 聃

化学化工学院（２人）：
陈琳琳 唐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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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４人）：
戴盼倩 苏文成 王琦玮 赵刘威

财经学院（１人）：
张林荣

医学院（１５７人）：
胡新远 仲　威 孙瑶湘 秦魏婷

闫美娜 孙爱琴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人）：
孙 芹 张光建 卢永刚 罗凯凯

三等奖（１３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１人）：
贡林欢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２人）：
吴 姝 杭 腾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１人）：
蔡骏宇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２人）：
陈 伟 张 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人）：
杨　建 刘明权 陈　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人）：
毕景然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人）：
陈 慧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人）：
黄春兰

管理学院（１人）：
尹金承

财经学院（１人）：
任 恺

医学院（３人）：
姚逸正 何 超 王启龙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人）：
孟 凡 张洪利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２０１４级硕士研究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三等奖（７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１９３人）：
钱栋梁 马新坡 丁积霖 杨进德

吴　浩 刘　皋 徐海峰 王　洋
王建杰 沙朝飞 肖　坡 柯于仁

彭涛涛 陈凯歌 张丽鹏 孙先庆

管采薇 曹海迪 吴荥荥 刘乔亚

张　瑜 张小锋 冯文龙 丁　瑞
杨　涛 孙卓兵 徐敏舰 曾亚维

郝茂磊 李　超 周润生 刁怀伟

袁爱仁 徐静云 聂　昕 汪成松

仲雪娇 刘　月 刘　伟 丁　清
张　佩 阴冠超 王　超 袁　豹
童耀文 钱陆亦 唐效贵 顾　俊
李　超 夏传达 吴　康 胡乃龙

刘桥振 鲁健武 陈林锋 刘　航
方　俊 马　俊 薛　远 潘云峰

祖　伟 王禹明 温德鹏 阚　鹏
彭宇源 闫大同 孙文禹 张　波
周　睿 叶　召 赵凯峰 杨伟龙

黄　晶 胡　伟 帅文文 陈英箭

周扬扬 李前程 王宝琦 陆海强

胡征征 蒋俊俊 徐　庆 崔万里

杨颖秋 陈　琦 于　凯 李　进
庄鸿武 韩　天 尧　晶 程　龙
张　帆 张　恒 王科委 倪士林

房　炜 余九林 李俊超 胡志会

杨　帆 杨祥伟 汪　振 王　伟
姜　文 虞　鹏 严由春 袁廷辉

刘德鑫 袁文涛 张靖靖 粟　强
朱轶杰 尹子骞 李迎雪 戴其俊

王　伟 马昌媛 刘　波 孙　奇
刘　欢 孙武坚 陈　璇 江　洲
倪英杰 丁　松 王　坤 乔宗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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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磊 王一帆 刘　蒋 焦　钢
尹　利 王龙泉 王西秋 张亮华

李　龙 陶　意 陆毛毛 孙晶晶

朱金鑫 刘　蓉 何　浩 李　聪
吴刘军 高　帅 谢中敏 张文泉

吴殿成 李立银 夏凯波 杨夏明

钟　军 刘保光 陈天阳 高国伟

沙　洵 黄爱国 徐　飞 章海峰

于永慧 张志阳 李玉弟 王　祥
丁　浩 王建军 张航成 郝静文

孙志鹏 张　丽 杨　康 徐苏强

刘　委 花宇峰 吴小菊 方佳佳

吴　禹 汤发全 石　琳 董文娟

张　变 夏　磊 杨风潇 张　丽
熊　鹏 钱　辰 刘新金 左　慧
蒋振豪 刘丕丕 孟　双 王　峰
陈　美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３９人）：
左志强 靳合琦 包　盛 刘鹏飞

吴启斌 宋　琦 王新新 童　翔
申　彬 陈永河 张晨迪 徐赛超

郝雪枫 朱磊华 马　翔 刘晓凯

蔡彦伦 李　洋 黄贺东 周金生

肖　君 陈益明 吴沿胜 马俊龙

吕天远 刘晓飞 赵　云 朱新新

彭海军 王　凤 李　信 居　锦
颜　杰 南飞飞 黄克强 刘　彬
刘　超 管泽峰 江　丰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１５９人）：
李伟俊 李文瑶 张龙飞 徐　辉
邓晓析 王　位 沈峥楠 朱畏畏

杨芳玲 罗　鹏 岳　姗 汪佳佳

刘　莎 涂　琨 徐　康 汪小?

罗　帅 薛正旺 龚晓庆 黄健泉

谢　达 李慧霞 张承龙 陈珊珊

贺春荣 李立昌 于永杰 蒋福平

宋　乐 孙　波 王　静 吴崇荣

张苏秀 吕俊翔 王盈盈 王玉梅

李晓晓 寇海亮 陈　特 朱晨曦

王　潍 刘旭宇 张　旭 晏晓娟

卫姝琰 郑献予 周　磊 段　畅
焦　宇 魏　婕 李　娜 孙永福

王兴华 张　娉 郭子权 何　涛
钱禹辰 唐　伟 顾　萌 曹丙坤

李凯强 周　柯 蔡春杰 李新华

蔡宇萌 殷　 张永明 任栉翔

王　玲 张建舟 苏　健 郑　州
夏　群 蒋秋明 王嘉骏 周大伟

赵振超 郭清清 王　烨 杨　彪
唐齐新 张　瑞 张颖文 郑庆明

刘　祥 刘　猛 陈叶飞 周进宝

张华新 王　健 朱伟达 未建飞

朱彩帆 程　惠 陈　智 邵　森
阚云峰 张海峰 杨　祺 邓家骏

张　良 张宗博 刘爱松 王楚翘

于文浩 梅娟娟 黄　硕 赵　岑
谭毓彬 朱　浩 王　琨 黄凯凯

周雯雯 华敏相 曾文杰 赵维林

韩　烁 兰国辉 朱骏驰 潘　伟
郑　超 张俊杰 赵高岩 肖云强

范　彬 顾文艳 贺文平 王　硕
游　靖 周小强 高端正 黄振兴

浦宇斌 刘建民 张雪峰 周仁双

王宪锰 叶　松 杨　赋 夏　禹
郑铭垠 殷俊晨 马晓炜 王雪丰

刘庆利 张春雷 常守亮 张飞朋

何建强 刘　云 陈　栋 詹恩平

杨　帆 王　刚 陈　阳 宗明景

赵广宣 张　云 张召振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５７人）：
徐文彬 韩　丹 张正洋 纪长浩

谭小强 王彩云 石　荣 孙　伟
张飞虎 王　彬 张　鑫 郭永杰

金　煜 张　迪 罗　波 王蔡军

李　达 李孝军 赵尤飞 徐　梁
杜文强 晁长青 乔方方 王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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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敏 周剑飞 李　同 任坤腾

刘彦峰 李玉婷 查正乾 黄　峰
胡　翔 杨　丽 李磊削 汤　承
张姚文 钱斌斌 王东保 章　锐
周　亚 郭天宇 李　凯 张仕超

黄明财 林骁驰 朱　静 石顺天

唐斌龙 任　奎 郦　
!

朱忠辉

孟令鹏 范守高 盛林弘毅

黄　业 李　成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１３９人）：
江家威 沙大巍 高　帅 陈燕秋

钱　炜 孙　宇 董金泽 赵　玉
陈婷婷 李　涛 王志强 陈　磊
代正发 左子楷 谢奕心 王永刚

温国红 陶骏楠 周　驰 卢　凯
侯金利 洪　玮 季　骏 姜　楠
任　杰 程　飘 刘　帅 常　俊
曾炜炜 杜文修 王晓璐 韩秉霖

吴　潇 田　恬 朱晶晶 汪旭东

冯梦现 张　倩 施轶超 徐　凯
张文文 李　腾 曹宏岩 黄忠辉

姜　奎 朱霄旭 魏　强 薛世鲜

樊博闻 张　乔 姚艳斌 王　俊
饶　广 张再磊 王鹏飞 陶文俊

薛　彤 童福利 刘梦璐 张　波
矫日伟 郭晓凯 孟明艾 童　颖
曹　臻 袁方今 胡亚男 唐冬梅

常红霞 袁　圆 黄柯植 曹国君

梁　钰 马玉峰 王芳芳 徐　松
贺世其 夏　瀚 高　伟 孙清锋

甘贵江 冯桢哲 杨国栋 张孟贺

郑　波 朱林中 张南南 李媛媛

孟祥锋 上官修宁 平　洋
李　靖 颜　柱 侯海港 王顺祥

王　亚 张　波 王　春 卓秀秀

赵　迪 咸晓斋 李秀阁 苌树方

周婷婷 王　彪 应海琴 孙　佳
魏文静 范春亚 陈金锁 魏　超

沈　陈 戴　煜 彭维祥 皮智超

郑怀中 王　亮 刘登俊 张远望

胡　科 葛娟娟 邹振强 郑欢欢

吴　珩 陈雪霏 熊智高 李玉山

王　洋 杨新花 梁智萍 杨晓龙

骆文强 王　研 张志强 薛　飞
储强泽 刘　江 朱　弋 候　亮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５３人）：
沐方强 王　龙 束正明 姜宇臖

刘　金 张　建 朱　剑 张其林

潘绪前 高　远 罗青松 陈　林
袁建飞 胡亚民 赵玉亮 林智鹏

吴昊洋 陆荣华 殷佳宁 黄建波

丁网芳 孙玉堂 韩明序 许秀娟

陆　震 樊德阳 李天宁 刘　康
荆　博 黄　波 周　鑫 李　琳
庄　翩 张　弛 杨　深 徐　权
谭辉磊 潘　磊 孙延东 刘　吉
王　洋 张　航 史国平 汪　剑
周先锋 钱　阳 李浩然 李国胜

郭世伟 任宇飞 张圣道 郭义荣

罗　吉 宋　晗 吴　晶 刘梦茹

项昌华 徐　慧 朱　迪 孙小近

华天争 刘晓洋 臧　欢 吴　超
汪　政 王诗冬 杨　心 李成镇

陈英豪 陈　杰 赵　伟 丁书玲

路心资 任作为 骆　波 陈　旭
吴国贵 曾　煜 李曼曼 万增强

张佳伟 芦　婷 何承平 邱先群

李　宁 杜　立 孙飞翔 朱　庆
潘雯 丁　泉 何松原 顾燕南

时士伟 庄国坤 周建伟 李西京

徐　庆 陈磊磊 徐　松 王　亮
程之瑞 张振杰 丁蔓菁 万　玲
陶　涛 顾石磊 赵岗岗 陈　正
许　愿 刘恩杰 陈礼洋 李方利

周佳华 徐文成 唐慧雨 王　琨
姜庆旺 刘　彬 宋　佳 邵嘉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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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东敏 张宗龙 张梦春 吕贵涛

王　飞 张海洋 程　燃 姚国平

汤凯丰 赵　丹 孙晨光 陈创举

王佚诗 周智勇 邱志昂 雷诗林

尹　梁 周　奇 黄　鑫 付燕星

唐　进 唐　伟 王占雷 吕明葵

马兴荣 蔡　磊 苏　勇 王常青

王翼星 于梦浩 刘　邁 赵立尧

嵇　港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７４人）：
李　伟 胡薇薇 吴　娟 石　彤
胡雪桃 徐佳琪 刘　恋 李妍花

王　昭 马翠霞 周煦成 郭　丽
陈　丹 张　彬 熊书剑 王　圣
许文梅 李侨飞 辛晓亚 尹春春

贾丹凤 刘美娟 张韦唯 白　洁
宋奔腾 王　晴 刘淑一 王禹程

侯福荣 熊　锋 蒋启巍 赵梦琴

戴圆圆 徐康康 李婷婷 刘　运
刘梦雷 徐　田 辛　新 陈凤美

张媛媛 吴　飞 李长征 韩玉凤

黄姗芬 胡婉君 王美娟 赵　彬
李金花 胡　曼 孔　娜 王名星

李明松 刘凤叶 张欢欢 吴修亮

鲍鑫捷 刘苔苔 杨雅梅 翟晓东

纪　秀 何小用 姚豪杰 郑　威
孙艺文 李　希 李　盼 王　顺
林　珍 王春峰 时双千 蒋玉香

洪月琴 潘思慧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５５人）：
付　伟 蔡春祥 江　羚 施赛玲

王　强 刘莉云 梁亚如 罗　璇
戴蓉蓉 邓春萌 刘秋月 周　峰
周裔文 刘　君 杜　浩 王　晶
马新华 魏　薇 孙祝秋 孙　恒
孙得珍 熊　洋 黄　宇 韩国胜

李　萍 傅　蕾 温江术 郑　璐
杨　毅 朱亚梅 依蓉婕 刘欣培

李立夫 张鸿凯 施陆凯 杜甫义

汪　纯 李　朋 汪　齐 曾　洁
徐　萍 方龙香 夏斯颖 刘　亮
杨智迪 许志至 林志军 袁　飞
张佩佩 刘奕彤 王晓玲 周广顺

廖亚丽 龚丽影 贾建忠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０２人）：
朱莉莉 王孟 石亚丽 张文超

许方洁 徐　钊 夏　玮 付佳敏

王永福 徐春艳 景陈勇 邓　柯
邬海琴 施　超 孙亚利 李世伟

毛　健 冯晓林 张　培 顾士星

金　健 王小刚 郑浩然 惠开发

何　军 王栋栋 宋　泽 詹　洋
赵　阳 饶启玉 许　伟 唐　翔
倪志瑶 常　青 高亚红 施　佳
张　帆 曹亚兰 康俊丽 杜盼盼

徐婷婷 荆辰未 陈晓鹏 陈佳伟

曹　菲 葛宏河 徐青松 仇　桦
蔡丽娟 黄小 孙　旭 于敏杰

袁敏敏 陈　旭 张志扬 孙启航

夏劲松 丁元赫 苗文林 刘国庆

陈　晔 黄兴灏 龚鑫宇 徐宗保

叶润武 唐　迪 黄　毅 吴盼盼

许春林 刘　鹏 徐思远 瞿龙俊

朱叶青 钱　强 黄秋月 吴金李

卢　耀 张倩倩 李　
!

赵　慧
张珊珊 王　新 李秀丽 孙亚军

张青青 戴季国 庄泽民 刘　佳
王玉业 王晶晶 胡国政 樊思炜

陈天放 吴以凯 王英杰 黄祖卫

巢晟盛 蔡文红 樊祯杰 王　昊
朱庆夫 陆佰康

理学院（４９人）：
吴延敏 申成斌 王　丽 刘梦雪

樊兴丹 刘　辉 张志惠 马银花

罗　元 贺　清 顾　超 贾云峰

杨晓清 代海莎 刘　杨 姜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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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向纯 杨　洋 许　羚 王　婷
刘秀雨 张　瑶 郑圆圆 孙叶兰

杨秀芳 邵树祥 徐慧慧 张彬彬

陈　超 孙艳秋 蒋　乐 叶梦阳

陈申申 田　丰 郭景涛 孙鹏飞

张　艳 蔡亚新 韩　豪 胡欣智

李　宽 滑婷婷 辛志铎 张超瑾

张明状 朱焕焕 张广永 鲁云霞

朱　红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４０人）：
颜高升 夏付兵 刘晓钊 滕　耀
杨金木 杨国英 李攀攀 仇亚萍

周　榕 徐彩军 王　癑 梁　戈
孙延长 卢　凡 周慧明 张序彦

郭　玲 揭　恒 瞿　 杨晓华

朱晓冬 庄庆文 王梦阳 张泾杰

袁思奇 张兆昌 董兴泉 贾　磊
潘　梁 黄俊捷 李川言 王昌建

丁保安 拾秋月 李艳蓉 傅巧瑛

刘金鑫 齐　冠 帅　军 柏国龙

化学化工学院（１０２人）：
徐　箐 杨　凯 徐克强 赵振宇

乐树坤 方炜炳 朱成章 崔久云

穆威宇 朱小露 朱　俊 徐叶青

王　杰 李金择 况鹏鹏 蔡　佳
严鹏程 丁阳阳 莫　? 吴　旦
杨　静 陈　倩 秦月姣 刘　伟
李媛媛 朱思文 陈赛博 李亚男

季梦夏 申雅婷 王　韬 王　昕
仇　健 李　远 雷海琳 路中培

吴润润 陈　芬 赵蒙晰 刘树成

卢志鹏 薛武平 龚　铭 张伟杰

董　剑 曹天林 汪玉琴 周　磊
彭建波 夏　莉 高丽娜 路文龙

李迎迎 尹海旭 任彦鹏 何劲松

韩合坤 杨松波 王友山 黄长友

陈　龙 刘　莉 候海前 孟亚东

张　超 叶哲霏 杨伟河 吴佳佳

王天勇 陈天俊 杨　磊 邵乐强

范东亮 凌思雁 代黎明 王闪闪

赵耀星 黄　凯 李　凡 吴方胜

安宝东 丁　亚 刘　倩 陈继斌

黄婷婷 陈敏媛 高乃玲 邱　浩
王俊杰 张　玄 汪　强 兰亚泉

宫　关 李春发 谢阿田 刘佩佩

叶丹丹 苑　丁 李小为 董　媛
范文敏 冯　金
管理学院（６４人）：
冯　阳 于晓慧 李伟鹏 陈　宇
董春慧 吕东东 陈　玮 王志恒

马浩文 朱　瑶 樊欣荣 何　勇
巩庆箐 徐　伦 金　娥 刘　叶
金宏亮 王　娟 苑玉锋 汤吴建

黄　菲 周巧梅 马昕晨 徐建飞

李　锋 邹　霞 施　威 袁　猛
何枚蔚 马腾飞 王　明 孙　叶
刘晓楠 孙　娟 郭亚婷 钟　辉
朱　枫 陆婷婷 鲁铭芳 崔亚梅

高　芬 陈淑凌 贾　瑞 赵梓杰

边晓雨 王兰兰 陈亚琼 项立岭

耿菱怿 陈　梦 张正望 童祥波

卢美英 刘　畅 张　盼 左晓燕

王　荃 刘颖奇 刘思含 蒋建云

唐　怡 王　慧 潘利雯 何　娟
财经学院（１０１人）：
李彦奇 时方艳 刘　利 田人伊

陈　娇 刘　伟 石梦瑶 李　纪
孙会娟 巫付先 徐骏杰 李恺祺

陈　清 蔡　源 张冬梅 时　红
黄　丹 李红粉 应　俊 陈　雪
辛　文 张　枝 夏　妍 曹安琪

蒋　昊 艾　苗 李　娜 金艳红

沈　芳 许苗苗 郁步前 丁　蕊
丁雯卉 李　莉 张　晶 刘文妮

李梦辰 唐思远 蒋璐梅 孔令煜

林子琪 华　卉 杨　洋 陈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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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珍晓 杭　健 徐　珍 韦志国

李佳佳 袁小露 李珍婧 张　琴
唐凯丽 王春艳 胡碧纯 杨伊月

司　婷 冯佳佳 周晨伊 刁　培
周晓谦 张洋婕 周磊磊 孙　瑛
唐　诗 杨钰莹 王海婧 胡彦秋

蔡飞君 陈　芳 李　盟 徐光华

陈媛媛 朱　琳 吴晴宇 杨　阳
杜　玲 赵思宇 朱　立 周　颜
张笑宇 沈强敏 随　婕 邢玲玲

张亚南 王春梓 高　阳 高雪姝

袁　超 郭胜男 王　怡 陈星宇

吴　波 孙　楠 周　悦 方涵婧

李佳丽 谢欣怡 孟姝婧 刘静欢

朱俊杰

马克思主义学院（２７人）：
孙煜 陈佳楠 孙　静 王　峰
林中月 姜　欢 王青霞 丁盼盼

李　娜 徐晓丽 杜　晨 肖　柯
王　维 张真真 张　萍 吴一雅

徐　倩 袁　梅 王瑞阁 杨　帆
孙建波 相江苏 吴成万 王　娟
孙宁鑫 王浩任 吴　玲
外国语学院（２５人）：
喻志刚 曹　雪 陆忠丽 李万芬

戴　静 马颖秋 刘婷婷 叶菲飞

付莉苹 陈丹蕾 严晓雯 陆　绮
王清莹 栾丽萍 季　超 方彦英

赵　丹 许　丹 樊永美 陈　颖
朱晓艳 王　菁 葛亚芳 张　丹
施　雯
艺术学院（２６人）：
胡　杨 席　静 樊尚冰 王　宇
周美霞 张　寒 徐常乐 张　茜
刘舒杨 衡文龙 孙婷婷 刘合欢

杭　菲 薛　岚 张心怡 杨雅晴

高诗雅 汪　创 赵淑华 黄　鑫
施芳萍 谢　润 曾　蓉 黄　鑫

葛秋蠩 汪一翔

教师教育学院（１５人）：
徐慧敏 贡　勋 马　好 周　萍
李茹莹 林　敏 赵　欢 赵　丹
朱　瑶 赵　影 陈雪雪 单　杉
史　航 刘　倩 王惠惠

医学院（１５２人）：
周凌宇 张婷娟 韦　静 曾　平
白　羽 方燕斐 杨东琴 刘志坚

俞　静 吕宏祥 徐晓涵 王语欣

秦闫燕 宋　佳 徐绥宁 朱　丽
刘义灏 金慧敏 张艺森 朱栋炜

何俊波 翟玲玲 葛翠翠 陈思远

赵　群 颜玲玲 何　聪 胡　旭
程成国 叶　炜 娄嘉明 陆　瑛
薛灏颖 王　珏 宋　廉 邹　松
孙姚承 吴康健 蒋康伦 郭吉安

刘路路 朱宸娴 马晓冬 齐　晨
刘月芳 彭静静 江文倩 张凌宇

王　婷 颜冬梅 毛佳慧 纪晓昀

田伊卿 蔡谦谦 房正邹 吴皓杰

韩奕文 赵雪纷 汪晶莹 徐培淇

赵小英 夏瑾炫 赵雯秋 李雪娇

许珈豪 姜　郝 洪霞飞 李　波
徐　源 刘　沙 李　静 刘瑞霞

谢其非 邓　霞 周　朦 沐　阳
陈文娇 牛媛媛 李晓阳 李光宇

陶　然 黄建玲 魏　虹 丁　滢
赵梦蝶 贾方萍 王文云 万　鹏
张燕雨 鞠慧敏 张　霞 王雪梦

高凤娟 王霄霄 邹　彦 陆　瑜
周　洁 束鹏浩 何　炜 蒋国雄

张竞新 庞中好 王同冰 魏　彪
徐旋旋 岳佳伟 徐　慧 徐新明

汪　超 李　冉 王志钢 陈小坤

李　丹 朱　宇 王菁菁 万燕雅

雷　珍 胡　格 王文祥 夏贤斌

章晋辉 李　娟 张薪茹 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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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欣光 王　莹 纪　成 付　涛
冯　驰 朱晓洁 方　健 苏晓莲

姜　扬 陈　肖 丁延玲 管晓龙

陈　龙 许忠海 严　成 张　文
万淑君 王玉聪 王捷敏 卜　玲
潘昭吉 季　源 朱　婷 徐榕蔓

张　飞 王娟娟 段玉萍 吴　菲
药学院（４４人）：
吴　薇 刘佳佳 陈　迪 徐文倩

周　婕 濮尊琴 陈丹阳 孙从永

徐　洋 张　丽 阮秀清 杜　盼
刘　丹 王琳炜 孙惠芳 刘彩虹

江彦弘 丁洋洋 阮玲玲 闫玲玲

尹华武 郑　洁 王　强 杨　倩
曲文君 王锐清 刘江弟 周文菊

侯　健 王　凯 赵烨清 顾增权

鲁永金 吴文凡 方　萍 丁应财

朱媛媛 任大堆 袁杨杨 江晓萍

黄丹华 何洮凤 余圆圆 周炳杰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４７人）：
顾延东 刘思晗 郭义航 吴家辉

季磊磊 鲍　亚 程　俊 张　前
吴　晨 尹庭

!

黄　茜 王海渠

张桂杰 刘莹莹 王学吉 耿琳琳

陆天桥 明加意 喻德辉 杨　阳
蔡晓彤 夏　晨 张铃杰 赵瑞杰

段小辉 朱宜超 韩亚文 张　景
石　洋 郑建波 林　刚 常　浩
胡倩澜 田　坤 刘成强 陆　荣
张忆宁 张本营 骆志文 何相慧

何乃昌 张克玉 王雪豹 钟华舟

吕　云 刘　永 刘俊龙

生命科学研究院（２７人）：
袁舒平 吕月庆 贾金如 尤梦丽

陈　盛 李　霄 尚东胜 袁少飞

周　冲 孟　旭 聂志超 朱培冉

刘　伟 刘燕敏 鲁　爽 李　静
程洋洋 于萌涵 董　歆 陶霞芳

陈　炜 吴燕芳 陈　波 周中平

李永超 李娆琪 楚　茨
科技信息研究所（１２人）：
高粱洲 赵婉琳 李　艳 李　楣
刘蓓蕾 王　慧 王　珏 孙　薇
邵澍

!

王晗啸 李广平 周　曼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２０１５级硕士研究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一等奖（１２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４０人）：
岳　震 丁　勇 黄建宇 曹国栋

洪　红 耿妙妙 王月红 朱建栋

蒋　薇 颜如斌 董金耀 王琪琪

陈树洋 邓永泉 赵康梅 贾　唯
王　冕 邓维维 黄　涛 罗亚鹏

姜英杰 戴学仁 王　杰 卢海飞

贾伟杰 丁二名 解　玄 王文明

赵　钊 崔　沛 高　坤 王子豪

温　娟 张圣洋 周雅杰 方　翠
姜晓丹 蒋诗宇 舒泽泉 张晓宇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１人）：
罗莉君 杨月星 赵峥嵘 谭　洁
马国鑫 洪亚杰 卓敏敏 苏光灿

徐习习 沈雪金 黄　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３２人）：
丁　浩 苏伯凯 王乐乐 杨　柳
余　未 丁彦姝 李炎蔚 何　娟
顾林波 濮晓宇 赵晓东 赵宇超

刘昌宁 孙登辉 吴雪刚 王佳炜

王　鹏 孙　川 董　彦 刘　婧
孙小军 李　勇 平　萍 高雪婷

刘　慧 刘　强 邵　凯 沈易晨

陈　彪 张　杰 解　炬 卢山峰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３人）：
于　蕾 夏　? 张永超 房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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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虎 徐贵生 黄　蓉 禹莉莉

邵长胜 侯天增 郑大伟 娄刘生

孙超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２８人）：
李晓芳 陈　玲 杨永刚 程江峰

张莉莉 征圣全 朱宝贵 徐进康

宋　琨 胡晓峰 邵　辉 夏　寒
印厚尚 陈　明 唐　茜 翟艺璇

王金娣 张恰恰 夏继年 仇　盛
肖龙仁 夏林悬 王　冰 郑玄玄

陈　聪 李剑锋 张　桃 王　皎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３１人）：
曹园园 崔清华 范　洵 顾陈瑜

吴伟强 杜鑫鑫 刘　畅 王诗源

王一帆 张　雨 管佳宁 陈方方

王海燕 杜　伟 陈仲华 丁海飞

黄　娟 王若隐 杨　晨 陈　惠
王　艳 陈旭芳 高　彬 朱丽虹

陈　瑶 仇益页 李山祥 孟祥利

倪媛媛 杨培锁 李鹏宇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５人）：
王瑶瑶 袁　璐 洪　晨 代娅婕

孙楚楚 王　珂 程　珂 李婷婷

陈学珊 刘　潇 吕真真 周　瑶
杨　荔 陈　会 谷耀光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０人）：
陈小流 姜梦云 崔　苗 吴　婷
高　越 熊新宇 刘　巧 吴强顺

周嘉伟 奚道国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２１人）：
姜　舒 黄茹辉 李灵芝 张鑫晟

蔡晨伟 王运文 于磊春 吕　坤
左　雄 汪　娟 邰　瑶 刘晓龙

平淑容 周　游 季海娟 郝梓琳

华　蕾 李　露 蒋　嫣 钱晨嗣

奚家祥

理学院（１０人）：
赵雪莲 唐文波 沈　玮 张发祥

杨　晨 耿　柳 李　静 李　群
陈　缓 王　芳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９人）：
马国鑫 张　娣 褚天舒 陈　力
李晓倩 赵永胜 曹秀兰 周丽萍

文　艳
化学化工学院（２１人）：
崔颜华 何　城 金　雨 马晓东

钱　坤 谢旭兰 翟　楚 赵　娟
何　静 茅　矛 荣　坚 胡　靖
代黎明 马丽蓉 万　靖 徐雪超

赵海波 张雪萌 黎　臖 王莹莹

牟方友

管理学院（１７人）：
李军强 陈　聪 王燕玲 樊　娅
关云素 王　静 徐益斌 吴启飞

胡媛媛 赵子琪 成思瑜 陈　宸
马明月 侯文静 杜　杰 刘　童
顾霏雨

财经学院（２０人）：
姚依倩 潘成龙 朱　睿 张　梅
曾志康 胡　蕾 成　鑫 周菲菲

苏　慧 陆黎玮 贺鹏骏 曹晓梅

朱桂红 尹琪璐 罗子轩 黄　丹
邹　钰 许梦姣 陶蕴彬 徐　颖
马克思主义学院（６人）：
陈宏雷 李凤梅 吕宏宇 靳　翠
刘椿凤 李　蓉
文法学院（５人）：
宋振龙 邹梦贤 刘三洋 白南宁

李冉冉

外国语学院（５人）：
郭晨璐 陆品超 刘　敏 巫雪艳

邹嫦仙

艺术学院（６人）：
刘　宁 曹姗姗 邹雁南 唐心怡

秦亦阳 耿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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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学院（３人）：
常　娜 王　盼 兰佩佩

医学院（３２人）：
蒋孟林 韩　玮 李鲁博 彭　珂
梁　炜 徐宇浩 叶　斐 董　颖
钟梦诗 唐　楠 孙　婧 陈平波

范逸怡 黄振华 王晶哲 孙嘉遥

张　玮 张家慧 陆　健 陈京燕

丁方方 冯　雯 杨波波 李　荣
张荣雪 周田田 连欣悦 章美婷

郭雪珂 蔡梦洁 李　霞 刘婷婷

药学院（１０人）：
鲍鹏悦 郭　敏 姜慧妍 李慧华

徐　遥 杨　夏 王海艳 虞平添

阚晓月 庄孟瑶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１人）：
熊志翔 陈宗贺 张　霞 赵晓凡

王逸云 庞庆龙 万景红 李慧文

周小引 高海司 李　科
生命科学研究院（５人）：
刁军委 左　欢 章润芸 刘凤玉

田　婷
科技信息研究所（２人）：
梁　爽 孙莹琳

二等奖（９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１０１人）：
吴笑漪 卞锦文 李晓良 冯元会

黄　印 朱亚太 李航宇 邹国文

王　成 孟　梦 曾玮琪 王　娟
张小蝶 申静静 李　洋 刘明宇

赵　麟 汪　
!

张　晴 侯华海

吴　强 徐　伟 杨俊鸿 刘盛亚

张嘉琛 尹　越 张冰泉 杨雪情

周颖鸿 张文昊 杨　松 戴开宇

汪　涵 崔佳森 谢树运 张紫东

李　祥 王作伟 张　静 纪　松
张　冲 徐洋洋 段海峰 祝　杰

潘彩云 陈　哲 林书青 程　果
薛　宁 张国策 赵　倩 孙云辉

焦　健 王　亚 张金花 李　冲
杜东辉 张　晋 罗其君 刘　浩
王兴华 王松涛 徐　帅 柳　康
单源泉 付坤鹏 康志强 李　旭
刘志刚 王　坤 王子腾 肖原彬

徐金磊 徐兴文 杨敬博 张　浩
赵美奇 赵　前 郑　峰 朱　恒
曹　杰 冯义显 刘冬明 刘烘托

祝　阳 车　帅 陈　满 何志盛

胡凯杰 黄　鹏 贾毓瑕 姜同竹

李　静 李　明 潘　晨 彭　佳
孙跃东 王　成 殷　亮 张　超
周　杭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２９人）：
王雨轩 王建鹏 姚香平 黎明鸿

蔡　静 王建廷 李亮亮 贺　坤
宋俊伟 高　杨 周文静 王春会

蒋　斌 孙梦涛 徐　李 汤明明

魏纯才 常　航 梁江辉 齐惠冬

高志朋 吴文超 尹义新 周慧涛

江世界 田春杰 张　迪 华　琛
龚　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８１人）：
樊文渊 黄慕枫 李梦琪 孙苏民

孙　闫 王　艺 吴传刚 谢辰阳

杨阳阳 张　松 赵红兵 赵　稳
朱晓彬 王继业 夏　斌 余云飞

单海强 梁艾金 杨　逍 杜　毅
林　坡 俞　峰 姜　苏 梅丛蔚

王怀柱 肖　雪 徐　波 张超震

侯刘闻迪 赵怀北 朱楠林

赵若男 黄建宇 唐　伟 吴　旭
刘　怡 张婉婉 韦中杰 张　瑞
陈玉瑶 濮　 曹　政 韩俊阳

王恒全 张珠元 单　泳 董良秀

高大树 陶　平 魏　松 张朝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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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立 蒋稼琦 姚肖华 叶扬波

杨俊辉 郑师虔 刘蒙蒙 吴　琦
蔡潇扬 常　群 丁亚强 范兴根

何　海 冷俊桦 孟腾飞 田春虎

王冰键 徐　聪 杨思灶 顾以慧

李　诚 王明远 张　旺 朱　琦
翟新泽 翁永俊 吴新佳 张旭培

赵海卫 刘　乐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３２人）：
皇甫启捷 傅彬浩 吴远征

丁仕成 朱　波 孙冬冬 林　楠
陈妙妙 张　莲 孙申鑫 潘　宸
邓　江 刘洪俊 陶佳宇 郭鹏明

薛登帅 卢志刚 彭友权 张　伟
王　航 王　梅 曹嘉伟 孙嘉晨

杨　威 徐　文 夏　磊 黄　彬
张文权 戴世佳 秦立宇 张　周
叶海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６９人）：
顾红霞 赵继朋 金　波 武延泽

郭嘉晨 李璐莹 顾晓良 陈太允

范亚敏 邵　剑 李　川 陆玲梅

付彦惠 尤良军 朱　超 周　祥
葛俊杰 阚加瑞 张迎吉 张瑞龙

李春彦 马　倩 倪　凯 任卫新

黄志坤 刘建伟 赵小霜 钟　晶
叶南飞 汪　闵 张令瑜 全　成
翟洪爱 张　杰 吴　阳 陈　伟
李井泉 葛传鑫 崔行凯 吴英明

郭　振 刘　天 杨于标 杨松楠

黄宋蕾 左冲冲 代祥子 董书恒

彭发根 王永志 朱亚军 祝　园
陈文彬 周建伟 庄瑞源 刘　惠
杨　杰 万华丰 赵　军 雍　兆
侯志睿 陈　光 周　晓 肖　洋
徐凯杰 翁明强 胡　峰 钮成荣

丁咏仪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７７人）：
华逸舟 蒋　山 罗建华 孙卫明

汪　奇 王丹辉 张　丹 张新星

赵祝恒 高　闯 刘　鉴 杨敏健

顾　
!

蔡　研 黄林奎 矫　帅
刘　陆 钱建轩 王　健 王　巍
周辉辉 朱晟桢 朱旭辉 邹冰妍

钱露先 夏润清 刘　兵 陈硕欢

王　刚 赵美玲 丛孙丽 冯　玮
顾　浩 唐　凯 李明利 霍彩虹

吴振海 简彦洪 刘　成 孙华辰

薛锦程 王　玮 张宝山 计志恒

刘　旭 苗　鄖 沈洋洋 唐敬伟

汪培培 汪　雪 许梦素 杨　帆
徐　浩 于晓东 陈　涛 史　兵
朱　文 冯宝刚 沈　捷 时国定

史文凡 王　琨 赵泽龙 张家浚

王　兰 糜慧亮 翟艳丽 李　振
刘馨璐 孙　昊 孙雪雁 周小溪

黄邵春 李　萌 刘亚玲 尹玉瀚

王　驰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９人）：
肖露露 赵　号 王　强 赵鲁宁

陈苏婉 陈　梦 熊　建 王　芸
严　圆 邹雪梅 王可可 张　芳
员君华 孙文丽 刘　妍 张旭旭

杜卓蓉 杨宏朋 赵芳芳 蒋　靓
赵　杨 杨红娟 李慧芳 张文丽

李　娜 夏小双 程喜红 李　杨
严　松 胡坤雅 杨明秀 熊　颖
李亚惠 王　婧 马超月 满忠秀

王艳敏 王　干 周　彬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６人）：
李齐东 郭星星 赵贞贞 刘瑶瑶

卢雪蓉 宜坚坚 冯晓丽 季琛铖

李婷婷 陈再东 谷捷敏 练丹丹

王清卿 肖　楠 王冰洁 赵　红
黄梦璐 刘　亚 戚永洁 滕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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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超 柳一玲 张媛媛 朱暖飞

冯　阳 王晓倩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５３人）：
涂曦瑶 王国栋 朱　婷 易　佳
孙海威 陈文卿 谢橙瞬 羊　立
佘远程 许晏铭 陈志鹏 阮远忠

居春波 王绍雷 薛　瑞 王　辉
吴炎超 吴　江 曹　瑞 胥杏培

郭明山 李允允 闻　雷 任念勋

张振祥 夏欢欢 徐文秀 刘君琦

匡　雯 许国朋 张　欢 程晓阳

董　永 曹　静 康照玲 李　亮
陈　晨 闵信军 申自强 刘庆烽

陈　凯 刘　峰 徐芹宝 刘宏官

占林森 孔　杏 王美玉 章　琳
陈小强 孔　尧 郑　吉 潘子轩

徐锦志

理学院（２４人）：
岳建辉 梅蒙蒙 陆　伟 徐　琴
曲萌萌 张鹏艳 柴维君 刘亚楠

徐　瞡 卞立双 郜向阳 刘欢欢

李　燕 陈　悦 刘婷婷 叶　倩
朱婉婷 秦柳燕 崔晨红 杨　萍
安　洋 刘景业 李　敏 王晓倩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２２人）：
范　敏 平　舒 张壮壮 毕秀祥

王　稳 钱　程 王国通 夏　雨
李泽权 朱　奇 薛　显 罗　超
赵子煜 赵　越 王　素 葛皖峰

唐诗思 张　新 何建宏 丁文昌

丁江江 史　冲
化学化工学院（５３人）：
贺绍军 黄东亮 刘苗苗 宋春森

杨　欢 朱芳芳 胡　肖 李鹏鹏

李　欣 刘文君 缪绪立 秦明峰

徐　乐 章国林 刘晴晴 罗　静
秦莹莹 赵君泽 李继泰 刘恩利

陆青青 魏延臣 吴　康 肖　鹏

朱恒佳 张　特 周　婷 黄珊婉

胡文秀 王　宁 黄美玉 蔡晓毓

程秀美 潘登辉 温石阳 张金伟

常忠帅 陈　伟 顾　磊 闵远远

任婵婵 孙　雯 陈必义 马菊瑞

吴　婷 殷秉歆 朱明月 刘宿县

温俊霞 张　盈 周　舟 张素云

王　晨
管理学院（４２人）：
薛凌云 曹书芳 孙亚男 朱晓雯

马高强 张笑腾 陈煌熔 马成成

何述芳 李　莉 韩启然 孙雅婷

蒋玲玲 朱雨晴 窦品品 马方星

孔振德 姚相宜 汪文丽 胡志勇

孙立缘 李　昊 易　骅 高留艳

尚莹莹 贾　鹏 陈　慧 张梦娟

朱新朗 林　香 吕梦婷 李千里

刘佳毅 丁环宇 汪　竹 蒋旭霞

孔轩民 陈丹丹 李娅雯 李琳蔚

王飞飞 赵　宇
财经学院（５１人）：
吕秀梅 许亚璇 薛朝红 周　杰
张　晶 陆　鑫 胡凌翔 崔春华

段梦杰 李甜甜 阮宏发 吕春丽

曹媛媛 唐　欣 罗雨森 杨　笠
葛坤进 谢　羽 高嘉静 杨　潇
虞　易 郭琳琳 陈佳丽 孙　双
刘丹丹 李婧尧 卫　尉 许　晨
吕倩倩 梁雅倩 何妍卉 范爱伦

王　培 陈羽捷 蒋春翔 李亚儒

施　羽 季亦颖 徐　浩
司马云霓 陈　蓉 朱　颖
蔡瑞申 刘　凡 包志科 谢玲玉

朱　癑 熊一词 鲁　杨 许　慧
沈鑫呈

马克思主义学院（１６人）：
刘　刚 聂锦宏 姜亦然 蒋帅一

华　露 杨梓妤 毛露薇 周梦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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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瑜鸿 唐　丽 潘　雯 王正喜

刘芳芳 曹　茜 刘　超 梁　飞
文法学院（１３人）：
吴宸昊 钱　磊 田慧杰 杨倩靓

吴焕钢 陈　煜 马佳佳 郑媛媛

庄　莹 周石磊 颜　开 何林林

刘要清

外国语学院（１１人）：
金　晶 崔益文 顾潇潇 吕雅静

赵　蕊 蒋安琪 刘雨晨 应　璇
施金花 王　淇 何　娜
艺术学院（１４人）：
张　露 王天艺 沙　鸥 刘　龙
张雅娜 刘晓丹 闵文祺 陈　璐
卞华磊 杨乔波 季　艺 鲍澄澄

邹　倩 秦　岩
教师教育学院（７人）：
周文静 宦　婧 谷摧摧 李希茜

况文娟 许骁华 韦珠

医学院（８１人）：
周姗姗 郑　雨 何品芳 刘姜艳

赵依琳 周焕高 魏　野 顾漱溟

董　芳 张志辉 孙明明 卞慧琴

罗　旋 张华峰 邢子禾 陈　蓉
卢衍敏 涂　婷 张怡萱 韩　秀
袁荣霞 纪贤严 姚　舜 黄玮玲

周　云 徐家丹 邵小美 李希茜

陆　萍 石　卉 田　鑫 杨鑫鑫

马苏娴 王晓燕 杨　芳 姜玉洁

储雪姣 凌　锐 沈俊飞 丁小星

张艳飞 彭　晨 田亚萍 李潇涵

王杨记 贾　静 周　玲 颜楠楠

陈雪莲 殷喜丰 路庆艳 许　尧
万　杰 吴佩佩 周昱霖 夏炜妍

李楚楚 邓家良 刘　锐 戴　签
张贵婷 陈　斌 段媛媛 钱洲楠

欧阳航 周　娇 李　昂 吕　品
王新龙 王家伦 周　改 王春燕

丁　亮 谭　克 金　君 谢田田

林前煌 陈金才 倪亚亚 郑丹丹

董　燕
药学院（２４人）：
胡　潇 唐秋洁 高婷婷 施吉祥

朱飞琴 朱　菁 沈艳婷 叶枝红

郑天瑶 张雅菲 袁　婷 周　莹
谢　清 宗　玲 杨　蕾 杨　丽
胡梦烨 石　莉 王　维 朱文慧

李海雪 卢子文 袁仙琴 凌小敏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８人）：
孙彩珍 马　娜 刘　安 曹　睿
刘艳芳 季燕羽 曹　丽 唐　留
冯进升 顾祖坤 钟伟源 蔡　峥
李　钰 肖思强 陈　杰 沈　熙
谈倩艳 戴　景 朱智朋 沈宇翔

孙静如 王海彬 康俊軻 周以松

王超超 侯云鹤 唐苑峰 王麦琪

生命科学研究院（１２人）：
陈晓丹 张亚慧 巩　鑫 余毛毛

唐苗苗 苗　迪 戴舒雅 徐　硕
吴邦国 赵志聪 张媛媛 邓炎春

科技信息研究所（４人）：
倪　华 魏　悦 吴玲玲 李淑涵

三等奖（７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３８人）：
胡素素 饶　宵 王立松 张　凯
赵　雳 江崇远 柴卿锋 张　琦
王　杰 曹　院 汪树青 杨　永
徐高峰 李　浩 李公安 袁林松

吴盈志 于萍萍 杨　兵 刘　守
周　旭 王沫阳 赵舒畅 季　彬
臧道俊 王　岩 刘　明 罗　浩
王长驰 张威风 王　冬 姚　舜
朱丹宁 陈　波 龚　凯 童　浩
童　矿 杨传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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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９人）：
张思伟 陈成功 汲　峥 魏轶凡

李　男 刘　勇 李宇翔 张　杨
贺　通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３８人）：
戴　伟 胡健滨 任　成 臧九余

李文凯 刘存昊 韦斌源 陈　坤
高金良 高祥峰 王　满 孙文强

徐　睿 闫　凯 张　博 杨　丹
张隆基 游庆库 施凯津 张　瑾
倪　康 孙旭晨 赵旭东 黄乾坤

景双龙 张中昀 李广委 李海君

李佳芯 李文贺 肖建中 苑　磊
郑正扬 郭　新 鲍　宁 洪　森
王　臣 张鸿翔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５人）：
牛文清 袁益超 李维孝 齐　骏
徐　伟 高凌峰 罗博韬 杨舒生

朱　洋 胡巍瀚 王晨东 季　明
张培林 王孝军 冯一鸣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１人）：
陈佳男 蔡　星 魏　雅 易　萌
杨　斌 李银凤 黄骥培 王善文

张　帅 关晓晓 邱守飞 史国玉

张红星 王子博 潘小迎 郝顺平

陈林波 李金榜 马亚硕 李超群

费孝顺 吴炎森 蔡　浩 刘敦舜

张宇锋 徐蓉蓉 刘冲冲 陈天亮

胡　嫱 吴　健 杨乾彭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２５人）：
李加彬 林文威 耿　鑫 沈启康

张　勇 龚　杰 成小东 黄　旭
施冬雪 凌　婧 于成程 樊俊尧

何　斌 蒋雪松 刘峻峰 汪　伟
杨　刚 杨欣宇 张　洋 姜哲宇

尹志勇 赵喜龙 袁　进 朱海威

曹　阳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９人）：
孙　浩 李　景 赵　兴 巩小芬

樊亚娟 周　轩 孙兆燕 张　天
周　莉 周佳伟 王慧慧 于芳芳

王文娟 叶伟涛 王　丽 王晴晴

孙　珂 黄陈勇 王江月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６人）：
张春莲 杨　园 邵　杰 席孝东

倪　黎 王　宁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６人）：

蒋　磊 刘　响 郁　鹏 赖　宁
宋　跃 包虹斐 陈　浩 龚文彦

李化邓 姚腾辉 唐振宇 徐正伦

蔡　强 郑南南 袁胜男 丁晓东

理学院（６人）：
郝慧芳 王亚娟 陆晶清 孔　义
童唯扬 纪　坚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５人）：
何礼远 陆雅楼 吕　涛 王一健

肖　健
化学化工学院（２４人）：
车慧楠 黄　海 刘　猛 杨文博

刘锡清 徐　萍 许炜杰 马　跃
田苏君 汪　涛 于　萍 张大伟

刘仁杰 郭兴楠 杨培友 王　允
葛邁林 金　佩 谭丽丽 吕涛涛

郭　涛 马翔宇 涂序国 张福生

管理学院（１９人）：
杨　阳 张艳萍 周　菁 朱　蓓
佴　红 徐晗玉 刘嘉伦 徐　俊
赵阿祥 汤志恒 徐若鹏 秦小龙

张　义 郑　伟 张　玉 杨新村

翟晓星 王慧慧 豆　月
财经学院（２２人）：
王文静 顾龙未 狄　燕 李晓倩

陆　艳 凡　蓉 仲姝敏 吴惟浩

刘　珍 朱　波 王　杰 杨慎立

张　尧 薛　亮 范文成 孙敏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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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丽 姚　桃 张　弛 张迟雨

王加轩 庄　鑫
马克思主义学院（８人）：
林萌萌 刘金金 吴　俐 邱莉婷

徐甜甜 张佳伟 张雪晴 吴　
文法学院（８人）：
文　敏 施佳慧 王寂然 吴恺丽

杨长运 乐志怡 束放成 黄　程
外国语学院（７人）：
余中秋 张娩莹 李　莉 汪　瑶
张慧书 张佳琦 赵　榕
艺术学院（３人）：
高震宇 巫叶萍 毛宇梅

教师教育学院（５人）：
王晓燕 李子洋 孙运虎 顾　盈
罗洋洋

医学院（４１人）：
邵采凤 季佩宇 邬芸冰 许清波

王品昊 李文亮 米　瑞 王　娅
杨萧天 许　洁 王大为 周倩文

严　颖 史文涛 王　浩 许修健

许文峰 陆云鹏 龙　涛 李　蜜
汤　茜 李竹倩 李如刚 吴　越
王保荣 张　鹏 汪　磊 张　静
杨婵娟 钱　尧 姜媛媛 尹超云

吴　康 丁涤非 肖腾飞 刘海峰

龚永禄 于淑萍 郑　伟 殷　铮
谢　萍
药学院（９人）：
李胜超 汪　强 陈菲菲 谢简明

张盛昌 冯文骁 金　星 邹　雯
渠稳萍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６人）：
李　力 詹连辰 赵宇琪 姚凌钧

胡日新 谢立恒

生命科学研究院（４人）：
孔　鸣 刘　蕊 邓泽斌 鲍玲莉

科技信息研究所（２人）：
笪仲妮 孙怡君

（撰稿人：李宏刚 沈春雨）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本科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一等奖（３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４０人）：
陈锂权 王庆伟 李天癑 陈　亮
刘　莹 王小莹 冷亭玉 杨　萍
李奇灵 王　昭 孟维佳 王　睿
刘　宁 汪　亮 赵前亮 王　铮
邵延晓 於伟杰 陈　凯 蒋志远

任　慧 盛佳男 张　宇 毛宇翔

屈泽峰 赖泽豪 李亚超 陶加杨

王紫筠 汤冰影 李　想 费铖邦

顾传彬 沈　瑞 范明伟 张　晨
陈加徐 王逸帆 王　宇 赵晓兰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３人）：
汪　航 王俊杰 何俊增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３８人）：
陈　晨 王浩祥 孙　东 张　瑶
盛富鹏 周　浩 潘宇豪 卜纯研

邵天予 周新宸 赵晓聪 喻康颖

杨　宁 范鹏飞 阚浩轩 陈熙嘉

严　祝 杨宵祺 薛毅炜 李幸军

王为凯 于　丹 吕强 韩冬冬

王　林 陈　 黄小龙 朱俊炜

闫梦如 于　扬 孙锦秋 徐　颖
施雁云 乔　琦 杨蕊毓 裴建华

张耀明 柴欣月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３０人）：
叶　锋 符玲莉 季　均 殷云潇

郑振鹏 杨世蜜 唐若月 周　阳
黄玉磊 邝锡金 戴　骁 杨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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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歌瀚 陈智群 吴　琳 胡倩润

陈　杰 岳修鹏 姜玉娇 蒋宁静

程　人 于龙杰 王开珉 仇兴雷

孙朱俊 邵丽丽 蔡迎红 程晓婕

杨露露 蒋帅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３人）：
方彦博 陈乐利 张慧慧 周之期

杨露瑶 王弘杰 王丽欣 蒋　涛
张家兴 邱晓艳 郑家伟 祖嘉星

徐林红 滕赛楠 汪志英 马　丽
李睿锴 刘　可 王　栋 王瑾

!

仇嘉明 蒋　辉 周　辰 赵英鑫

张晓玲 史淑静 江润博 李俊楠

龚晓花 刘　超 彭　波 李　昊
马鸣远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４０人）：
赵若妤 刘　波 张逸康 朱燕妮

郝晨舒 王　欣 王亚琦 杨逸彬

陈　鹏 何晓婷 滕　涛 胡建冬

张　华 贾宇浩 朱尧靓 杨益明

曹东辉 沈　阳 顾永文 周　雪
纪友州 毛　盈 张欣茹 徐　慧
郭一嘉 徐舒其 阿丽腾古丽

周　艳 冯云华 王　旭 李君妍

熊佳旺 吴　琦 冯　璐 张　静
刁子邗 王子淳 张伟明 汪阳洋

裴锦玮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３人）：
彭　瑛 蒋彩萍 赵丽霞 张俊俊

吴继忠 殷思佳 乔泽茹 魏晓鸥

王　妍 邓昱昊 张宇皓 司晓静

李　婷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３人）：
耿庆敏 贾庆丽 朱　颖 张　晗
宋娜娜 王丹宇 高　铖 卢　露
汪胜胜 柳苏洋 杨鸣凤 杜嘉成

王　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２９人）：
李　娇 金洪影 程振桥 奚钰佳

余楚恒 张　博 闫　冬 唐忆缘

付梦莎 梁　钱 吴慧敏 程俊强

赵德强 王欣璇 吕　麒 胡震东

王志忠 潘冰儿 任泽昂 韩文习

吴真斌 俊　杰 吴　楠 齐妍薇

王　珂 李　唱 陆海棠 任俊伟

吴　昊
理学院（２０人）：
李凯康 李亚男 朱家慧 赵玉萍

陈莉莉 霍榕容 周　慧 孙春雷

张田田 徐　倩 陶凯欣 朱雨姝

邹嘉辉 吴佰慧 高　乐 李俊峰

徐　苏 王照坤 李　鹏 王英姿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１５人）：
张　军 吴佳琪 王平凡 陆如霞

杨凯逊 朱　蕾 李姗姗 何乃福

顾月琴 郝?? 蒋政轩 段子姣

李　扬 张婧洋 张　放
化学化工学院（１０人）：
王东东 万耀闯 万　凌 徐雨艳

朱　瑶 贺　强 王　婷 靳建兵

陈　宇 李志文

管理学院（３９人）：
尹俣潇 凡　伟 芦萌萌 李闪闪

祝芮茜 孙秋吉 郭海望 周　娟
厉　珂 刘彤彤 张玉婉 陆　剑
陈佳佳 张绎如 史　 赵斗艳

朱娟清 陈　静 张珊珊 方　穗
刘凌燕 佘靖雯 周丽金 李思佳

蒋欣羽 陈恒恒 吴若琳 刘　琼
鲍纯韵 俞晓庆 恽博文 李昊泽

黄　琳 刘新波 许　昊 胡慧婷

郭亚涛 万志栋 朱雨昕

财经学院（４５人）：
汪　繤 张　佳 段瑞佳 汤　云
陈慧宇 姜苏航 胡佳佳 陈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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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瑶 徐佳丽 乐竟进 唐　欢
袁嘉沁 余　苹 单灵娇 周思宁

施善希 李　楠 于诗倩 江丹丹

池方圆 吴佳棋 沈梦婕 于梦雪

张　咪 金　玲 霍雪文 唐诗逸

虞　惠 王雨桐 薛　怡 张子帆

张思梦 李　癑 陆秀羽 狄　颖
陆子群 刘　越 潘慧凡 张　茜
陈丽婧 郑丽云 张　琛 谷亚玲

任缘缘

马克思主义学院（３人）：
冯梦婷 王慧莉 袁　琪
文法学院（２５人）：
张　筱 苏媛媛 刘　癑 葛晓敏

李　媛 刘　源 卜国欣 项莉佳

林自双 杨析析 徐静煜 侯灵癑

万泳菁 周　月 华小昕 齐　华
明　萌 朱思伊 周心怡 杭　蕾
陈博聪 孙　妍 谷　亮 周惠敏

李　翔
外国语学院（１４人）：
徐亚文 江丽莉 顾忆春 李洋洋

倪佳雯 于晓艳 杨　扬 杨雅韵

吴铭明 董宇阳 彭敏一 殷　雯
吴科慧 蒋　倩
艺术学院（２４人）：
应宇婷 曹　蕾 谈春梅 方雅明

李　月 王　敏 毛芳怡 周明癑

杨　嫣 徐瑞清 王小雯 王　妍
杨　琳 顾爽甜 李　阳 杨雪萍

尹思思 周关月 霍梦婷 邵　怡
张笑余 龚　冉 李印妮 丁静雯

教师教育学院（３人）：
蒋雅静 柳昌灏 俞橙澄

医学院（５３人）：
汪竹涛 孙　浩 李玉昆 丁钰竹

袁依雯 徐　玲 芦　娟 张佳音

李　群 吴　妍 周医雯 康　雯

薛　建 袁苗苗 邓世佶 钱嘉莉

何腊梅 张　露 王沛青 尹思琪

柯美霞 唐　韵 宋　玲 杜姣洋

高　洁 陈　丽 王　蒙 张紫妍

严　洋 许　莹 吴　 杨　颖
史春璐 姜心怡 王妍然 韩新烨

魏竹馨 高钦癑 张　迪 季　琼
叶　琴 朱　君 凌　薇 陆慧玲

陆静怡 俞　锦 袁　菲 侯　楠
李彦彦 张煜婕 高慧萍 黄秋依

韩忱成

药学院（１５人）：
买尔哈巴·买买提 袁安然

陈兴晔 朱益灵 韩　静 马　萍
张逸帆 王思琦 邵凤霞 赵　丹
王　淙 李　优 刘　燕 孙梦秋

田向荣

二等奖（１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９８人）：
刘　涵 孟凡琳 李前奇 范林生

阿不都西库尔·阿不来提 谢　兵
王　晶 郭东癑 张国立 杨晓琼

赵晓琪 王孟妮 王　燕 徐　众
张　松 高鸿飞 王梦宇 林家豪

陈　铭 田万杉 沙　磊 刘亚杰

庞晨涛 朱　可 许金堡 舒　欢
王威海 钱　程 翟笑秋 刘子妍

陈灵星 马　瑞 俞　睿 吴　璞
曹　斌 冒文彦 蒋　婷 李　?
安峻毅 仇丽阳 万　凯 曾赣鹤

李玉霞 陈　飘 沈志豪 王　震
刘诗? 邵照群 时　光 冯广煜

吴　蓉 王　萱 许　伟 李　江
徐子豪 孙彩玲 冯江华 李　昊
李虹霞 蒋　意 龚道磊 李慧玲

何启航 宗晓哲 杨泗华 蒋立洲

朱昊昱 刘建丽 王　杰 朱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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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鹏 张文龙 许云飞 张浩

徐　昊 范彩红 王传玉 罗次柱

冒雯祥 黄淞淳 张丹阳 李　涛
李　康 邵亦锴 孙湘瑜 陆家鑫

孟思华 李超凡 刘怀乐 张孝哲

周伟康 吴照云 楼康强 于晨风

张嗣豪 彭宇声 靳　芳 张宁宁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８人）：
严　超 汤玲玉 李　宇 戴恕楠

王凡勋 赵慧敏 王红达 林文富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１００人）：
朱南楠 陈　勇 高　旭 庄　晨
崔义忠 马　瑞 陈　浩 刁凯凯

刘　伟 彭满才 卢　鑫 曾鹏飞

陆刚猛 王　爽 李满灿 杨　腾
芮　涛 章晓轩 胡　凯 龚嘉豪

范子逸 皮　健 夏　尧 张陈敏

王　康 沈继伟 韩大双 朱大全

黄映秋 胡楠楠 严炎智 陈鸿渤

秦　晴 郑　科 李　琳 严　锋
邓汇凡 王　军 汪允浩 钱　怡
梁　聪 邬江陵 唐　成 孙陈曦

马腾云 邢冬雪 吴钰桐 马志远

刘　朋 滕潇鹏 潘文杰 陈子浩

陆子恒 刘杰灵 陈志远 曹鑫浩

高　靖 王吉照 金志玲 倪思佳

唐苏阳 万思斌 余雪连 王　斌
李　俊 朱旭栋 许海飞 颜浩然

曾维扬 陈志凌 卢志远 高婉莹

陆大勇 包亚超 章昊晨 徐　斌
王　也 季　亮 陈向阳 陈梦瑶

陈进猛 陈锦彪 丛雅蓉 张晶慧

齐军杰 廖冬梅 罗梦颖 朱彦霖

刘雁鸣 胡茂凡 贺俊杰 宋晓霞

赵宇橙 王丹园 赵浩鹏 江绍康

韩宇彬 张　显 王　樽 黄　曜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０１人）：
明祥栋 金　毅 李伟昭 彭佳杰

熊　婷 魏红伟 孙杨杏 韩　婷
刘铭杉 徐　超 朱慧君 赵康佐

陈　轲 曹　云 桂竹妍 朱梦楠

彭　涛 王毅琳 洪　鹏 潘俊杰

曹　喻 陈　煜 王玉清 洪世明

濮泽吉 王克辰 郑　诺 于江鹏

刘　颖 张晨欣 丁新磊 杨耀林

罗　杨 李宇虎 迂文兵 陈　颖
徐欣宇 罗千皓 冯世林 施　涛
林志圣 魏爱博 陈峻源 陈　成
季雯娴 陈　飞 林子衡 王中文

钱振华 胡栓虎 王其锶 朱怡自

李建铖 戴玉洁 李　翔 黄朝君

马昆煜 王凯丽 胡国强 马凌凌

张　涛 李　阳 庄　重 胡纪伟

徐东炎 黄秋焰 程慧慧 张天昊

黄　强 吴洪雷 张艾嘉 张　翔
徐　越 彭　蕾 古小玲 韩佳丽

聂丹尼 李秀秀 茆　浪 陈辉辉

周华杰 吴　阳 陈冬连 丛　鑫
刘泽鹏 蔡子扬 盛　伟 黄发庭

郑宇秀 王家伟 吕海涛 涂嘉琛

樊　静 范雪莹 戴惠珍 宋前
(

潘　蔚 郝旭波 陆逸箫 李美君

尚　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８８人）：
姚文康 陈延展 向文艺 杨瑞恒

王鹏峰 刘　琨 魏关鑫 胡岩松

曾　鹏 高　潘 童　浩 孙　浩
许生凯 陈文静 吴晓浪 江皓天

陈世航 苏　程 顾　超 顾　力
简开亮 吴思渔 许满伟 刘　畅
黎建麟 曹　松 杨玉梅 钟　敏
何文博 王庆贺 刘　浩 吴海涛

张　涵 陆　靖 邢　丹 师荣荣

苏鹏威 马翼飞 王伟东 张玲玲

张鹏飞 陈潇忻 应晓云 徐志威

刘乔丹 马　静 浦　杰 姜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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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培斌 程婷婷 周　强 张萱萱

魏　然 江　敏 魏鲁琳 何忠秀

犹明瑜 沈殷捷 陈軻骅 江露瑶

潘兰兰 岳亚妹 徐传孟 李嘉林

郭　爽 马汉生 江　政 唐忠彬

徐小唐 张　丹 陈基伟 刘荣娟

王　癑 任艳霞 张伏一 刘　勇
陈亚楠 王　霞

)

秋桐 桂　香
陈彩燕 陈　实 王文伟 王泽鹏

潘亦琛 陈鹏辉 郑　超 宋生超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０２人）：
王玉晨 成　蠫 张民谣 蒋佳琳

张生鹏 钱梦男 倪佳俊 李保润

段　磊 刘育君 于　笑 郑晨玲

毛晨阳 王笃乐 陈敏瑶 韩欣雯

袁　典 辛晓俊 姚　甜 宋　杰
王乐乐 陈金维 郑　锐 陶欣怡

印汉铭 梁露露 于博杰 唐星月

洪　鑫 王佳明 魏婷婷 诸　言
王　飞 叶文昕 范文杰 于　泓
高　敏 朱春宇 吴梦瑶 王永翔

薛　瑞 韩　钦 包　圣 陈露篧

王　丁 郑锐剑 胡智慧 任培昊

钟浚文 张小青 陈金龙 王宁宁

邹丽蓉 汪　龙 杨金波 汤飞详

赖　恒 李璐璐 晏　涛 陈新瑞

陈　瑶 季志军 周　左 黄　乾
高　峰 蔡嘉瑞 郝　亮 邱智赵

陈心雨 查志豪 赵洪杰 徐　奔
李思鹏 浦　芸 杨燕矫 李　磊
苟香妹 费晓骏 颜腾飞 付雅芝

杨　姝 王　军 史琦婧 张世义

刘云飞 吴　杰 林泽雨 周伟伟

任少琦 李学文 温　昊 李　洁
肖向华 沈柄宏 胡梁宏 史　倩
王帅帅 潘　辰 闫丹丹 张安琪

马雅楠 盛子龙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２人）：
毕　杨 刘旭倩 曾椿淋 朱慧敏

张晓瑞 程　欣 赵阳洁 张　飞
陆　峰 唐川惠 于佳慧 林警威

平佳婵 蓝黄博恩 辛禹洁

钟永梅 田冰辉 白雪霞 卫　姣
汪　玲 邹曙婷 胡丹丹 李　京
李　月 陈薇羽 邹仁英 周昌倩

孙晓霞 余　欢 景张牧 刘智慧

胡婉营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３４人）：
武瑞华 杭　晔 熊乐敏 龚　静
王红强 章仕杰 崔蕴晗 韩　冰
周娅楠 索罗丹 殷　迪 赵　刚
陈文卉 胡安妮 赵艳超 刘　明
瞿文强 汪　能 吴穗勤 胡志远

陈婷婷 刘义嘉 孙华锴 徐仲亮

周　涛 赵斯滕 朱平忠 叶鸽鸽

栾佳雯 毛　伟 吴　俊 颜梦娇

姜　姗 方龙洋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７３人）：
彭　婧 黄　毅 魏小雅 魏国强

赵红娜 王蓉蓉 张卫华 吴江越

张犬俊 李　鹃 王宇飞 朱文星

姜亚超 祖婉婉 宋雨薇 徐　雷
洪锦堆 华　聪 赵洁洁 王佳琳

单旭东 林芳敏 张铭伦 陆　健
王浩天 李智慧 蔡爱华 盛梦娇

左景旖 朱庆红 陈璐华 赵玲玲

郭士坤 肖之长 俞文慧 郭　强
陈　袁 陈霞晖 张　悦 杨丽丽

彭永强 黄德利 王红欢 刘莅辰

文卓越 朱仁江 许星宇 祁　超
朱永健 曹曦文 武　彬 秦友才

储晓祥 罗四甸 王梦楠 南　燕
杨　珍 饶利婷 叶盼盼 马明俊

吴易明 曹　毅 赵　通 田　红
秦晓燕 鱼　蕾 徐吉利 林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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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壮 陈　思 倪　培 邓容曼

李　瑞
理学院（５３人）：
李　兆 王宗灵 于艳珏 段诗达

孙慧敏 谢裕恬 王思琪 车梦涔

刘颖婷 李承晨 钱　姣 姜忠楸

张梦璇 刘　宸 张丽娜 卢佳佳

刘晓庆 刘　洁 荣誉恒 姚晨鸿

王　欣 端木文静 陈静兰

刘一笑 曹思雨 张严
!

夏鑫烨

尤佳乐 谭　洋 葛睿澍 卢　莉
鲍倩倩 周晓娜 程秋阳 冒宇鑫

成冰洁 赵　敏 徐紫? 秦文健

施碧清 邓欣悦 张　宇 朱海洋

管　桂 周飞龙 陈佳妮 赵　群
奚　琰 王　豪 彭　聪 张舒棋

许林涛 郑钰琪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４０人）：
汪天享 曲怡霖 王思睿 张雪薇

秦月波 朱一飞 范镌匀 周烨雯

朱秋语 仲　亮 芮雪梅 余贝贝

杨　哲 孙佳宁 章思婷 杨丰羽

蔡彦鹏 赵　玮 谢星怡 张星宇

王　鹏 黄　贲 段慧敏 顾晨曦

张　震 潘学勇 吴高平 李梦凡

田雨婷 李业飞 徐博文 李美夏

殷　贺 花倩钰 李学征 王浩宇

吴文鑫 汤　琦 景天行 胡朝磊

化学化工学院（２８人）：
姚敬秋 叶钰珍 王荣荣 梁希萌

章　倩 方俊佳 汪　玮 陈倩倩

陈　妍 姚晨飞 陈　龙 唐　燕
王航宇 何文枫 郑　洲 刘园园

杨　乐 岳晓阳 陆春花 杨晓庆

赵路芳 巩新池 高蒙蒙 申阿慧

曹阿梅 李凯璐 李晓彤 李婉露

管理学院（１０５人）：
薛　川 秦铭蔚 李　焕 李　响

陈红玲 李蓉蓉 李颜戎 丁　洁
张甜甜 潘倩红 李　慧 贾随兄

王林玉 丁　敏 王　涵 邹玉凤

施双双 秦　洁 朱琪玮 胡富豪

缪亚文 张铃铃 范安琪 宋　娅
薛兰琴 苏铭敏 陆　佳 杨　欢
於燕飞 张锦绣 陆　叶 杜　静
王　颖 苏佳璐 余　丽 罗　洋
赵丽丽 昌甜甜 曹晓晓 秦艳凤

姚孟婷 赵　梦 尤宏峰 孙雪花

张译丹 杨　轩 王淑君 渠娴娴

任小星 曹甜甜 张月莹 杨子超

顾赢兮 高灵洁 翟志艳 张钰婷

张天祁 杨　悦 冷　惠 潘　蕊
杨珊珊 吉萌蕾 张逸群 陆国鑫

李　静 王　婷 刘建月 万佳倩

蔡晓朦 李佳雯 杨欣琦 张　成
曹　静 蒋倩雯 李晓辉 钱　琴
朱　晨 覃正虹 林艳红 李　洁
过钰 龚月红 顾刘栋 章泽瑶

姜　鹏 陆梦祺 孙海燕 刘宏笪

李　选 刘亚飞 刘亚琴 张诗曼

刘广巧 曹琦棵 杨洁俗 沈静静

陈佳玲 左雪薇 柴旭涛 梁文德

蔡承元 盛赛赛 许　浒 蔡　癑
王　琪
财经学院（１２１人）：
于惠琴 程晓彤 戚晨佳 李函昱

黄　涛 李　媛 沙云秀 黄丽娜

杨　瑾 朱　静 俞清扬 胡　洋
孙　癑 马　玲 朱　静 易嘉慧

魏云玲 卢珊珊 潘丽娟 周　莹
夏秋艳 方致远 徐　文 梁苏婷

陈　粲 石如瑾 张冬芹 邹　飞
沈　青 何　悦 蒋　雯 周灵凤

孙凯伦 张文雯 肖　敏 张丹丹

刘丽娟 沈依奕 陈惠华 吴　甜
杨嘉俐 丁文谨 王续武 彭佳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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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瑶 吴　诗 洪晓冉 杭永胜

徐丽婷 唐　杏 范禄鑫 蒋　芸
李玉蕾 何晓晴 张晓静 姚　蓉
王　癑 刘　茜 蒋珂佳 钱璐欢

刘凯成 冯雪梅 钱嘉怡 方雪婷

刘　洋 张博博 杨　月 施蒋潇

徐　敏 王相芳 刘　杰 闻　媛
宋金颖 李娅婷 瞿　玲 庄梦月

焦应茹 关荣迪 刘茜茜 郑　欣
赵丽臖 朱　珠 童依然 张安红

王　艳 刘肖婷 李沁颖 居　蕾
彭　癑 顾　靖 张艳丽 韩迎香

吴　瑶 王梅娟 康　晓 吴海燕

许軻婷 沈　薇 王丛庆 陈叶青

秦浩玲 付雨婷 赵志岚 梅雨婷

贾红风 胡慧慧 刘静静 王柯毓

沈星浩 徐籦然 李思琦 闻怡婷

武　莹 黄宇庭 魏扬帆 李晓慧

燕依晖 韩精国 刘　菲 陈　慧
董雨桐

马克思主义学院（８人）：
吴铭洲 顾　烨 汤晓霞 陆静怡

程　敏 陈玉婷 焦　娇 陶　瑞
文法学院（６８人）：
施　浩 钟佳桐 刘宇星 高　颖
肖慧香 刁永超 沙　莎 曹春香

邱霜霜 周　花 李　宁 张佳玉

夏文慧 李明轩 杜泽晖 游佳文

郭红伟 许　妍 魏　萌 魏晓莉

周　畅 谷婷婷 孟智东 黄春蕾

张颖祺 边　媛 赵秀美 牟　欢
刘　莎 周　瑶 程浩天 解成雨

王银娟 张　楠 潘爽爽 蔡晓伟

周雨晴 陈　华 周双燕 王　孜
张伟伟 李　沙 康家慧 蔡琳燕

惠静海 毛梦杰 李文雅 许　曼
丁海华 嵇　晗 唐　涵 杨若含

史嘉艺 徐晓晓 蔡静怡 李洁敏

齐安然 焦舒婷 邵莹莹 舒琪雨

刘芷珊 高　丹 王艺霏 杨紫琳

花含笑 邓燕玲 许　静 毛天培

外国语学院（３６人）：
金　月 施雅倩 刘　静 杨　柳
端暮怡 杨家华 彭筱琨 张柳柳

路　斓 崔　琴 张　文 刘露巧

戈　静 周静静 周厉靖 张晗婷

花振豪 吕文欣 张旭彤 陈颖妮

文　婧 汤一涵 张含笑 俞伊宁

梁会莹 张?莉 缪东菊 王　韵
周　敏 谷琳玉 吴　帅 赵珂心

薛溢香 李励帆 沈　瑾 李泽君

艺术学院（６６人）：
陈　琳 陈扬洋 郝易文 赵　斌
王泽沣 陈兆炜 韦　亚 郭怡珊

张　凇 唐　超 宋子悦 蔡世杰

卞春叶 李　丹 杨　健 曹独清

方琼莹 夏琴琴 曹冰妮 周盛癉

姜亚平 陈玫伊 黄　思 李家

陈秋瑾 蒋紫薇 陈倩倩 梁森炎

张道敏 徐凌珂 罗　晨 夏吉敏

张伊倩 邵李雯 张露婷 沈宇杰

凌　 贾　楠 徐　倩 王竹筠

王彦东 高籦甜 丁雅妮 王　斌
高紫

-

陈丹丹 归超群 陈玉洁

高　干 刘婧雯 陈叶君 程　芳
任　静 曲洪川 叶　萍 王琳

郁添渊 王新娜 沈慧芳 王庭韦

雷依邻 范滋雨 谢婧靖 朱建伟

韩立超 姚亚琪

教师教育学院（８人）：
许烨菲 张　莹 韦　靓 丁　蕾
陈　怡 王　阳 吴淑敏 王韵芝

医学院（１４２人）：
崔　玲 周天然 费书琴 吴承帅

陈　鸣 朱　桓 王　灿 赵婕吉

刘　玲 何　蒙 杨致远 沈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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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卉 殷睿彤 何　美 王慧婷

沈嘉琪 方界界 王亚捷 朱臖彦

谢　雨 李　静 李凤妍 唐子璐

周　闯 胡宁芬 谭佳宁 巩环宇

任　悦 周　鹏 刘　璐 朱俊辉

许　萌 曹献文 项平平 余琪琪

刘　莹 阮　望 赵　静 崔宇晴

赵梦梦 蔡珍生 彭煜健 殷霖霖

刘玉婉 高　寒 沈若怡 邹晶莹

季　琴 蔡　秀 田圩虹 王　妍
曹毓文 郝　玉 王小铃 李朱萌

刘　赛 冯　丹 尚晓彤 潘　婷
黄梦媛 陈薏帆 许　妍 褚　癑
胡　杰 周婧羽 林子瑞 朱冬梅

周　楠 朱倩玉 李无迪 沈楚莹

王艳泓 吴玉娇 陈雁雁 杨　帆
王婷婷 吴旭楠 曹嘉诚 陈静静

顾　洁 陈　健 赵汉新 汪浩洋

聂　忱 刘　艳 文进璇 王星星

邱雪莲 丁　瞡 姚雨叶 夏雪莉

周新茹 文纤纤 吴倩倩 李倩楠

陈　葳 高　洁 周青青 周茜洋

蒋梦迪 彭　昕 杨华肖 刘倩钰

陈　羽 金文艳 周　露 华　鹏
王文欣 梁　靓 卞玉莹 吴　婷
赵丹丹 丁丽颖 王蓉蓉 孙　洁
钱圆圆 朱奕奕 周诗婷 周春萍

陶再晓 郑倩雯 孔慧娟 王怡慧

许　珊 左晨艳 袁一航 夏　虹
仲　君 陈　曦 王慧源 黄　越
王慧之 于俊瑾 王志毅 彭　颢
黄日清 陈宇璇 马原欣 沈义兰

龚雅青 孙　阳
药学院（４１人）：
李晓倩 韦春梅 马改玲 邓彤彤

刘　尖 许文齐 殷　蕤 张慧明

许晓倩 陈　丹 李小倩 李薄薄

毛怡丹 丁施燕 周钱留 于庆梅

樊　荣 卢渭金 徐利丽 陈立婷

焦兆群 陈立群 杨翠云 李　洋
郭　慧 凌　婕 曹方引 李钰坤

赵进东 吕苹学 宋文俊 祝　鹏
袁苑楠 周　蓉 李　艳 廖明春

薛梦超 俞雪飞 王肖楠 王艺凡

梁树琴

三等奖（５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１１６人）：
苏小青 缪涟茹 任朝阳 钟华英

杨瑞雪 陈志腾 徐　颖 廖兆强

林　成 鲍现乐 施　浩 李　潇
张　贺 陆　锦 景网钰 陈雨佳

闫　伟 吴谭栋 支琛博 崔　瑞
许晓伟 史凌慧 王松松 曾　林
牛景乐 浦云飞 唐梦雨 郭婧臖

张智伟 汤继敏 王　辉 赵　琳
白文芳 艾科代·大毛拉 成　科
克丽比努尔·如孜麦麦提 吴宇杰

袁焱斌 冒钰程 王宣锭 王陆江

李宇翔 栾小康 彭会会 束叶玄

杨　浩 于金鑫辉 马小添

陆　衡 刘　程 范佳俊 唐小康

石家康 张劲羽 史东辉 邰　
杨　杰 张　凡 张　远 周　杰
姜平静 查鹏程 王新宇 吕连杰

方成林 焦加飞 何梦虎 孙佳杰

曹　栗 熊杭锋 吴予澄 杨　禹
顾　浩 冷田丰 李　涛 左飞飞

高晶晶 王科阳 陈浴宇 韩　成
孙禺州 范　江 朱明霞 苏　扬
陈　娴 顾灵杰 殷静远 李子豪

刘　威 薛　碧 杨　柳 琚灵钊

张宇印 李　程 秦　旭 马家明

江　菲 安波欣 刘永旺 王　东
刘华斌 陆施海 王元超 施小剑

张钱威 李新茹 徐　迎 刘睿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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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应超 邓坚锋 童汝瑶 苏俊杰

陈晴军 徐　祥 杨　卿 康　俊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２人）：
仲维鑫 金明志 陈军毅 刘晓霞

陈媛媛 张潆引 张　超 吕晓兵

陈　嵘 倪　焱 张浩天 罗育森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１８０人）：
唐　伟 唐彦軻 俞　莉 陈婧伦

唐其胜 吴子健 孙旭东 耿　灿
汤　赵 吴占宽 孙坚添 牛登辉

刘银伟 孙逸武 徐　健 邵　珂
林

+

旭 周鹏鹏 张蕴超 郝梦胧

方培俊 张　凡 孟子涵 李　洋
陆　晨 薛梦笛 汪文祥 李俊妮

陈　雷 徐　桐 高宁欣 李同硕

曹　彬 冯　锋 余　浩 陈志坚

张　龙 杨正奇 李东明 冯一鸣

文思韵 陈　琳 周梦渊 杨勇杰

丁俊杰 张　涛 王喧 金志佳

孙　瑞 胡　凯 周　旭 杨佳晨

钱佳宝 吴　宇 臧　勇 杜　丽
颜雨虹 朱思宇 高　亮 张迎航

史戈松 戴　磊 刘贵煌 范鹏程

蔡　端 余学进 傅建培 徐　凯
施天玲 汤伟杰 钟根鹏 吕科言

曹俊豪 杨业豪 郑增增 宋鑫炎

许　强 张　晓 胡乐利 吴建华

徐纯洁 陈　鑫 潘嘉昊 张存振

朱兆伟 陈　篧 王　雨 邢鑫梅

董　志 陈　琦 胡珉珉 郑朝捷

陈明智 于　浩 朱嘉雯 钟　俊
顾劲风 董子轩 陈新堂 刘一宁

李　伟 沈奇豪 丁　城 张　灿
李　辰 潘艺璇 郝慧敏 徐淮知

沈超杰 季照宏 辅宏伟 许　晟
方一竹 仲　颖 葛胜楠 陈　洁
孙　雨 韦　雄 鲍彦同 蓝天瑶

何佳杰 桂　煜 李　全 郭涵刚

沙　朝 周嘉诚 朱　絗 陈　杰
曹明磊 刘增光 卢奕睿 程静峰

贾　奎 沈学峰 王惠敏 朱宗宁

张泽民 祖家骏 房洪芹 彭倜浪

安美生 宁　涛 汪树勋 缪泽群

王　彪 胡润晨 李博文 张　莉
任世恒 孔祥龙 朱若琪 孟德邻

孙斯嘉 戴力源 毛　磊 陈　晨
梁丽丽 李　随 姬志婧 程　迎
杜全福 徐　杰 方雅玲 韩静文

王哲卿 石佑飞 邱慧慧 陈丽晶

陈镇东 郗鸿飞 陈思宇 陈旭浩

刘凯勋 秦　坤 孙菲阳 查　晔
李明露 薛不凡 康帅杰 李昀哲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８０人）：
裴　帅 蒋振荣 徐希魏 张乃舒

罗　成 魏雪园 潘慧山 刘　书
陆梦雅 吴浩然 冯　超 陶余灏

冯　健 尤晓柏 朱晋永 周晨佳

何道杰 陈北伟 毛文雨 徐可伟

张游国 严利果 许笑杰 李嘉瑞

邓佳俊 章炜业 王健伟 王登州

滕　爽 胡金源 于冬亮 赵俊杰

刘　斌 陆俊成 叶　佳 施洁钻

龙　康 赵利霞 刘振鹏 马　奔
刘瑞睿 程　军 曹　骞 许天瑶

吴　琼 周俊杰 姬旅豪 戴学坤

卫泽鹏 朱　曼 庞　博 陈　茜
凌　晗 周晓红 于明亮 蒋希之

潘胜尧 杨思佳 申伟龙 张晓婉

罗炳炳 王子轩 芮　璐 李佳蔚

戴　琳 郝舒云 吴　可 黄秋涵

陆　尧 沈昊天 顾怡雯 倪　靖
程　彪 李　迎 宋　超 徐昊泼

李素慧 张冰彦 谢　金 苗娇娇

周智程 李宗男 董　豪 廖　凯
郭孟月 王晓洁 谢洪? 戴望杰

付　炬 赵　广 蔡湘铃 孙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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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莹 赵建涛 桂　铠 杨敏娇

张　欣 徐玲艳 陈科名 储　尧
刘文杰 涂　林 王健权 陈　康
刘　潇 葛文兴 李　伟 陆友东

曹　清 曹　铭 顾　琦 李　盼
施　亚 王志豪 王建维 华玉琪

张乾坤 季旭峰 张　凯 张皓阳

尹鹏程 陆帅全 范旌正 陈　阳
田维康 李刚祥 胡　兵 叶世红

欧阳俊杰 胡白梅 戴　涛
李晓龙 毛艳虹 何旭鹏 薛津奇

戚远里 姚　鹏 王凯伦 白子贤

鲁　斌 林晓雪 金玲素 武继光

陈苏琳 潘苏阳 商　璐 王朝威

陈春辉 柯　辉 艾发强 李飞扬

王跃成 仇传康 杨雪芹 宣文韬

曹礼轩 周　颖 康美华 林健敏

甘　甜 刘佳星 张宏伟 王　磊
陈　璐 鹿　磊 王夏菲 朱　彤
李蜀惠 孔卓然 张亚琴 王佩佩

段　鹏 林宏顺 张　闫 李青霞

张泽隆 胡　飘 沈　宇 陈　鹏
周雪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７２人）：
王德岩 郑　潇 屈长存 王志航

段旭斌 张文渊 吴亭慧 佘传明

王希同 仇金欣 刘淼淼 邢晓桐

刘　欢 汪浩翔 朱浪杰 李旺琴

王　哲 王晓磊 周　旋 张洁瑞

张伟靖 方　睿 路青强 蒋　孔
赵建国 王圣陶 郭金秋 郝国凯

谭国龙 苗　畅 张　帅 杨立伟

叶书航 项婷婷 杨福利 胡　
祖朝阳 赵文涛 曾　凤 胡　强
卢青俊 徐　巍 牟姝妤 李绍欣

曹筱楠 韦旭朴 雷继梅 姬志强

胡梦婷 於　鑫 曾文杰 黄济华

张晓晨 宁　乐 朱文洁 史玉露

袁　欣 孙　悦 李怀福 朱永发

黎振兴 李命遥 马进进 杨思魁

王　凯 罗　聪 丁叶凯 谢坚锋

唐　蔚 焦美媛 段晓妮 王圣楠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６２人）：
张　玲 王　寻 袁海蓉 丁潜慧

张礼帅 刘甜甜 王　均 胡星月

高泽斌 王雅翔 朱慧敏 石云琳

许　颖 陈　明 段永辉 吴静静

谢　超 李菲菲 黎嘉浩 周小亮

蒋明恒 吕敬超 张景楠 储厚成

张乐迪 印钊阳 陈　磊 翟芳芳

赵　争 卞　瑞 周黎明 于　骞
钱海峰 李　滔 蔡　洋 吉　鑫
袁　凯 李　云 朱倩文 路新男

向山平 张欢欢 沈　凯 黎伍逸

陈小君 候珍珍 唐　玲 朱　敏
梁彩霞 郭蓓蓓 周　帆 曾小霜

刘慧枭 杨　娟 陶一萍 吴敏敏

李建永 邱俊峰 张敬天 张超凡

郭　茜 程霄霄 张　驰 闫金磊

金力成 江　楠 施天灵 王　权
金　鑫 章少岑 曹彦琳 沙小杰

张晨光 王　勇 曹　锐 肖文怡

顾明昌 龚　成 杜姝颖 孙兆庆

何　昱 王义凡 戴湘宜 赵龙辉

石子坚 汤金华 李　萍 严　轮
张　旭 彭　球 王　宇 姚志辰

张　敏 井鹏飞 王志昊 许　昊
李妍衡 强　蕾 谢志健 高永培

李洋洋 徐先宝 李弯弯 周灿鲁

华子捷 高阿康 杨嘉宁 吴德雅

李晓癑 伊力汗木·艾尼 梁　康
陈　跃 还浚萁 林　凯 王婷钰

刘梦阳 杨　洋 李　亮 贾晶荆

苏　辉 刘　稳 尹相一 周　静
余沛杰 沈人洁 刘超群 邹雯怡

刘培艺 朱雪靖 熊积奎 杨　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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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艺卓 胡浩俊 热比亚·斯马义

张浩谌 孙志伟 王　磊 杨锴锋

石志 陈佳玉 汪剑豪 张　猛
蒋宇 李其贤 周鑫敏 姚金健

王万丁 蒋　璐 许梦楠 唐卫微

孟少伟 郝晓瑾 葛玉琳 张高飞

温顺洁 徐金泓 雷国媛 王　慧
项文良 韩　静 余小兰 魏　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６１人）：
王怡婧 尚　磊 刘　芬 王　鑫
顾里娟 钱艳莹 张冰琦 齐文慧

焦如波 禹光荣 胡　癑 翟容容

胡　笛 丁　 狄露露 徐捍山

窦佳明 张婉清 张　苗 林少莉

金凌雪 张承慧 谭浩东 王　丽
周露露 王诗斐 王德钦 周　菲
鲍欣睿 杨　岚 毛梦圆 田　雨
陈　萍 王珊珊 王雨童 吴皓癑

徐婉茹 宋梦清 王秀平 张运莲

田　媛 王　莹 刘　尧 罗远平

蔡佳惠 李加琪 甘子玉 徐　坚
张　楠 沈艺楠 王　春 曹雪晨

汪文丽 侯昭志 时　雨 覃飘燕

薛延博 孙　楠 王　钧 张婷婷

朱蔚玲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３９人）：
唐颖奇 温新亮 董莹莹 许　娜
冒玉娴 过　琰 宋由页 梁世伟

孙晨静 王家瑛 徐　鹏 曹美军

马顺博 倪佳佳 朱　凡 邵启运

嵇　胜 季舒婷 董凡超 宋一格

任振
.

杜志伟 田朋霖 潘锋杰

张　虞 王　嘉 丁雅楠 诸远华

李凯祥 宋枝瞞 高　雅 沈亦秋

杜成杰 李　赫 曹无敌 卢媛媛

杨振宇 黄玉龙 邢泉峰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０８人）：
顾佳男 袁亚娟 马春莲 卢　超

欧阳守鑫 曾　彪 龚扣林

吴丽群 闫洪琴 章新洁 虞　扬
秦赛楠 王滨珠 黄睿岚 翟　挺
张　慧 赵前龙 武旭妹 施玲玲

曾建陵 池邦强 李　凯 万洪达

周海安 刘章磊 黄　彬 武金凤

王春勇 吴超峰 姚奕如 徐云筱

兰天翔 毛苏芹 黄炯业 王　康
张建斌 张　英 王玫娟 郑　琴
张　羽 许秋煜 严　蔚 贺一粒

杭晓芳 沈楚盈 刘耀东 李宗豪

韩　博 朱奇星 高　江 娄云敬

王光诚 王世豪 袁　薇 毕汉斌

吴奇俊 宋欣阳 卢文敏 和肖敏

严锐超 陶　宇 武静雯 吴季红

刘　成 谷　佳 杨　帆 谭雯婧

陈效文 张　杰 宋维成 范如意

经普杰 羌　芸 寇俊娇 罗　涛
丁　力 缪佳伟 卢朝茜 李金鹏

吴　鑫 王心浩 王　歌 桂艳双

高凯雪 胡　倩 施　璜 包文吉

牧欣妮 周子微 耿东飞 邹　丹
高翔宇 徐红主 杜　帆 候艳霞

陶　臻 刘效谷 杨志明 张　雨
高文燕 陈　奔 陆佳伟 苏　单
丁凌森 肖　鑫 季萌蕾 杨瑞雪

施蕴成

理学院（１０４人）：
郑慧婧 张志文 陈全中 朱亚烂

顾佳云 程诗行 陶　玲 陈　梅
孙辰琦 许雅雯 毛本强 王学银

程智雄 蒋倍丽 孙瑜培 王晓莹

黄　琛 陆徐婷 姜　玉 成　蕾
高华婷 祁泳波 吴雯婷 熊国欢

史晓丽 杨　涛 葛秉炎 陆　伟
石　静 杨鑫怡 陈芊妤 邓丹妍

顾浩榉 李　简 张靖寅 周正一

黄琪凤 姜　莉 刘宇航 沈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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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晨捷 浦　艳 吴金君 滕漫珊

杨秋瑾 陆晓琦 田　珏 沈梦雅

秦方怡 张佳骏 韩　雁 张　吉
裴雨宁 杜雨晴 滕宏成 沈丹丹

喻漫雪 胡　悦 徐启文 骆思宇

洪靖凯 沈奂文 陈远志 程丹丹

崔　娇 李宜铮 王　展 于梦佳

朱雨勋 孙　豫 钟天一 陈思源

许沐文 鄢舒婷 金　悦 徐文婷

胡　颖 季颖如 陈奕含 王梦宣

金　臖 仇逸菲 赵　忆 沈　艺
钱　宏 赵　祥 张晓婷 史雨婷

郭昕怡 李　翔 钮飘妍 温海倩

许　雯 张　柯 王亚茹 顾　鑫
陈袁晓 冯文静 王玉媛 张会会

汪水雨 羊　进 黄淑蓉 惠　杉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６５人）：
陈　成 刘　刚 李　烨 谢益飞

朱镇宇 黄传标 王梓良 赵子玉

徐振源 蒋　璐 吴一帆 豆娟娟

姚佳癑 韩诗纯 孙　影 陈雨萌

吴　蝶 刘俊姿 徐昊昱 杨钰婷

高生宇 李苏畅 刘志鹏 王雨露

王　娜 姜超颖 陈　余 何　琪
沈凯权 李卓信 肖　潇 李竞先

邢凡康 李钟奥 杨鑫荣 陈　卓
尚海燕 王锦辉 王　洁 鲍朱杰

李　腾 康志斌 李秉乾 郭炀杨

沈春燕 吴明勇 司有栋 李　锐
贺皓

.

周丰毅 刘世典 章　晴
李婷婷 吴　雷 王兆轩 杨金茹

华昌昊 王壮壮 魏雅竹 吴慧玲

盛希璇 王玢莹 孙　思 张跃成

毛佳伟

化学化工学院（４３人）：
贾星原 刘雪芬 毕明曦 王　宇
孙　涛 朱王芹 杨晓洁 冉会平

李东升 罗　丹 耿天莉 王　畅

安子昱 田　癉 吴思阳 杜明星

袁太艳 黎　源 武　瑞 嬴　佳
蔡若奇 王　娟 丁宇晨 徐广远

石天慧 郑　伟 郭晓伟 刘秀芳

刘　强 丁丽君 卢劲文 任栋辉

高梦涵 王　媛 陈学平 傅诗萌

熊传江 代常浩 王明伟 余　强
杨少霞 王睿琦 谢宇文

管理学院（２１９人）：
郭　萍 潘　晶 丁梦霞 武丽娜

梁海燕 江晓雅 扈金婕 曹亚婷

肖可欣 王欣雨 李亚男 刘露娜

郑慧娴 郑玲玲 张芝悦 李凰肇

孔　颖 雷孟婷 吴　越 茅婷婷

杨春花 朱　彦 闫颖捷 谭安其

陈艳华 曾小慧 李云霓 张　彦
张　寒 蒋海芸 吴卓桐 宋海艳

杨东月 李嘉欣 纪慧敏 盛　敏
尹天娇 刘向丽 花雯雯 王　雯
王　娇 毕春艳 石萍萍 樊梁华

葛?慧 张少文 崔　澍 黎翠妍

宋　杰 贾　珊 杨　旭 刘文静

唐　然 赵莉莉 卢　癑 傅丽芝

任　杰 环婷婷 朱　冰 李　玉
任　杰 杨晓雪 刘路路 杨佳鑫

王　丽 刘鑫丹 黄　艺 成萌萌

陈　琪 孙晓晨 李家辉 张子慧

花　晓 江昱莹 王　磊 曹佳燕

刘子鮬 张　婧 郭　婧 顾加慧

殷　悦 张新宇 严敏宇 王苏睿

金　越 李天伦 贾　茜 龙　欢
刘少康 赵　聪 卜另文 陈　露
贺　超 陆梦怡 白莹莹 潘爱莲

李红冉 张冉冉 石如月 赵翊彤

石　影 施　雨 杨　影 于思洁

李　玲 李　音 梁城伟 贾瑞敏

杨依沁 王炳青 李　路 徐逸雯

马　媛 张倩倩 王　洁 何敏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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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娟娟 金佳婷 李紫潇 王童俊

程　林 张子涵 胡亦清 潘雨薇

沈艳培 周慧君 康美慧 王梦婷

陈珈慧 杨金晶 陈丹黎 王舒雅

顾霜霜 戴艳雯 赵　宁 潘　博
李晓旦 吴丽娜 朱晓敏 常　宇
杜东晓 姚裕豪 冯莉莎 郑　聪
程　阳 徐玉环 徐学玉 李　萱
高恺志 唐　慧 佘青青 李梓佳

庞春波 魏　笑 韩晓庆 袁　园
沈梦佳 顾嘉榕 郭　强 严祯鹰

李　琪 许燕萍 陈佩冬 朱　莉
王丹丹 云　杰 何欣雨 钟　雨
朱妍洁 雷溪莹 赵　驰 马天仪

叶雯婷 张茗源 李天阳 吴义龙

沈孝琪 傅　磊 魏　圳 朱丽丽

杨　舟 汪维洋 刘　兵 蒋贞泽

梁雪娟 孙　乔 胡乾航 龚苗苗

郝春杏 梁　雪 陈娅锋 薛钰涵

张臖茹 方　超 龙亦青 俞丽梅

刘英祖 张　杰 吴佳妮 周　涛
李依林 杜　娟 蔡娇月 杨义徵

柯坤勇 梅　佳 李文倩 徐彤彤

许诗薇 毛　芳 戴　蓉 周天瑜

杨　星 朱　丹 王　远 顾永平

周　健 王　译 郁念慧

财经学院（２５６人）：
姜　婷 陆雯婷 叶　星 吴　倩
吴名霁 赵勇智 李钰净 崔宛冰

高　玲 张　杨 刘旭蕊 江　舒
陈宇涵 丁佳慧 尹晓铆 纪晓筠

季慧慧 赵嵩洁 肖敏珍 仲玉环

徐　凡 宋雪菁 韦庆云 程万军

李凯利 谭培雷 吴娜斯 陈昊雯

周文佳 孙凯莉 曹　晟 夏　彤
王　瑜 郑玲芳 赵晓帆 陈晶晶

蒋雨婷 张彩霞 黄家钰 吕　露
吴俊华 杨宁宁 张梦南 陈依云

柏　苑 刘梦婷 孙　莹 缑一萍

顾莹莹 顾　莹 梁一芬 陈　涵
周建云 陆莹莹 霍琦媛 邢轶慧

吴　翠 姚玉琦 缪蒙娜 王　琪
高菁惠 周　杰 任　晶 沈佳珩

陈　瑶 刘　超 陈婉格 黄　虹
石玉洁 吕康奇 胡怡婷 焦梦露

李　兰 钱　瑶 龙飘飘 陈盈月

温　柔 潘艺平 唐晓凤 唐欣芸

沈婷婷 居相巍 韩　婉 刘　露
李曼菲 李子嫣 缪诣玮 李　旺
苟昌会 刘银银 张志超 查雅倩

朱寒菲 刘　畅 符伶婷 谭竣文

刘佳萍 单慧婷 陆燕林 练　璇
居　欣 谢亦诚 常　? 吴承俊

黄陈晶 董秀萍 孙　振 陈　颖
邵　雯 陶正兰 宋陈婉君

张　颖 刘红梅 宣　阅 万众兴

王雪菲 赵一琴 张　锫 王　寒
高　丽 金　宁 孙　航 顾宇童

章轶茹 陈　涵 王　雪 彭　鼎
王易凡 徐晨晨 李希缘 柏　慧
林宇晴 翟　笠 叶俊岑 张文艳

吴雪琪 娄飘飘 王静佳 姜海蓉

张哲楠 曹晓慧 张怡超 童　玲
蔡林彤 闾璐瑶 陈致成 李莉莉

段婧蓉 夏　琦 张　筠 殷　晴
徐文峰 梁丹丹 赵苏雅 周　盼
蓝　凤 杨银雪 宋　杨 孟文慧

刘明颖 崔嘉嘉 强妹宝 张　洁
钱　莹 章　鹤 方　莉 陈佳飞

王　琳 罗佳惠 刘文美 丁　敬
徐子昕 谈天星 张玉婷 费雁飞

李凤娇 梅新展 许姝雯 孔令杰

缪思思 韩徐怡 汪元媛 王许华

王紫璇 高依云 丁书苑 陈文书

王文欣 王　欢 张梓越 蒋楚筠

夏　华 张文斌 徐　颖 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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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舒婷 尹浩洋 朱　芮 徐　颖
姚　佳 高　洋 程芷蘅 陈子悦

祁跃男 卢秡宇 陈雨薇 田家蕊

周清清 吴　晔 杨晨婧 王冠琪

孙家根 王维维 戈希冉 金　晖
万丽红 夏　 韩　伟 马晨虹

李如蕙 胡海燕 许　苑 杨　妍
董路成 于丽虹 汪　澜 安　慧
周　彦 金晨曦 张小楠 吉玉雪

慧　敏 胡　杰 李家邦 孙成成

孙梦珂 姬星星 丁　颖 徐林相

黄婉奇 董　言 台瑞旭 徐　昊
邱慧茹 史　靖 万　婷 赵　莹
唐杨阳 徐　敏 王子竹 候家媛

杨璐嘉 李　婷 田建茹 杨佩云

蒋　欢
马克思主义学院（１７人）：
姜　曼 陈　辰 戴雨音 吴芯懿

李赵君 余佩玲 朱　雅 刘延慧

刘佳林 高方方 李文其 陆　颖
饶　蕊 崔晓妍 王晓梦 邵莹吉

朱陈凤

文法学院（１４４人）：
吴　杰 蒋　旭 程志远 周　添
匡紫薇 吉　蕾 赵　瑞 葛斯琪

宋时仙 杨　艳 叶于萁 刘　留
丁　凤 杨　静 朱　雷 于　橙
刘亚平 王琳娜 孙胜楠 葛钰莹

李紫荆 向　肖 李　曦 张晓珂

刘何佳 莫　程 刘　丹 张炜宸

阴亚微 陈悦琳 邵雨敏 张赢珠

严思雨 齐惠馨 李启帆 李裴裴

陆志锴 杨国燕 周文婧 陈昊淼

孙　颖 黄露莹 李　娜 高　弋
刘雅玲 张晓琦 孙培华 马智勇

侯玉叶 陈梦纳 周燕莉 王彦方

杨　琪 陶　娟 陈思羽 李弘宇

孙　君 杨　洁 孟思雨 孙文菊

汪忆琳 刘欣彤 符凯雯 虞　梦
杨心怡 陶　艳 吴　凡 凌雅楠

王　靓 徐新昱 陈奕甫 束　璇
武青青 王思雨 姜　瑞 蒋丹阳

高　芸 孙颖蕴 蔡梦丽 张　怡
王艳慧 卢　荔 吴国伟 丁　岩
徐　超 张　婧 郭瑞雅 庞静怡

葛如月 周珍艳 潘静云 甘　迪
潘　昱 张艳如 浦龄尹 王嘉雯

陈　晨 赵平利 王路遥 付谭谭

纪传洁 张怡雯 明玉杰 李志明

刘　惠 张　丹 顾陆燕 陈保君

尹　怡 任盼利 韩婷月 张仁辉

程慧敏 陈嘉琪 王佳琴 李　婕
唐忠琳 仇　云 陈冬卉 李丹丹

李　玲 顾梓莹 薛　文 李　爽
郭宇芳 盛忻怡 王　婷 王一帆

任　幸 董　玮 陈　双 唐涵笑

沙　菲 戚纯洁 张　妍 洪　扬
李宇涵 雷　敏 王　倩 侯雨婷

马玉萍 温璐璐 梁冬雨 孙子璇

外国语学院（７７人）：
李　叶 冯　庆 杨鑫宇 曹素素

赵惠玲 王希颖 强怡灵 王玉雪

唐临汐 何李钰 夏晨敏 李　莹
尹　吟 姜爱婷 王雅莉 王文杰

丁慧敏 鲁名杰 王　颖 周照飞

南　婕 王　宁 边　杨 张宗光

周　敏 张　癑 梁　钰 俞　涛
韩明明 申婷茜 毛　玲 王丹妤

李　静 臧美琦 朱孟丹 钱　颖
马伶俐 李勤学 陆亚萍 李　佳
李姝慧 史　苑 吕　昕 李　虹
钱丽佳 葛　珊 周金娇 王凤娟

唐银梅 袁翊茗 马晨晨 顾安然

李晓东 翟志屹 易新语 吴悦馨

骆沁癑 胡小雪 杨　洁 顾章红

步　茜 周天宝 许冬平 何　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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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璐 刘　琦 姚　云 朱艳萍

郑诺亚 崔　丹 李兰兰 李恺琪

李　晗 戴丽雅 陈　康 韩　嘉
周洋汝

艺术学院（１２２人）：
潘欣云 徐敏慧 庞诗群 童莉莎

吕佳妮 董飞飞 荆　烁 陈晓丹

张家魁 闫　超 雷涵涵 王静芝

葛江云 陈菁菁 李健飞 陶　丽
骆李艳 项　严 杨　敏 卜华成

桑子艺 王　谦 韦兰香 时赛赛

张苏洋 张　明 郭　佳 邓丽君

程思瑜 何秋宜 诸梦佳 朱　婷
仲　晋 汪佳楠 周依宁 邢娟娟

张佳莉 邵伊冉 彭雪梵 赵鹏程

范雅鑫 茹欣欣 付琬茹 李静瑶

方艺舒 张玉洁 施　凡 罗舒曼

马璐娜 张舒雯 张硕原 夏　珂
严桂芳 朱寒阳 李　倩 王　帆
童　宇 肖　娅 岳统跃 黄　琪
倪嘉文 万馨雨 冯成圆 李玲莉

刘双风 蓝锡礞 刘　毅 骆文倩

胡亚斌 曹　莉 王甜甜 龙九镇

苏雅婷 许文洁 陈桂丽 赵　莹
徐丽丽 陈安悦 承　洋 黄依芸

吴婕妤 马　妍 张文成 张　楠
章　璐 毛丹妮 陈　婕 刘亦舟

张慧帝 郑泽君 余其森 郭　威
康心怡 蒋　萍 顾译婷 尤冬桂

徐　鹏 焦　成 李红俊 杨佳佳

齐振振 何佳蓬 薛雯雯 苏　洋
彭　杰 尹梦婷 徐　静 樊　倩
皇小燕 刘晶晶 魏祥超 袁　亮
王丽娜 陈洁羽 谢晨晨 李晓琳

徐苏伟 刘　露 郑泽曙 陈超荣

毕巧梦 王兰珍

教师教育学院（１８人）：
吴倩枝 陈安琪 储静怡 胡依偎

刘艺纯 金玲玲 栾一威 孙亚倩

潘玲艳 陈　艳 赵金敏 陆孝奕

潘　枫 靳　影 孙　欣 杨以臻

朱雅静 陈梦雪

医学院（３０１人）：
陈遵宇 张雯玮 叶笑寒 谢佳茜

徐夏月 赵　彤 陈莉婧 刘　明
徐得立 仲新宇 马　蕾 朱　苏
张昕瑜 沈元昊 李　彦 向鹤麟

周雯雯 李申萍 王　晗 蒋　宁
杨世伟 梁宇成 崔丽萍 步　彤
褚　秀 厉琳杰 袁佳琪 孟　欢
马诗雯 莫　非 毛璐婧 郭美山

赵　敏 顾琳妤 孟思敏 侯　杰
谷　雨 陈　钰 王　宠 赵　耀
王丛静 祖日古丽·加帕 翁轶玮

戴　瑶 顾自莲 刘燕晓 任洁宇

殷　倩 季　逸 梁婷婷 蒋薇琪

尹海宁 李　静 陈梦茹 蒋　璐
冯江波 魏　妍 于　倩 王　颖
胡睿洋 钱紫倩 一　诺 芮梦齐

郑怡雯 丁　豫 王咏婧 谭　燕
姜莉玲 徐　彤 钟妍其 王文瑶

葛婧雯 喻志鹏 王婷 毛羽飞

毛新元 王一帆 索　龙 郄吟吟

李海璐 王德钱 秦　静 王　珂
夏　浩 李　含 李亚兰 周金铭

张昱培 陈妍秀 徐其轩 郑　峰
沈　聪 朱少轩 邹信芳 金佳升

高　洁 王茜茜 吴丹萍

玛合巴尔 徐　婷 温爱玲

赵　莹 柴　晶 王姣姣 薛欣怡

陈　颖 史潘婷 金　倩 张　萌
仇　越 王熙瑶 孟兰藏 陈妍珂

管舒娴 宋珊珊 袁　琳 孟彦言

叶健康 黄雪阳 孙　涛 吴姝婷

徐恒娟 陈媛娴 郁　惠 徐肖杨

汤盛楠 谢倩倩 陆　瑶 魏士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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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苏豫 马丹妮 舒民洁 刘玲助

朱佳琪 杨智涵 姚春芳 邹志云

李　昕 赵家琪 任　昶 封　蔓
杨丹璐 孙唯一 魏　瑛 王　静
徐玲玲 恽竹青 何　瑾 程　任
沈　利 金　铭 朱春雪 秦　艳
杭　芸 张嘉文 刘　晴 胡孟婷

卢　俅 刘莹莹 宓兰兰 黄文怡

王　玉 徐　利 陈王一鸣

陆　倩 缪晨晨 王　敏 胡慧敏

沙春丽 林雅迪 熊梦雨 李春兰

张盼盼 高青青 陈步圩 蒋　艳
李桃琼 张　癑 冯笑华 张莉莉

兰洪倩 张绮雯 孙倩露 翟金霞

陈勤智 李　娜 黄　能 吴　越
石　洁 刘锦雯 王　星 邵　孟
宋芳芳 王倩倩 席　可 邵　静
卢宇婷 葛成敏 端木佳苗

徐　祥 董荣昭 蒋　露 李月梅

李　程 史慧娟 徐子璇 钱昱程

王伊凡 薛秋苍 孙丹琦 叶　佳
陶梦灵 许　焱 朱　琳 罗　凯
王　云 胡天媛 姚　鸣 万斯傲

桑金义 沈　莉 王雨薇 沈文婷

孙梦婷 王　晶 周思佳 徐梦瑶

施晓敏 郭蕴仪 张璐玢 陆瀚文

刘峻宏 王高莹 徐青青 徐晓昱

张家慧 关　晶 吴　心 刘　敏
秦品芝 卢　红 季亚楠 钱　丹
严　蓉 周纬珏 杨碧萱 李骞骞

陈维菊 杨　月 龚海宁 郑　煜
黄飘扬 周永慧 黄怡雯 邵梦婷

沈晓瑛 马佳燕 杨　丹 宋思敏

朱石麟 顾凯华 李佳胜 汪姝桐

张　庄 阚美佳 陈　笑 马荣荣

邱丽君 孟　洁 顾佳丽 叶心怡

章　涛 缪文静 张梦如 孔媛媛

陆菁菁 冯嘉伟 周绍娟 郭　畅

徐泽炎 陈正威 陈　敏 零小樟

杨之匀 颜一丹 郑　鸣 缪若羽

孙　奕 汤瑜婷 朱品欢 瞿　琴
曹梦菲 任天宇 赵佳伟 徐心怡

张伟亚 于洪威 杨艺苓 吴　双
郭开达 陆方琦

药学院（７７人）：
高　彬 赵倩倩 王凯丽 张荣荣

翁　雯 倪　雪 钟海清 张小溪

李元昌 张　嫱 乐敏芝 郭松萍

史明敏 范静怡 侯雨辛 汪　平
郑甜碧 王　凯 姚贤通 李佩文

王东淑 宋转转 丛丽敏 石玉婷

刘一凡 蒋佳伊 杨昱华 龙路爽

沈　康 陆丹丹 马　青 李红杰

陈恒巍 张　欢 董晓晶 刘　娜
冯　雪 庞　慧 陈　超 曹海霞

徐冠华 章丽婷 余剑吟 尹莹莹

廖　越 张　琴 张　蝶 李学勇

柴丹丹 何运杰 周　强 魏君楠

陈柳海 黄春慧 高　静 张嘉津

张一凡 陈锦毅 黄糯禨 鹿蓓蓓

杨　倩 师忠港 刘廷博 顾云双

成丽媛 李　秀 孙茂恒 张　菊
马晓芮 布谢仁宛·麦麦提

姚道敏 彭　 茹　浩 刘　鹏
华　冬 胡建国 蔡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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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５年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继续以“努力构建以心理教育队伍建设

为切入点，着力打造心理教育宣传普及化、

心理教育课程规范化、心理咨询服务标准

化和心理危机干预程序化”的“一点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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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为指导，积极探索

学院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和

方法，全方位营造“四季引领”的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文化宣传氛围，着力构建“校—

院—班—室”四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网络。

【注重专业培训，强化队伍建设】 学校当

选全国高校心理委员研究协作组理事单位，

并在第十届全国心理委员工作研讨会上进

行经验交流。组织召开镇江市高校心理中

心主任联席会议，协力抓好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邀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于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

张长春主任来校召开学术沙龙；全年选派

专兼职人员１４人次参加国家和省级心理学
技能培训、专业督导及学术会议。成功举办

以“心理教练技术在学生辅导员工作中的应

用”为主题的第十七期心理辅导培训班，对

校级专兼职心理咨询师进行３次专业督导。
举办江苏大学第三届新生辅导员培训班，对

３０余名新生辅导员开展了心理学技能培
训。对新招募的第五期朋辈心理咨询员进

行了岗前培训，对２３８名２０１５级全日制硕
士和本科生心理委员进行了校级心理学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全面提升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水平。评选出２名校级优秀心理委
员标兵，在全校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榜

样示范作用。

【探索二级管理，构筑四级体系】 在理学

院建立了“心灵港”心理辅导站，在能动学

院建立了“心语轩”心理辅导站，与京江学

院共建成立了中山校区和梦溪校区２个心
理辅导站，逐步构建校院二级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服务体系。全面启动了大学生四级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建设，对２０１５级本
科生寝室长（心理信息员）进行试点培训，

编写了《江苏大学心理信息员工作手册》，

将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的触角伸到学生宿

舍。对２０１５级１８３８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５３６９名全日制本科生新生、２５４名留学生
进行了心理普查，全日制硕士生、本科生的

测试率连续 ５年达到 １００％。经心理筛查
后，共对４７２名重中之重的学生进行了一对
一的标准化心理干预。全天候开放心理咨

询室，全年校级心理咨询室接待主动预约心

理咨询共３５５人次。２０１５年成功干预大学
生心理危机事件４０余起，做到了大学生心
理危机事件的及早发现和处理。

【打造文化内涵，树立活动品牌】 全校２１
个学院改组成立了心理学分会，完善校院二

级学生心理社团组织；校院心理社团每学

期以团体辅导或素质拓展的形式开展培训，

校心理学会被评为江苏大学五星级社团，积

极发挥大学生心理学骨干的引领作用；研

究生心理社团发挥专业特长，带动本科生心

理社团，营造良好心育氛围，共同提升心理

素质。举办以“关爱生命　悦动青春”为主
题的第四届“３·２０　咱爱您”幸福心理教
育周、以“用心交往　共筑和谐”为主题的
第十四届“５·２５　我爱我”心理健康教育
月、以“新心之旅　筑梦人生”为主题的第
二届“９·２０　就爱您”新生心理教育周和
以“悦纳身心　快乐前行”为主题的第五届
“１２·５ 要爱我”身心健康教育月等系列

教育活动，贯穿全年四季引领的文化品牌。

全年共举办各类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和团体

心理辅导６０余次，万余名大学生接受了心
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

【加强教学研究，拓宽工作领域】 进一步

加强心理健康研究室成员的联系，积极召开

统课会，对新任教师开展试讲活动，选拔

２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师参加江苏省“精
彩一课”评选，１人获一等奖，１人获二等奖。
利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专业优势，积极配

合校团委做好苏北西部计划人选、学工处新

聘辅导员、附属医院招聘人员等的心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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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１６４７名参加学校硕士研究生复试
的考生进行３２批次的心理测试，为各学院
硕士研究生的录取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举办第七期、第八期《学业警告学生励志素

质拓展训练营》，对１３６名学业警告学生开
展了团体辅导、小组分享及个别帮扶相结合

的系列帮扶教育活动，总转化率达到了

７７．９４％，收到良好的帮扶教育效果。

（撰稿人：陆　菁　核稿人：李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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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５年在学校领导及各部门的关
心和指导下，海外教育学院秉持“规范化、信

息化、人性化”的工作理念，求同存异，积极推

进趋同化管理，营造多元化、国际化的校园氛

围，开展各项工作，留学生管理和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留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高，留学生教

育口碑逐步确立，中外学生交流、融合、双赢

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实现。留学生规模层次稳

步提升，２０１５年留学生规模超过１５００人，生
源国拓展至 １０８个国家，其中学历生占比
７０％。全英文授课专业已拓展至１１个。
【制度建设】 完备的制度是依法、依规加

强日常管理的有力抓手。１．加强国家法律
法规教育，开展多种宣讲和学习。２．加强
校纪、校规教育。修订、印刷２０１５版《留学
生学生手册》和《留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

定》。３．依法依规推进学生缴费、奖惩、居
留许可办理各项工作。４．整理、修订奖学
金评定等相关制度文件。

【队伍建设】 建设强有力的专兼职辅导员

队伍。１．新增专职辅导员２名，兼职辅导
员１７名。２．定期邀请学工处、保卫处等部
门领导，对专兼职辅导员进行相关法规的业

务培训。３．选拔优秀留学博士生和硕士生
担任班级和宿舍助管，成为学院学工队伍的

有力支撑和补充。４．组织辅导员参加校外
学习与培训会。如省留管年会、上海调研、

全国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教

育部赴德国高校学习和培训班等。

【日常管理】 １．加强留学生成长成才教
育。利用学院微信平台、中英文网站、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群、ＱＱ群等现代通讯方式，开展
点面结合、全方位、全程教育，给留学生提供

指导和帮助。２．信息化管理。引入在线管
理系统，取代了过去手动和半自动化的工作

方式，导入并完善了所有学生（包括所有学

历毕业生、短期生等）的数据信息。在使用

中不断进行功能完善。将该服务平台推广

到宿舍管理和兼职辅导员当中，大大提升了

工作效率和准确率，给留学生提供了更高质

量的服务。３．做好奖惩工作。奖惩分明，
全年共处分学生２０余人。公平、公正做好
各类奖学金、助学金评定工作，奖励学生

２００余人次。４．积极推进学风建设。协助
教务开展入学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

以考促学，以考促进。并依托新成立的各个

协会，开展留学生专业的互帮互学活动。

５．心理健康辅导。专门聘请校外心理咨询
老师为学生疏导心理症结。完成了所有新

生的心理健康普查，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做好日常的心理咨询辅导和心理健康活

动。６．公寓管理和应急事件处理。规范留
学生在公寓区的行为，建立监控机制，开展

不定期检查，杜绝违规电器和安全隐患。在

留学生公寓引入门禁系统。７．加强校外联
动。积极创新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协

调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京口区公安局、

学府路派出所及校内各相关部门，平衡各方

关切，理顺关系，使得留学生居留许可办理

工作规范、有序。

【文化引领】 引导留学生参加各活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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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中外学生交流融合。尊重留学生的文化

差异，积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加强对各国家留学生协会的管理与引导，鼓

励和指导。１．留学生体育协会（ＩＳＳＡ）、工
科留学生协会（ＡＩＥＳ）、管理留学生协会
（ＩＢＳＡ）及国际学生联合会（ＩＳＵＪＵ）等相继
成立。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

力大大加强。２．组织开展春节联欢会、金
鸡湖龙舟赛、端午文化赏析活动、国际文化

节、中秋文化赏析、ＬＩＦＥＢＵＩＬＤＥＲ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闭幕式等
各级各类活动，丰富校园文化，增进留学生

对中国文化的了解。３．参与组织“同乐金
陵”“同乐江苏”等省级活动。外国人歌唱

才艺大赛获组织奖；“书情画意在江苏”活

动获优秀组织奖；一名留学生成功入选江

苏大学十佳青年学生。４．组织留学生参加
篮球赛、羽毛球赛、校运会、足球赛等校级体

育比赛项目。全校手语操获一等奖。运动

会和足球赛再次蝉联冠军。５．鼓励中外学
生开展各类交流活动，如耶鲁学堂、世界聊

吧等、汉语角、英语角等活动。６．三名留学
生赴联合国本部演讲，多名留学生到镇江

广播电台分享音乐和文化，营造平等包容

多元的国际化氛围。７．留学生对社会、学
校的认可度较高。留学生自发组织向贫困

山区儿童捐衣活动；赴盐城开展各类学习

活动，与当地留守儿童共度暑假；医学留

学生到镇江市五院进行关爱慰问活动。

８．对外宣传工作成绩显著。学生活动多
次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媒体的广泛

关注和报道，如“江苏大学巴基斯坦籍留

学生热议习近平主席访巴”被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网站、光明网、中新网、人民网、江苏

教育新闻网、《中国文化报》、搜狐教育等

国内重要媒体广泛转载。

（撰稿人：王丽敏　核稿人：高　静）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学习优秀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学号 班级 姓名 等级
金额

（元）

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０９ ＰＳ２０１４秋 ＭＡＮＡＭＩＫＥＮＹＡＳＨＡ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一等 ３０００

２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９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ＭＵＰＦＵＭＩＲＡＮＡＴＡＬＩＥ 一等 ３０００

３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８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ＫＡＰＵＭＨＡＰＲＯＭＩＳＥＰＡＩＤＡＭＯＹＯ 一等 ３０００

４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９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ＭＡＫＩＮＡＤＥＬＡＮＥＴＩＮＯＴＥＮＤＡ 一等 ３０００

５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ＣＨＥＥＶＡＮＩＪＫＵＬＳＯＭＰＯＣＨ 一等 ３０００

６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ＡＲＵＮ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一等 ３０００

７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 ＫＨＡＮＤＥＲＰＯＲＳＩＷ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ＧＨ 一等 ３０００

８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 ＡＮＳＡＲＩＳＹＥＤＡＡＭＴＵＬＴＡＮＶＥＥＲ 一等 ３０００

９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２） ＡＳＳＩＡＭＡＨＹＥＢＯＡＨＡＦＡＲＩ 一等 ３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１２ＣＰ９ＹＸ０５０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ＦＲＡＮＫＢＡＩＤＯＯ 一等 ３０００

１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０２ ＩＥＴ２０１４秋 ＳＨＩＲＩＭＢＥＲＥＤＡＲＬＥＮＥ 一等 ３０００

１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３０３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ＫＥＳＳ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一等 ３０００



(s@O

４４９　　

续表

序号 学号 班级 姓名 等级
金额

（元）

１３ ５１０１１５１５０１ ＣＳ＆Ｔ２０１４秋 ＭＡＴＡＭＢＡＮＡＤＺＯＴＲＩＳＴＡＮＴＡＮＡＴＳＷＡ 一等 ３０００

１４ ５１０１１３０５１０ ＣＳ＆Ｔ２０１３秋 ＢＥＴＴＢＲＩＡＮＫＩＰＫＩＲＵＩ 一等 ３０００

１５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１６ ＣＥ２０１４秋 ＤＺＶＯＫＯＲＡＴＡＴＥＮＤＡ 一等 ３０００

１６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０９ ＣＥ２０１３秋 ＫＡＲＫＩＳＡＧＡＲ 一等 ３０００

１７ ２０１３ＣＰ９ＴＭ０５０４ ＣＥ２０１３春 ＭＡＧＯＵＡＪＯＳＥＰＨ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一等 ３０００

１８ ５１０１１４０２０８ ＢＢＡ２０１４秋 ＫＲＵＰＡＨＥＤＷＡＲＤＫＯＦＩ 一等 ３０００

１９ ５１０１１４０７０３ 化学工程２０１４秋 ＭＡＤＨＡＫＥＴＡＴＥＮＤＡＬＩＳＡ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０ ５１０１１４１７０４ 化学工程２０１４春 ＭＵＳＵＫＷＡ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０６ ＰＳ２０１４秋 ＫＥＥＮＯＯ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ＲＩＤＷＡＡＮ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２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１０ ＰＳ２０１４秋 ＺＩＧＡＢＥＢＩＬＬＹＤＥＱＵＥＮＴＩＮ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３ ５１０１１３０６０１ ＰＳ２０１３秋 ＦＲＡＮＫ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ＡＮＮＥ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Ｗ０５０１ ＰＳ２０１２秋 ＫＨＡＬＩＤ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ＥＬＮＯＵＲＧＭＯＨＡＭＥＤ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５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８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ＳＡＭＵＲＩＷＯＲＯＤＲＩＣＫＴＡＫＵＤＺＷＡ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６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１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１） ＪＡＹＡＲＡＭＡＮＡＮＢＵＭＡＮＩ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７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１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１） ＭＥＫＡＬＡＳＡＩＣＨＡＲＡＮ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８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ＫＨＷＡＪＡＦＡＥＺＡＡＢＤＵＬＧＡＦＵＲ 二等 １０００

２９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ＳＨＡＨＴＩＴＨＩＶＩＮＵＳＨＫＵＭＡＲ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０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１）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ＮＡＮＡＡＤＪＥＩＡＴＯＢＲＡＨ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ＲＵＳＨＡＭＢＷＡＫＥＬＬＹＡＮＥＳＵ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ＪＩＮＤＵＰＡＭＥＬＡＦＡＤＺＡＩ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３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６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２） ＮＡＩＤＵＳＵＧＡＮＹＡＢＡＢＵＲＡＭＥＳＨ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４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ＣＨＩＭＡＮＩＫＩＲＥＮＩＣＯＬＡ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５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ＫＨＥＲＡＫＥＳＨＡＶ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６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ＣＨＥＮＡＴＨＭＵＮＳＨＥＥＲＡ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７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０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ＧＵＮＴＡＬＡＶＩＪＡＹＡ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ＶＩＮＯＤＨＫＵＭＡＲ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８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 ＨＡＩＷＡＴＴＡＮＡＮＵＫＯＯＬＫＲＯＮＣＨＡＮＯＫ 二等 １０００

３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 ＭＥＥＳＩＬＫＡＲＵＮＲＡＴＨ 二等 １０００

４０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４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 ＳＹＥＤＡＡＭＴＵＬＳＨＩＲＥＥＮＡＮＳＡＲＩ 二等 １０００

４１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 ＫＯＮＤＡＶＥＥＴＹＪＥＥＶＩＴＨＡ 二等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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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４５０　　

续表

序号 学号 班级 姓名 等级
金额

（元）

４２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 ＴＡＤＩＰＡＲＴＨＩＭＯＵＮＩＫＡ 二等 １０００

４３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２） ＡＧＡＮＤＡＡＡＭＡＶＩＳ 二等 １０００

４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４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ＭＯＨＡＭＵＤＭＯＨＡＭＥＤＡＢＤＩ 二等 １０００

４５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ＡＭＯＮＯＯＪＯＳＥＰＨ 二等 １０００

４６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２） ＯＰＯＫＵ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ＭＡＮＫＷＡＨ 二等 １０００

４７ ２０１２ＣＰ９ＹＸ０５１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ＨＩＬＤＡＮＭＡＢＩＬＡＡＴＡＭＰＵＧＲＥ 二等 １０００

４８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ＡＢＯＵＤＩ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ＡＨＭＡＤＫＡＭＡＬ 二等 １０００

４９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２） ＡＢＤＵＬＮＡＺＩＦＭＡＨＭＵＤ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０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０４ ＩＥＴ２０１４秋 ＳＥＲＵＧＡＢＡＯＬＩＶＩＥＲ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１３ ＩＥＴ２０１４秋 ＭＵＫＵＮＩＳＩＬＯＫＡＭＵＫＡＢＡＬＥＮＧＵ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２１０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ＮＹＡＭＯＴＯＫＵＤＡＫＷＡＳＨＥＫＩＭＰ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３ ５１０１１３０３０９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ＭＯＹＯＮＥＯ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４ ２０１３ＣＰ９ＣＪ０５０２ ＩＥＴ２０１３春 ＢＡＢＵＲＨＡＬＩＴＯＶ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５ ５１０１１３０５０３ ＣＳ＆Ｔ２０１３秋 ＭＡＴＡＳＯＡＳＩＬＡＶＩＶＩＡＮＥ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６ ２０１２ＱＰ９ＪＳ０５１０ ＣＳ＆Ｔ２０１２秋 ＰＯＫＨＡＲＥＬＳＵＤＥＥＰ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７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０６ ＣＥ２０１４秋 ＭＷＵＨＩＺＩＧＡＥＬＨＵＧＵＥＳ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８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１９ ＣＥ２０１４秋 ＭＷＥＭＢＡＡＴＨＵＭＡＮＳＡＩＤ 二等 １０００

５９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２３ ＣＥ２０１４秋 ＳＡＩＤＡＢＤＩＨＡＳＨＩＮＵＲ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０ ５１０１１４１４１２ ＣＥ２０１４春 ＭＴＥＩＪＥＳＣ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１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２１ ＣＥ２０１３秋 ＭＯＲＡＫＥＯＴＳＩＬＥ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２３ ＣＥ２０１３秋 ＡＬＨＡＫＩＭＩＧＡＭＩＬＧＡＭＡＬＡＢＤＵＬＨＡＦＥＤＨ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３ ２０１２ＱＰ９ＴＭ０５０５ ＣＥ２０１２秋 ＭＵＫＡＪＡＮＧＡＳＫＯＬＡＳＴＩＫＡ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４ ２０１２ＣＰ９ＴＭ０５０５ ＣＥ２０１３春 ＭＯＳＥＳＳＩＭＴＯＷＥ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５ ５１０１１４０２１４ ＢＢＡ２０１４秋 ＭＯＯＭＢＡＳＨＩＦＷＡＴＩＧＥＯＲＧＥ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６ ５１０１１５１２０５ ＢＢＡ２０１５春 ＭＡＤＺＩＫＡＮＤＡＢＥＶＥＲＬＬＥＹ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７ ５１０１１３０２０４ ＢＢＡ２０１３秋 ＭＵＳＡＮＵＢＵＫＥＹＥＭＯＮＡＬＩＳＡ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８ ２０１２ＱＰ９ＧＬ０５０９ ＢＢＡ２０１２秋 ＣＨＩＷＡＲＡＣＬＡＹＴＯＮ 二等 １０００

６９ ５１０１１４０７０１ 化学工程２０１４秋 ＮＹＩＮＡＫＵＳＡＭＵＥＬＳＥＬＡＳＥ 三等 ５００

７０ ５１０１１４１７０３ 化学工程２０１４春 ＩＮＤＥＫＷＥＳＴＥＶＥＮ 三等 ５００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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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号 班级 姓名 等级
金额

（元）

７１ ５１０１１４１７０１ 化学工程２０１４春 ＭＡＴＳＵＮＧＯＺＶＩＫＯＭＢＯＲＥＲＯ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 三等 ５００

７２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１５ ＰＳ２０１４秋 ＡＮＯＣＨＩＥＥＢＵＢＥＤＩＫＥ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Ｅ 三等 ５００

７３ ５１０１１５１６０２ ＰＳ２０１５春 ＭＷＡＫＡＳＡＫＡＨＥＬＥＮＡＥＭＡＮＵＥＬ 三等 ５００

７４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１２ ＰＳ２０１４秋 ＭＵＴＵＮＺＩＳＨＥＭＡＹＶＥＳ 三等 ５００

７５ ５１０１１５１６０５ ＰＳ２０１４秋 ＮＫＡＮＡＫＡＳＨＩＲＯＮＧＥＧＬＯＲＩＡ 三等 ５００

７６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０５ ＰＳ２０１３秋 ＭＥＮＳＡＨＯＳＥ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三等 ５００

７７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Ｗ０５０２ ＰＳ２０１２秋 ＯＹＥＳＩＧＩＴＡＯＦＥＥＫＪＩＭＯＨ 三等 ５００

７８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Ｗ０５０５ ＰＳ２０１２秋 ＥＮＳＡＦＡＢＤＥＬＬＡＴＩＦＳＩＤＤＩＧＯＭＥＲ 三等 ５００

７９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ＰＡＴＥＬＰＲＩＹＡＬＮＡＹＡＮ 三等 ５００

８０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１） ＡＰＰＩＡＧＹＥＩＥＬＬＥＮ 三等 ５００

８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６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ＲＡＶＡＬＨＯＮＥＹＪＡＮＡＫＫＵＭＡＲ 三等 ５００

８２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３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１） ＰＡＤＩＭＡＴＩＩＳＥＴＳＯ 三等 ５００

８３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ＧＵＤＩＰＵＤＩＳＯＮＡＬＩＳＥＥＭＡＮ 三等 ５００

８４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６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２） ＰＡＮＣＨＡＬＶＩＬＳＨＵＢＥＮＣＨＥＴＡＮＫＵＭＡＲ 三等 ５００

８５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７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２） ＩＬＡＮＣＨＥＬＩＡＮＰＲＩＹＡＤＨＡＲＳＨＩＮＩ 三等 ５００

８６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３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ＭＡＴＳＩＫＩＲＡＳＨＡＭＩＳＯ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Ｅ 三等 ５００

８７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５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２） ＵＳＭＡＮＵＳＭＡＮ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三等 ５００

８８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ＰＡＴＥＬＪＡＹＫＡＭＬＥＳＨＢＨＡＩ 三等 ５００

８９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４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２） ＳＡＮＤＲＡＳＡＴＨＹＡＮ 三等 ５００

９０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３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ＫＡＫＯＯＺＡＳＨＡＤＩＡＵＳＴＡＡＺ 三等 ５００

９１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３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ＭＡＮＡＶＡＤＡＲＩＹＡＲＡＪＫＩＲＩＴＢＨＡＩ 三等 ５００

９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５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２） ＴＡＫＹＩＷＡＡＧＹＥＤＵＳＨＥＩＬＡＴＡＫＹＩＷＡＡＡＢＡＢＩＯ三等 ５００

９３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４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２） ＳＡＭＡＮＩＳＭＩＴＢＨＵＰＡＴＢＨＡＩ 三等 ５００

９４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５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２） ＴＯＵＮＡＯＵＡＭＡＨＡＭＡＮＥＲＡＨＯＵＦＯＵ 三等 ５００

９５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４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ＭＥＮＤＰＡＲＡＰＲＩＹＡＮＫＶＩＴＴＨＡＬＢＨＡＩ 三等 ５００

９６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ＦＡＬＡＭＡＬＥＳＥＤＩＢＩＮＴＡ 三等 ５００

９７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１） ＢＵＮＪＵＮＰＩＲＡＹＡ 三等 ５００

９８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３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 ＲＡＭＩＡＫＡＪＡＴＯＨＡＳＩＮＡＮＩＲＩＮＡ 三等 ５００

９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 ＫＵＰＰＵＳＷＡＭＹＨＥＭＡ 三等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３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 ＲＡＩＤＩＶＹＡＪＹＯＴＩ 三等 ５００

１０１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 ＲＥＤＤＩＭＡＳＵＭＯＵＮＩＫＡＡＮＩＬＪＯＳＮＡ 三等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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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号 班级 姓名 等级
金额

（元）

１０２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 ＫＡＲＫＡＤＡＳＵＳＡＮ 三等 ５００

１０３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 ＭＡＨＬＡＷＡＴＮＩＤＨＩ 三等 ５００

１０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３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 ＰＥＴＣＨＯＭＰＯＯＮＩＬＲＡＴ 三等 ５００

１０５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 ＰＡＴＩＤＡＲＰＡＮＫＡＪ 三等 ５００

１０６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 ＫＨＡＲＡＴＭＯＮＩＣＡＭＡＨＡＤＥＶ 三等 ５００

１０７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４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 ＷＡＮＡＮＩＭＯＳＥＳ 三等 ５００

１０８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 ＫＩＢＩＲＡＮＧＯＥＤＷＩＮ 三等 ５００

１０９ ２０１２ＣＰ９ＹＸ０５２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ＥＳＩＭＡＮＳＡＡＩＤＯＯ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０ ２０１２ＣＰ９ＹＸ０５２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ＭＩＣＨＥＡＬＩＮＡＥＶＥＲＴＫＯＵＦＩＥ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１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４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ＤＺＩＤＵＬＡＬＩＬＹＥＬＩＫＰＬＩＭ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２ ２０１２ＣＰ９ＹＸ０５０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ＫＵＤＺＡＩＭＡＬＶＥＲＮＤＨＯＤＨＯ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３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ＡＬＱＵＲＡＮＬＵＱＭＡＮＡＨＭＡＤＭＯＵＳＡ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４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ＴＷＵＭＡＭＰＯＦＯＤＩＮＡＨＤＯＮＮＡ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５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ＡＳＡＭＯＡＨＹＡＡＡＤＷＵＢＩ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６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２） ＭＤＡＲＩＦＵＲＲＡＨＭＡＮ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７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ＢＯＡＴＥＮＧＪＥＦＦＲＥＹＪＯＳＥＰＨ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８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ＡＬＯＭＭＤＳＨＡＨ 三等 ５００

１１９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ＴＷＥＮＥＢＯＡＨＫＯＤＵＡＨＰＲＩＳＣＩＬＬＡＡＫＯＳＵＡ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 ＦＡＲＥＨＡＨＡＳＡＮ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０３ ＩＥＴ２０１４秋 ＮＡＷＩＴＩＳＨＵＫＵＬＡＮＩ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２０５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ＣＨＩＵＮＤ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ＵＲＡＮＡＹＩ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３ ５１０１１３０３１６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ＩＲＡＧＵＨＡＪＯＣＥＬＹＮＥ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ＣＪ０５０３ ＩＥＴ２０１２秋 ＫＹＯＭＵＫＡＭＡＡＮＤＲＥＳＰＡＴＲＩＣＫ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５ ２０１２ＱＰ９ＣＪ０５０８ ＩＥＴ２０１２秋 ＹＩＧＡＪＯＳＨＵＡＢＵＫＥＮＹＡ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６ ５１０１１３０５０４ ＣＳ＆Ｔ２０１３秋 ＢＥＬＡＭＯＨＥＮＯＫＴＥＳＨＯＭＥ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７ ５１０１１４１５０１ ＣＳ＆Ｔ２０１４春 ＹＯＯＮＹＡＴＩＨＴＩＫＥ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８ ５１０１１３０５０２ ＣＳ＆Ｔ２０１３秋 ＵＭＢＡＬＯＤＩＡＮＤＡＪＥＳＳＩＣＡ 三等 ５００

１２９ １０００００３５７７ ＣＳ＆Ｔ２０１２秋 唐敏（班主任代领） 三等 ５００

１３０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０１ ＣＥ２０１４秋 ＫＡＭＰＩＲＥＡＭＥＬＩＥ 三等 ５００

１３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０５ ＣＥ２０１４秋 ＨＡＳＳＡＮＳＡＹＥＤＭＵＤＤＡＳＩＲ 三等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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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号 班级 姓名 等级
金额

（元）

１３２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０３ ＣＥ２０１４秋 ＭＰＡＹＯＡＮＴＨＯＮＹＪＡＭＥＳ 三等 ５００

１３３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１１ ＣＥ２０１４秋 ＭＵＭＢＵＬＵＭＡＣＨＵＵＬＵＭＡＡＭＢＯ 三等 ５００

１３４ ５１０１１５１４０７ ＣＥ２０１５春 ＢＷＩＺＡＥＳＴＨＥＲ 三等 ５００

１３５ ５１０１１５１４１１ ＣＥ２０１５春 ＭＵＧＩＳＨＡＭＡＧＮＩＦＩＱＵＥ 三等 ５００

１３６ ５１０１１４１４０５ ＣＥ２０１４春 ＲＡＬＩＢＥＲＡＡＮＤＲＩＡＮＴＳＩＲＥＳＹＭＡＮＤＩＭＢＩＳＯＡ 三等 ５００

１３７ ２０１２ＱＰ９ＴＭ０５１６ ＣＥ２０１２秋 ＮＡＫＩＴＴＯＭＡＲＩＡＭＭＵＮＧＩ 三等 ５００

１３８ ２０１２ＱＰ９ＴＭ０５１３ ＣＥ２０１２秋 ＮＺＩＮＧＡＭＡＹＵＫＡＲＵＴＨ 三等 ５００

１３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ＴＭ０５０９ ＣＥ２０１２秋 ＰＨＩＲＩＭＡＴＨＩＡＳ 三等 ５００

１４０ ２０１２ＱＰ９ＴＭ０５０８ ＣＥ２０１２秋 ＮＯＯＲＵＬＩＳＬＡＭ 三等 ５００

１４１ ５１０１１５１２０４ ＢＢＡ２０１５春 ＭＯＭＡＭＵＬＯＮＧＯＹＡＮＧＥＬ 三等 ５００

１４２ ５１０１１４１２０１ ＢＢＡ２０１４春 ＯＰＯＫＵＢＲＩＤＧＥＴ 三等 ５００

１４３ ５１０１１４１２０５ ＢＢＡ２０１４春 ＡＭＰＡＤＵＲＩＴＡ 三等 ５００

１４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ＧＬ０５０３ ＢＢＡ２０１２秋 ＭＡＧＡＭＡＣＷＥＢＩＬＥ 三等 ５００

１４５ ２０１２ＱＰ９ＧＬ０５１０ ＢＢＡ２０１２秋 ＫＡＲＡＭＡＧＯＬＤＡＧＡＵＤＥＮＳＩＯＡＬＢＥＲＴＯ 三等 ５００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外国留学生校长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护照姓名 专业
攻读

学位

学费额度

（万元）

校长奖学金

支付金额

（万元）

１ ＫＨＡＮ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ＡＭＩＲＳＨＡＦＩＱＵＥ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２ ＢＡＮＷＯＯＬＡＤＡＰＯＡＤＥＬＥＫＥ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３ ＫＨＵＬＡＬＵＲＭＩＬＡ 食品科学 硕士 ２．４ １．５

４ ＩＱＢＡＬ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ＳＡＤ 临床医学 硕士 ３ １．５

５ ＡＬＡＭＢＥＩＧＩＰＡＹＡＭ ＭＢＡ 硕士 ３ ３

６ ＲＡＨＭＡＭＵＡＴＡＳＩＭＨＵＳＳＩＥＮＯＭＥＲ 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 ２．４ １．５

７ ＫＡＭＡＬＭＯＨＭＭＥＤＫＨＡＩＲＫＨＯＧＬＹＡＬＡＡ 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 ２．４ １．５

８ ＴＡＳＮＥＥＭＨＡＩＤＡＲＡＢＵＢＡＫＲＡＢＤＡＬＬＡ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硕士 ２．４ １．５

９ ＨＡＲＯＯＮＥＬＲＡＳＧＥＩＤＯＳＭＡＮＪＥＢＲＥＥＬＴＡＨＩＲ 食品营养与安全 博士 ２．８ ２．８

１０ ＴＣＨＯＭＧ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１１ ＷＡＬＩＡＳＩＦ 食品科学 博士 ２．８ ２．８

１２ ＯＰＯＫＵ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ＲＦＯ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１３ ＡＭＯＡＫＯＫＷＡＭＥＯＤＵＲＯ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１４ ＢＵＦＵＧＤＩＡＮＤＲＥＡＳＡＫＵＯ 临床检验诊断学 博士 ３．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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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护照姓名 专业
攻读

学位

学费额度

（万元）

校长奖学金

支付金额

（万元）

１５ ＡＢＤＡＬＬＡＧＵＭＡＡＦＡＲＷＡＡＭＥＬ 临床检验诊断学 博士 ３．４ ３．４

１６ ＤＵＤＵＣＨＯＧＥＳＯＬＯＭＯＮ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１７ ＮＩＳＡＲＮＵＭＡＩＲ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１８ ＢＯＲＡＨＰＲＡＳＡＤＳＩＢＡ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１９ ＭＵＳＴＡＦＡＴＥＨＺＥＥＢ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２０ ＡＳＡＮＴＥＥＲＩＣＡＭＯＡＨ 农业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２１ ＤＵＯＤＵＥＮＯＣＫＡＮＤＲＥＷＳ 机械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２２ ＯＬＯＦＩＮＩＦＥＯＬＯＲＵＮＭＯＮＹＯＭＩ 固体力学 博士 ２．８ ２．８

２３ ＤＡＲＫＯＲＡＮＳＦＯＲＤＯＰＯＫＵ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 ２．８ ２．８

２４ ＯＬＡＤＥＪＯＡＹＯＢＡＭＩＯＬＡＹＥＭＩ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２５ ＦＡＲＯＯＱ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ＵＭＡＲ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２６ ＡＤＯＮＧＯＳＴＥＰＨＡＮＹＡＢＯＫＺＥＬＥ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２７ ＡＨＭＥＤＡＺＥＥＭ 农业水土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２８ ＯＣＡＮＳＥＹＳＥＬＡＳＩＫＷＡＭＥ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２．８ ２．８

２９ ＴＥＴＩＳＵＭＹＡＴＩ ＭＢＡ 硕士 ３ １．５

３０ ＭＡＨＭＯＯＤＡＳＨＲＡＦ 农业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３１ ＡＰＡＬＩＹＡＭＡＵＲＩＣＥＴＩＢＩＲＵ 食品营养与安全 博士 ２．８ ２．８

３２ ＳＨＡＨＩＤＡＨＭＡＤＤＡＮＩＹＡＬ 临床医学 硕士 ３ １．５

３３ ＢＡＮＧＡＳＨＡＢＤＵＬＢＡＳＩＴ 临床医学 硕士 ３ １．５

３４ ＹＡＳＥＭＩＮＨＡＺＡＬＭＡＴＵＲ 艺术学 硕士 ２．６ １．５

３５ ＦＥＲＮＡＮＤＳＴＹＶＥＮＡＳＩＡＳＡＬＡ 机械工程 学士 ２ １

３６ ＳＨＥＩＬＡＲＵＴＨＣＨＩＬＯＮＧＡ 机械工程 学士 ２ １

３７ ＳＡＪＩＤＡＬＩ 机械工程 学士 ２ １

３８ ＨＡＳＮＡＩＮＡＢＢＡＳ 机械工程 学士 ２ １

３９ ＴＳＵＮＧＩＲＩＲＡＩＣＨＩＳＵＮＧＷＡ 机械工程 学士 ２ １

４０ ＥＬＩＪＡＨＭＷＡＬＥ 机械工程 学士 ２ １

４１ ＧＵＴＥＴＡＡＢＲＡＨＡＭＡＳＦＡＷ 机械工程 学士 ２ １

４２ ＮＡＰＨＴＡＬＭＵＮＥＺＥＲＯ 机械工程 学士 ２ １

４３ ＦＥＶＥＮＴＥＳＦＡＭＩＣＨＥＡＬＴＥＳＦＡＭＡＲＩＡＭ 会计学 学士 １．６ １

４４ ＡＨＭＥＤＹＵＳＵＦ 会计学 学士 １．６ １

４５ ＮＯＴＨＡＢＯ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ＭＯＹＯ 会计学 学士 １．６ １

４６ ＪＯＳＨＵＡＲＡＪＵＣＡＬＶＥＮＴ 会计学 学士 １．６ １

４７ ＡＲＳＥＮＥＴＳＨＩＢＡＮＧＵＹＡＭＢＡ 会计学 学士 １．６ １

４８ ＤＩＡＮＡＳＥＩＴＯＶＡ 汉语言文学 学士 １．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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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ＥＪＩＳＩＭＡＹＡＫＵＭＢＡ 汉语言文学 学士 １．６ １

５０ ＡＣＨＥＡＭＰＯＮＧＯＴＯＯＣＨＡＲＬＥＳＯＤＵＲＯ ＭＢＡ 硕士 ３ １．５

５１ ＲＡＮＪＡＮＫＵＭＡＲ ＭＢＡ 硕士 ３ １．５

５２ ＡＮＥＴＪＡＮ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ＢＡ 硕士 ３ １．５

５３ ＶＩＣＴＯＲＯＷＵＳＵＪＮＲ ＭＢＡ 硕士 ３ １．５

５４ ＡＮＮＯＯ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ＭＢＡ 硕士 ３ １．５

５５ ＢＥＮＡＴＷＡＮＥＨＡＭＺＡ ＭＢＡ 硕士 ３ １．５

５７ ＫＨＵＳＨＶＡＫＨＴＯＶＦＩＲＤＡＶＳ ＭＢＡ 硕士 ３ １．５

５８ ＨＩＦＮＩＡＢＤＥＬＲＡＺＩＧＯＳＭＡ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硕士 ２．４ １．５

５９ ＭＵＲＡＤＡＬＩＳＨＥＲ 儿科学 硕士 ３．４ １．５

６０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ＯＶＡＩＳＡＲＳＨＡＤ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 ２ １．５

６１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ＡＳＡＭＯＡＨ 光学工程 硕士 ２．４ １．５

６２ ＭＡＮＫＡ＇ＡＭＡＵＲＩＮＥＮＧＷＡ 会计学 硕士 ２ １．５

６３ ＵＷＩＤＶＨＡＹＥＦＡＢＲＩＣＥ 结构工程 硕士 ２．４ １．５

６４ ＢＯＴＷＥＧＯＤＷＩＮ 临床医学 硕士 ３．４ １．５

６５ ＤＥＮＩＳＥＶＡＮＥＳＳＡＭＩＮＳＥＥＶＯＬＡ 临床医学 硕士 ３．４ １．５

６６ ＫＷＡＢＥＮＡＡＧＹＥＭＡＮＧ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硕士 ２．４ １．５

６７ ＫＡＲＴＩＫＥＹＡＫＵＳＨＡＮ 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 硕士 ２ １．５

６８ ＷＡＬＩＤＵＬＬＡＨＡＤＩＬ 外科学 硕士 ３．４ １．５

６９ ＰＡＵＬＲＡＶＩＳＡＲＡＫＵＫＫＡＬＡ 外科学 硕士 ３．４ １．５

７０ ＮＡＲＥＳＨＫＵＭＡＲＰＡＳＵＰＵＬＥＴＩ 外科学 硕士 ３．４ １．５

７１ ＴＡＤＩＷＡＮＡＳＨＥＭＵＧＡＮＹＩ 应用经济学 硕士 ２ １．５

７２ ＨＵＳＳＡＩＮＦＩＤＡ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博士 ２．８ ２．８

７３ ＭＩＡＮＫＨＵＲＡＭＡＨＳＡＮ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博士 ２．８ ２．８

７４ ＢＡＮＩＳＴＥＰＨＥＮＥＤＥＭＫＯＭＬＡ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 ２．８ ２．８

７５ ＡＫＰＡＫＰＡＶＩＭＩＣＨＡＥＬ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 ２．８ ２．８

７６ ＭＯＲＯＡＤＡＭＳ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 ２．８ ２．８

７７ ＳＰＩＯＫＷＯＦＩＥ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７８ ＯＷＵＳＵ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ＫＯＭＥＡＨ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７９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ＷＯＲＬＡＮＹＯＡＤＡＴＯＲ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８０ ＡＮＴＷＩＨＥＮＲＹＡＳＡＮＴＥ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８１ ＡＬＨＡＳＳＡＮＡＬＯＬＯＡＢＤＵＬＲＡＳＨＥＥＤＡＫＥＪＩ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８２ ＢＯＡＭＡＨＫＯＦＩＢＡＡＨ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８３ ＡＹＥＧＢＡＪＡＭＥＳＯＮＵＣＨＥ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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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ＺＩＮＥＴＪＡＭＩＩＥ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８５ ＯＷＵＳＵＳＡＭＵＥＬＭＥＮＳＡＨ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８６ ＰＡＴＲＩＣＫＡＣＨＥＡＭＰＯＮＧ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８７ ＰＨＹＬＬＩＳＬＩＬＩＡＮＱＵＡＲＣＯＯ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８８ ＡＤＤＡＩＭＩＣＨＡＥＬ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８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ＹＡＳＩＭＥＮＳＡＨ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９０ ＢＡＲＴＯＳＺＫＡＲＯＬＢＯＬＯＮ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４ ２．４

９１ ＳＡＭＵＥＬＡＤＵＧＹＡＭＦＩ 机械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９２ 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ＰＵＯＺＡ 机械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９３ ＡＭＥＴＥＰＥＷＯＬＡＬＩ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２．８ ２．８

９４ ＢＥＮＵＷＡＢＥＮＢＲＩＧＨＴ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２．８ ２．８

９５ ＡＭＰＩＭＡ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ＨＲＩＳ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２．８ ２．８

９６ ＯＳＥＩＡＤＪＥＩＧＥＯＲＧＥ 临床检验诊断学 博士 ３．８ ３．８

９７ ＫＷＡＷ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９８ ＲＡＳＨＩＤ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ＴＡＹＹＡＢ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９９ ＫＵＴＳＡＮＥＤＺＩＥＦＥＬＩＸＹＡＯＨＵＥＭＡＢＵ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２．８ ２．８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江苏省茉莉花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学号 英文姓名 国别 申请专业 学生类别

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８９ ＪＯＳＨＵＡＳＩＡＮＥＲＮＨＡＯ 马来西亚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２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１３ ＭＵＫＵＮＩＳＩＬＯＫＡＭＵＫＡＢＡＬＥＮＧＵ 赞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３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０５ ＨＡＳＳＡＮＳＡＹＥＤＭＵＤＤＡＳＩＲ 阿富汗 土木工程 本科生

４ ５１０２１４０４０３ ＧＹＡＳＩ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ＲＦＯ 加纳 教育学硕士 研究生

５ ５１０３１４０３０６ ＯＬＡＤＥＪＯＡＹＯＢＡＭＩＯＬＡＹＥＭＩ 尼日利亚 食品与生物工程 博士

６ ５１０３１４０３０３ ＤＵＯＤＵＥＮＯＣＫＡＮＤＲＥＷＳ 加纳 机械工程 博士

７ ５１０３１３０００７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ＴＣＨＯＭＧＡ 喀麦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８ ５１０３１３０００６ ＯＳＭＡＮＪＥＢＲＥＥＬＴＡＨＩＲＨＡＲＯＯＮＥＬＲＡＳＨＥＩＤ 苏丹 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 博士

９ ５１０２１３００３９ ＫＨＵＬＡＬＵＲＭＩＬＡ 尼泊尔 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 研究生

１０ ５１０３１５０３０５ ＤＡＲＫＯＲＡＮＳＦＯＲＤＯＰＯＫＵ 加纳 流体机械 博士

１１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０８ ＨＵＮＧＳＲＡＺＮＩＫＨＩＬＳＩＮＧＨ 毛里求斯 土木工程 本科生

１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０９ ＫＡＲＫＩＳＡＧＡＲ 尼泊尔 土木工程 本科生

１３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４６ ＭＯＳＥＳＷＡＮＡＮＩ 乌干达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１４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２１ ＯＴＳＩＬＥＭＯＲＡＫＥ 博茨瓦纳 土木工程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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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７ ＳＹＥＤＡＡＭＴＵＬＳＨＩＲＥＥＮＡＮＳＡＲＩ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１６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９ ＪＡＳＴＨＩＡＭＡＲＣＨＯＷＤＡＲＹ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１７ ５１０１１３０５１０ ＢＲＩＡＮＫＩＰＫＩＲＵＩＢＥＴＴ 肯尼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１８ ５１０１１４０５１３ ＱＵＡＲＴＥＹＰＡＰＡＦＩＯＫＷＡＴＥＫＷＥＩＴＡＷＩＡＨ 加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１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Ｏ５１１ ＤＥＥＮＡＤＡＹＡＬＡＮＶＩＪＡＹＫＵＮＭＡＲ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２０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８ ＡＧＡＮＤＡＡＭＡＶＩＳＡＫＯＬＰＯＫＡＬＩＷＥＮ 加纳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２１ ５１０１１３０６０１ ＦＲＡＮＫ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ＡＮＮＥ 巴哈马 药物制剂 本科生

２２ ５１０１１４１７０３ ＩＮＤＥＫＷＥＳＴＥＶＥＮ 卢旺达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生

２３ ５１０１１３０７０２ ＢＯＵＥＳＳＥＡＲＮＥＬＥＵＬＯＧＥＳＡＮＯＵＫ 刚果（布）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生

２４ ２０１３ＣＰ９ＴＭ０５０４ ＭＡＧＯＵＡＪＯＳＥＰＨ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喀麦隆 土木工程 本科生

２５ ２０１２ＱＰ９ＷＦ０５０１ ＫＵＨＡＰＵＮＹＡＮＡＰＡＴ 泰国 汉语言文学 本科生

２６ ２０１２ＱＰ９ＴＭ０５０５ ＭＵＫＡＪＡＮＧＡＳＫＯＬＡＳＴＩＫＡＡＤＥＬＨＡＲＤＵＳ 坦桑尼亚 土木工程 本科生

２７ ２０１２ＱＰ９ＴＭ０５１３ ＮＺＩＮＧＡＭＡＹＵＫＡＲＵＴＨ 刚果 土木工程 本科生

２８ ２０１２ＱＰ９ＴＭ０５１２ ＭＩＣＯＴＨＡＤＤＥＥ 卢旺达 土木工程 本科生

２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ＪＳ０５０９ ＰＡＮＤＥＹＮＩＳＨＣＨＩＴ 尼泊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３０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Ｗ０５０６ ＡＳＩＥＤＵＯＣＲＡＮＣＡＲＬＯＳ 加纳 药物制剂 本科生

３１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Ｗ０５０８ ＳＨＵＭＢＡＭＥＬＯＤＹＮＯＫＨＵＴＵＬＡ 津巴布韦 药物制剂 本科生

３２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３０ ＳＨＡＨＥＲＩＹＡＲ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ＭＵＦＦＡＫＨＡＭ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３３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３５ ＭＡＮＤＬＯＩＶＩＳＨＡＬ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３４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６ ＰＡＲＤＨＩＤＩＰＡＬＩ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３５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７ ＡＮＵＲＡＧ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３６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２ ＫＨＡＮＩＲＦＡＮ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３７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１ ＡＮＳＡＲＩＩＲＡＮＡＨＡＭＡＤ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３８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３ ＭＡＨＭＵＤＡＢＤＵＬＮＡＺＩＦ 加纳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３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９ ＭＩＮＧＬＥＤＡＶＩＤＫＰＡＫＰＯ 加纳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４０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０ ＲＩＴＡＡＭＡＡＧＹＡＲＥ 加纳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４１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４０ ＬＩＬＹＥＬＩＫＰＬＩＭＤＺＩＤＵＬＡ 加纳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４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０５ ＧＵＮＴＡＬＡＶＩＪＡＹＡ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ＶＩＮＯＤＨＫＵＭＡＲ 印度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４３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６ ＰＩＲＡＹＡＢＵＮＪＵＮ 泰国 ＭＢＢＳ 本科生

４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３ ＥＤＷＩＮＫＩＢＩＲＡＮＧＯ 乌干达 ＭＢＢＳ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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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学号 护照姓名 专业名称 学生类别
学费

（元）

住宿费

（元）

生活费

（元）

保险费

（元）

１ ５１１１５００００１ ＣＥＣＩＬＩＡＤＡＰＨＩＮＥ
ＭＵＴＩＴＵＮＪＥＲＵ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３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２ ５１１１５００００２ ＦＷＡＺＡＢＤＵ
ＡＷＡＴＨＯＴＨＭＡＮ 通信工程 本科生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３ ５１０２１５０２２２ ＳＵＲＹＡＷＡＴＩ 应用经济学 硕士生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４ ５１０２１５０２２３ ＯＬＧＡＰＡＮＫＯＶＡ 应用经济学 硕士生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５ ５１０２１５０３０５ ＡＤＥＬＺＡＩＤＩ 食品科学 硕士生 ２４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６ ５１０２１５０３０６ ＹＡＲＥＤＡＴＡＫＬＩＴ
ＭＥＫＯＮＥＮ 食品工程 硕士生 ２４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７ ５１０２１５０３０７ ＨＥＲＶＡＮＭＡＲＩＯＮ
ＭＯＲＧＡＮ 农业工程 硕士生 ２４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８ ５１０２１５０３０１ ＡＢＤＯＵＲＡＨＭＡＮ
ＡＨＭＥＤＡＬＩ 工程力学 硕士生 ２４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９ ５１０２１５０４０１ ＴＥＴＩＡＮＡ
ＶＡＮＫＨＡＬＳＫＡ 教育学 硕士生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０ ５１０３１５０２２５ ＢＩＣＨＮＧＯＣ
ＮＧＵＹＥＮ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生 １５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１ ５１０３１５０３０１ ＤＥＳＴＡＷＡＤＤＩＳ
ＭＥＮＧＩＳＴＵ

控制理论与

控制工程
博士生 ２８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２ ５１０３１５０３１６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ＲＳＨＡＤ 系统工程 博士生 ２８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３ ５１０１１４０００１ ＣＨＩＰＥＴＡＣＥＣＩＬＩＡ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４ ５１０１１４０００２ ＭＡＫＯＮＩＲＵＭＢＩＤＺＡＩＭＯＬＬＹ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５ ５１０１１４０００３ ＡＢＡＫＡＲＨＩＳＳＥＩＮ
ＭＡＨＡＭＡＴ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６ ５１０１１４０００４
ＡＬＤＯＯＲＩ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ＩＳＭＡＥＬ
ＮＯＯＲＩ

药物制剂 本科生 ２２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７ ５１０１１４０００５
ＦＡＴＵＭＡ

ＡＢＤＩＲＡＨＭＡＮ
ＨＡＪＩＦＡＲＡＨ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８ ５１０２１２０００３ ＮＡＳＴＥＨＯＡＬＩ
ＨＯＵＳＳＥＩＮ 土木工程 硕士研究生 ２４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９ ５１０２１４０１０１ ＵＬＬＡＨＪＡＷＡＤ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硕士研究生 ２４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０ ５１０２１４０１０２ ＲＡＺＡＡＵＮ 生药学 硕士研究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１ ５１０２１４０２０１ ＭＲＡＺＯＶＡＲＯＭＡＮＡ 工商管理 硕士研究生 ３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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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号 护照姓名 专业名称 学生类别
学费

（元）

住宿费

（元）

生活费

（元）

保险费

（元）

２２ ５１０２１４０２０２ ＰＨＡＮＭＡＮＨＨＵＹ 工商管理 硕士研究生 ３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３ ５１０２１４０４０１ ＫＵＲＡＬＯＶＡ
ＪＡＮＳＯＹＡ 教育学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４ ５１０３１４０３０２ ＮＡＺＩＲＡＡＭＩＲ 电力电子与

电力传动
博士研究生 ２８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５ ５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５ ＡＷＡＬＥＨ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ＨＭＥＤ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６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１ ＫＩＢＡＮＧＯＵＮＧＵＩＭＢＩ，ＢＹＶＥＨＡＲＤＹ 通信工程 本科生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７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２ ＧＯＭＥＺ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ＬＩＢＥＬ 汉语言文学 本科生 １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８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３ ＭＵＮ，ＲＡＴＨＡ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９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４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
ＳＩＢＯＭＡＮＡ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０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 ＭＥＲＥＤＯＶＭＹＲＡＴ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１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 ＡＬＤＯＯＲＩ，ＳＡＲＭＡＤＩＳＭＡＥＬＮＯＯＲＩ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２ ２０１２ＣＰ９
ＹＸ０５０１

ＨＡＹＴＨＡＭＩＭ
ＡＷＡＤ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２６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３ ５１０２１３０００１ ＡＬＩ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ＡＪＷＡ 行政管理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４ ５１０２１３０００２ ＮＡＶＥＥＤＡＨＭＥＤ 行政管理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５ ５１０２１３０００３ ＨＡＩＤＥＲＫＨＡＬＩＤ 软件工程 硕士研究生 ２４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６ ５１０２１３０００８ ＣＨＡＮＴＨＡＮＲＯＭ 高等教育学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７ ５１０２１３０００９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ＩＲＳＨＡＤＨＯＳＥＮＩＥ

病理学与

病理生理学
硕士研究生 ３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８ ５１０２１３００１１ ＳＯＨＵＮ
ＭＯＯＮＩＮＤＲＡＮＡＴＨ 肿瘤学 硕士研究生 ３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９ ５１０２１３００１３ ＤＥＯＡＭＲＥＮＤＲＡ
ＫＵＭＡＲ

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
硕士研究生 ３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４０ ５１０２１３００１４ ＢＩＭＡＬＩＭＡＮＵＲＡＮＧＩＤＩＡＳＷＥＴＨＴＨＡＳＩＮＨＡ 无机化学 硕士研究生 ２４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８００

４１ ５１０３１３０００２ ＩＫＲＡＭＵＬＬＡＨ 农业水土工程 博士研究生 ２８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４２ ５１０３１３０００３ ＱＡＩＳＥＲＱＡＩＳＥＲ 农业水土工程 博士研究生 ２８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４３ ５１０３１３０００４ ＰＥＴＥＲＫＩＮＧＯＲＩ
ＧＡＫＡＩ 环境科学 博士研究生 ２８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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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孔子学院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国籍 学生类别
学费

（元）

住宿费

（元）

医保

（元）

生活费

（２５００
元／月）

奖学金

额度

（元）

１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７ ＳＨＯＫＨＲＵＫＨ
ＭＡＭＡＮＡＺＡＲＯＶ

乌兹别

克斯坦
汉语研修生 １５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２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８ ＫＨＵＳＮＩＤＤＩＮ
ＲＡＫＨＭＡＴＯＶ

乌兹别

克斯坦
汉语研修生 １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３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９ ＳＡＤＵＬＬＡＴＵＲＧＵＮＯＶ 乌兹别

克斯坦
汉语研修生 １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４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１５ ＢＩＴＮＡＫＩＭ 韩国 汉语研修生 １５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５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１７ ＯＬＩＶＩＡＣＩＮＤＹ
ＮＵＧＲＯＨＯ

印度

尼西亚
汉语研修生 １５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６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１８ ＤＨＡＮＩＳＷＡＲＡ
ＢＥＴＨＡＲＩＡ

印度

尼西亚
汉语研修生 １５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７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１９ ＡＢＤＩＮＡＳＲＩＬＬＡＨ
ＺＵＹＹＩＮ

印度

尼西亚
汉语研修生 １５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８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２２ ＫＨＲＹＳＴＹＮＡ
ＨＥＭＢＡＴＩＵＫ 乌克兰 汉语研修生 １５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９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２ＰＯＲＮＮＡＰＡＭＡＫＡＮＡＴ 泰国 汉语研修生 ７８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６４００

１０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３ ＴＨＡＮＡＴＣＨＡＰＯＲＮ
ＳＡＥＹＡＮＧ 泰国 汉语研修生 ７８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６４００

１１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４ ＳＵＲＥＥＳＯＮＮＵＡＬ 泰国 汉语研修生 ７８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６４００

１２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５ＮＯＮＧＮＵＣＨＳＡＥＦＯＮＧ 泰国 汉语研修生 ７８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６４００

１３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１６ＡＮＵＤＡＲＩＧＵＮＢＡＡＴＡＲ 蒙古 汉语研修生 ７８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６４００

１４ ５１０５１５００２０ ＺＥＫＩＫＡＲＡＡＳＬＡＮ 土耳其 汉语研修生 ７８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６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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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学生集体、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以获奖时间为序）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王君寒

“柯勒律治会话诗歌中

阐释增量的语用功能”

在２０１３年江苏省普通高
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

设计评选中获三等奖

江苏省本科毕业设计评优

与抽检组织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４．０３
（补）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孙倩倩　周杰玉露
２０１４年镇江市大中专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

个人

共青团镇江市委员会、镇

江市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补）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王开珉　金玲素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本科江苏赛区二等奖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２０１５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章少岑　纪友州 大学生物理与实验创新

竞赛省二等奖
省物理协会大赛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叶洋滔

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一等

奖；江苏省 ＴＩ杯电子设
计大赛一等奖

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夏华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江苏省赛区二等奖
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

理学院

张丽娜　陈莉莉　周高其
李亚男　毛本强　何宇韬
周绍鹏　张田田　陆晓琦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数学类）二等奖（江苏

赛区）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

理学院

谢裕恬　于艳珏　程诗行
段诗达　陈全中　周晓娜
王陆杰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数学类）三等奖（江苏

赛区）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

理学院
韩学红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数学类）一等奖（江苏

赛区）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喻志刚
第２２届三国三校个人最
佳论文奖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喻志刚小组　陈丹蕾小组 第２２届三国三校工作坊
团体三等奖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喻志刚　杜　月
第十八届“外研社京东

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

论赛华东赛区三等奖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英语

辩论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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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徐　路　李凤国　张文涛
赖泽豪　李亚超　高鸿飞 一等奖

德西数控杯第三届江苏省

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

竞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３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吴升筌　王　超　李凯祥
王金山　李鑫鼎　袁　广
徐　路　李凤国　张文涛

二等奖

德西数控杯第三届江苏省

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

竞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３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王加加　李　伟　徐　军
赖泽豪　李亚超　吴升筌
王　超　李凯祥

三等奖

德西数控杯第三届江苏省

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

竞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３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毛莎莎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提名奖
全国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５．０３

江苏大学

体育部

２０１５全国校园足球联赛
男子校园组东南区第

五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足球

分会
２０１５．０３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阿卜拉·阿卜·扎克热木
２０１５江苏省“省长杯”大
学生足球联赛第三名

江苏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４．２６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沈　霞　房胜男 江苏省三好学生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４

江苏大学

体育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全国大学
生排球联赛总决赛第二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排球

分会
２０１５．０４

江苏大学

体育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学
生排球联赛南方赛区

第二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排球

分会
２０１５．０４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董瑞婷　沈　超
第四届全国口译大赛

（英语）江苏、安徽赛区

复赛三等奖

全国口译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４

江苏大学

生命科学

研究院

生科硕生物１３０１班 江苏省省级先进班集体 省教育厅、团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江苏大学

生命科学

研究院

高家明 江苏省省级优秀干部 省教育厅、团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０５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贺伟伟　汪天享　叶忆豪
张雨茜

“２０１５年国际青少年创
新设计大赛中国区复

赛”一等奖

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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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高苗苗
２０１５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Ｂ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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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郝钧茹　张晓瑜　丁　婕 ２０１５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Ｂ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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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陈　昊　顾忆春　刘飞辰
沈倩兰　王丹丹　顾雨君
杨家华

２０１５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Ｂ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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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朱梦楠　苏　伟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

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陈　琳　陆星辰　张开诚
庄梦月　于　丹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

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张　威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

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黄　余

２０１５年江苏陶欣伯助学
基金会“伯藜之星”之

“励学之星”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徐　路　李凤国　张文涛
赖泽豪　李亚超　高鸿飞 三等奖

２０１５第四届全国大学生
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刘佳颖　潘爱莲 ２０１５年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

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卞能妹　厉之其　蒋海芸
张媛媛　宗凌羽

２０１５年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三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

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陈雨峰 江苏省三好学生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徐　涛　周　颖 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物流１２０１团支部 镇江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总支）
共青团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计算机

学院

周　智 中国网络安全技术对抗

赛一等奖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

处理协调中心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计算机

学院

周　倩 江苏省三好学生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０１６）

４６４　　

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计算机

学院

赵文宇 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蒋　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度江苏
省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建筑１３０２班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度江苏
省省级先进班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团委 镇江市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镇江市委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
张颖

'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Ｃ
类三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
高静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
优秀学生干部

江苏省教育厅、团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１３０１班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

优秀班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团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李美虹
赛珍珠与中国抗日战争

胜利竞赛团体一等奖

镇江赛珍珠纪念馆、镇江

博物馆
２０１５．０６．１２

江苏大学

海外教育

学院

天乐ＳＩＷＡＴＨＥＰＳＩＮＧＨ
ＫＨＡＮＤＥＲＰＯＲ

２０１５“同乐江苏”外国人
汉语演讲比赛网络人气

冠军

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２０１５．０６．１７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陈雨峰

海峡两岸青年（高校）创

意创新创业邀请赛优胜奖
全国学联 ２０１５．０６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徐　涛 全国“百佳团支书” 共青团中央 ２０１５．０６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物流１２０１团支部 全国“示范团支部” 共青团中央 ２０１５．０６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团队（李军强　许　婕　
李树锋）

团队（马冬冬　徐　阳　
李青山）

团队（杨麒麟　顾晨蕾　
符方丹）

“学创杯”２０１５全国大学
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省

赛二等奖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联席会经济与管

理学科组

２０１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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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体育部

２０１５年全国大学生沙滩
排球锦标赛冠军（高水

平组）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排球

分会
２０１５．０６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周　帆　王雄海　叶　昕
唐小康　陈锂权　吴　蓉
徐中全　冯一鸣　苏　适
曾　超　王　坤　叶　召
刘　丹　宋　涛　胡方圆

二等奖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飞思

卡尔”智能汽车竞赛（大

区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７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宋　涛　黄建斌　黄永辉
张海恩　王　耀　赵甜甜
孙阳阳　牛帅旗　杜　刚
何凯旋　施正泽　贾家宽
谢如坤

优胜奖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飞思

卡尔”智能汽车竞赛（大

区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７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张　千　徐　欢　王　伟
陈圆圆　黄　梦 二等奖

２０１５第三届全国虚拟仪
器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７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蔡培强　萧锐辉　何嘉颖 三等奖

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机器

人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７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王　彪　牟春丽　魏红伟

第九届江苏省大学生力

学竞赛（本科）个人二

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吴佳琪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

传统教育基地总 ５７９期
培训班暨 ２０１５年“井冈
情 中国梦”大学生暑期

实践季专项活动（第八

期）“优秀学员”荣誉

称号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管理中心办

公室

２０１５．０８．２５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杨　哲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

传统教育基地总 ５７９期
培训班暨 ２０１５年“井冈
情 中国梦”大学生暑期

实践季专项活动（第八

期）“优秀学员”荣誉

称号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管理中心办

公室

２０１５．０８．２５

江苏大学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

传统教育基地总 ５７９期
培训班暨 ２０１５年“井冈
情 中国梦”大学生暑期

实践季专项活动（第八

期）“优秀团队”荣誉

称号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管理中心办

公室

２０１５．０８．２５



%&'()*

（２０１６）

４６６　　

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吴佳琪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大中专
学校“魅力团支书、活力

团支部”风采展示评选

活动中评为“魅力团支

书”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

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胡方圆

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

智能汽车竞赛二等奖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飞思

卡尔”杯智能汽车竞赛组

织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胡方圆

“瑞萨杯”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江苏省一

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江苏赛区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王金爽　林志鹏 江苏省ＴＩ杯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江苏赛区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贾宇浩 江苏省ＴＩ杯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江苏赛区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黄　波　潘雯　王　艳

“华为杯”第十届中国研

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

总决赛团队二等奖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全国工程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中国电子学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黄　波　潘雯　王　艳

“华为杯”第十届中国研

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东

赛区一等奖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全国工程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中国电子学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黄　波

“华为杯”第十届中国研

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

总决赛个人三等奖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全国工程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中国电子学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童　钢　张　千　周　奇 第十届中国研究生电子

竞赛华东区团体二等奖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全国工程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中国电子学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黄　余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江苏赛区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江苏赛区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章少岑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全国二等奖，省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江苏赛区组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丁洁

全国节能减排大赛三

等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

实践与科技竞赛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计算机

学院

施　佳　黄茹辉　王新平
“麦芒杯”第一届全国研

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

创新大赛一等奖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心、北京邮电

大学

２０１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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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７　　

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计算机

学院

王雍昊　黄　毅　黄雨涵
池邦强　王少星

第八届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二等奖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

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张　威　岳修鹏　石　琳

第九届江苏省大学生力

学竞赛（本科）个人二

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周　进

第九届江苏省大学生力

学竞赛（本科）个人一

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能动学院
周　进 第十届全国周培源大学

生力学竞赛优秀奖
中国力学学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陈蒙蒙　王　琼　祁佳丽
徐海洋　张晴晴

第九届江苏省大学生力

学竞赛（本科）个人二

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刘雅玲　徐海洋　张雨茜
张晴晴

第十届周培源大学生力

学竞赛优秀奖

中国力学学会、周培源基

金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刘雅玲　张雨茜
第九届江苏省大学生力

学竞赛（本科）个人一

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团委
第十七批“江苏省五四

红旗团委创建单位”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黄　余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瑞萨杯”全国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９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纪友州　王金爽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国家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９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任燕强　陈　晓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瑞萨杯”全国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９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李艳蓉　丁保安　卢　凡
李业骏　张泾杰　王昌建

首届“协鑫杯”大学生绿

色能源科技创新大赛优

秀奖

“协鑫杯”大学生绿色能

源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９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王丹丹　刘　越
２０１５“外研社杯”全国大
学英语阅读大赛江苏赛

区二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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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４６８　　

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刘　静
２０１５“外研社杯”全国大
学英语阅读大赛江苏赛

区三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０．１８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龙　蓉
２０１５“外研社杯”全国大
学英语演讲大赛江苏赛

区三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０．１８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陈远宁

２０１５“外研社杯”全国大
学英语演讲大赛江苏赛

区优胜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０．１８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强怡灵

２０１５“外研社杯”全国大
学英语写作大赛江苏赛

区一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０．２５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江丽莉

２０１５“外研社杯”全国大
学英语写作大赛江苏赛

区二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０．２５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何　罛
２０１５“外研社杯”全国大
学英语写作大赛江苏赛

区优胜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０．２５

江苏大学

农装学院

李　烨　陈培盛　何俊增
邢家珲　刘新旺

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机

器人大赛机器人自主创

新（探索者平台）项目一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自

动化协会
２０１５．１１．０８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陆忠丽

“第十届江苏省高校外

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论

坛”学术论文一等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

研究会，江苏省高校外语

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委员

会、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２０１５．１１．２２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刘婷婷

“第十届江苏省高校外

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论

坛”学术论文三等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

研究会，江苏省高校外语

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委员

会、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２０１５．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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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外国语

学院

栾丽萍　喻志刚　李万芬
“第十届江苏省高校外

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论

坛”学术论文优胜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

研究会、江苏省高校外语

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委员

会、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２０１５．１１．２２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章少岑

“东方红”杯全国大学生

智能农业装备大赛全国

二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

农业工程学会、教育部等

学校农业工程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现代农业装

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胡方圆

江苏省大学生“物理与

实验作品创新大赛”一

等奖

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

实验创新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毛　盈 ２１０５“外研社杯”全国英

语写作大赛三等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程垲涛

江苏省高校第十二届大

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

品创新竞赛

江苏省物理协会、江苏省

高校第十二届大学生物理

与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计算机

学院

刘怡良　石亚丽　殷康红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

家二等奖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

育部、全国学联、广东省人

民政府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理学院
刘　宸

江苏省高校第十二届大

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

品创新竞赛

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及

实验创新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理学院
王宗灵　涂晓波　仲　亮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国家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组委会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理学院
金玲素　王开珉　韩大双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省二等奖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

会、江苏赛区组委会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理学院

熊国欢　王子轩　李　响
李仁仁　黄明星　吴珍娇
卢　健　毛辰阳　谢　超
于　笑　张丽娜　王腾光
徐晨晖　赵晓聪　王馨潼
牛景乐　李　晗　李俊峰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省三等奖

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

会、江苏赛区组委会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农装学院
马　翔　刘晓飞　王新新 镇江市首届创客大赛优

秀奖

镇江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共青团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吴文鑫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第二届
“四洋杯”柴油机拆装大

赛三等奖

江苏省造船工程学会、江

苏科技大学
２０１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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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０　　

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曹秀兰　宋　荟　杨凯逊
周烨雯　张泾杰　赵子玉
徐连岭

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

工程管理创新、创业与实

践竞赛”二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０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陈驭宇　周伟卓　房　磊
姚佳癑　王张荣　史雯洁
李一婷　姚晨静　黄文杰
陈雨萌　韩诗纯　王雨露

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

工程管理创新、创业与实

践竞赛”三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０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许晨鸣　房　磊
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

工程管理创新、创业与实

践竞赛”一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０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韩诗纯　马国鑫　吴一帆
石晓娴　周　艳　李宗煜

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

工程管理创新、创业与实

践竞赛”优胜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０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纪友州　张元霞

“东方红”杯第一届全国

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

新大赛二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龙友能　余治国　赵渊蕊
游维德　程垲涛

“东方红”杯第一届全国

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

新大赛一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张宇伟　胡方圆

“东方红”杯第一届全国

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

新大赛“特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电气学院
游维德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本科组）全国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组织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吴　蓉　周　帆　施正泽 金奖

２０１５中日韩创新工程设
计竞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非遗四进　国韵传承”
暑期社会实践项目

第二届全国志愿服务项

目大赛铜奖

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中国残联、中国志

愿服务联合会、重庆市人

民政府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计算机

学院

涂晓波
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二

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计算机

学院

杨　超　杨廷锋　单旭东 江苏省第四届信息安全

技能竞赛一等奖

江苏省信息安全技能竞赛

组织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理学院
周倩瑶

江苏省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先进个人

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

教育厅、团省委等
２０１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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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１　　

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理学院

江苏省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优秀团队

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

教育厅、团省委等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理学院

江苏省２０１５“抗战记忆”
全省大学生暑期实践专

项活动

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

教育厅、团省委等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农装学院

童　翔　张　杰　郝雪枫
蔡彦伦　顾艳辉

“东方红”杯第一届全国

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

新大赛一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农

业工程学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农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江苏省现代农业

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农装学院

何俊增　刘新旺　邢家珲
章　浩　贺　坤　杜金财
汲　峥　姚香平　王　鹏
蒋　斌　宋俊伟　沈雪金
骆佳明　梅晋银　刘晓凯
包　盛　靳合琦　周颖鸿
钱陆亦　苏光灿　杨月星
魏轶凡　罗莉君　王雨轩
吴玉丹　易蓬凭　石丽娟
王　雯　孙田田　左志强
何晓婷　晏盘龙　陶欣怡
张元霞

“东方红”杯第一届全国

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

新大赛二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

农业工程学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农业工程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江苏省现

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农装学院

陈永河　田丽芳　贺　坤
吴启斌　王新新　李　烨
陈培盛　张　铭　庞朝杰
吕天远　卓敏敏　谭　洁
秦丽娟

“东方红”杯第一届全国

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

新大赛优秀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

农业工程学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农业工程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江苏省现

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体育部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青少年校
园足球女子组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体

育局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体育部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青少年校
园足球男子校园组一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体

育局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仲　亮　王宗灵　涂晓波
２０１５年高教社杯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

组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与力学

学院

建筑１３０１团支部 全国百佳示范团支部
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

秘书处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
马梓秣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大学生三
下乡活动先进个人

江苏省宣传部、省文明

办等
２０１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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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国韵聚众团队

（徐涛、陈宇、

刘畅、陆淑娴、

杜涵、赵莉莉）

首届江苏省“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实践组

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１ 苏教办学

〔２０１５〕１７号

江苏大学

５１ｇｅｔ团队
（刘芸汉、周童

飞、陈抚群、吴

奇俊、叶海凤）

首届江苏省“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实践组

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１ 苏教办学

〔２０１５〕１７号

江苏大学

明宇科技智能

家居团队

（王前宇、邵桂

林、李
#

、张青

青、高怀玉）

首届江苏省“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实践组

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１ 苏教办学

〔２０１５〕１７号

江苏大学

周贵尧　姜胜芹
陈雨峰　许　晶
赵　阳　印学浩
王金山　刘　强
樊　杰　陈建云
樊炜炜　何　晗
李晓英　沈　霞
房胜男　曹　颖
徐　汉　周　倩
范悦心　端晨阳
史叶婷　李陆云
于　篧　吴　婷
唐晓冲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
省级三好学生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苏教学

〔２０１５〕５号

江苏大学

邵　凯　张明锁
高家明　周伟建
赵文宇　蒋　威
刘　杰　徐　涛
周　颖　顾亚妮
高静洁　李卓隽
徐曼雪　王梦茹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
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苏教学

〔２０１５〕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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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１３班、
生科硕生物１３０１
班、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１３级、
机械（卓越）

１２０２班、车辆
（卓越）１２０２班、
流体（卓越）１２０１
班、高分子１２０１
班、食品安全

１２０１班、通信
１２０２班、建筑
１３０２班、应化
１２０２班、物流
１２０１班、汉语
言文学师范１３０１
班、教育学

（师范）１３０１班、
药学１２０２班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
省级先进班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苏教学

〔２０１５〕５号

江苏大学

京江学院

张康晖　纪星辰
李　健　徐新森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
省级三好学生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苏教学

〔２０１５〕５号

江苏大学

京江学院

翟长盼　赵红林
岑春海　姜奕奕
宋贵富　裔　乐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
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苏教学

〔２０１５〕５号

江苏大学

京江学院

Ｊ车辆１２０３班、
Ｊ护理１２０１班、
Ｊ会计１２０２班、
Ｊ食品１２０１班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
省级先进班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苏教学

〔２０１５〕５号

江苏大学 佘梅溪
２０１４江苏省大学生年度
人物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苏教办学函
〔２０１５〕７号

基础医学

与医学

技术学院

田　洁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汽车与

交通工程

学院

黄　晨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材料科学

与工程

研究院

季振源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流体机械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周　岭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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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食品与

生物工程

学院

欧阳琴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管理学院 董文波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化学化工

学院
邢伟男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基础医学

与医学

技术学院

朱琼芳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机械工程

学院
魏丽花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材料科学

与工程

学院

邹联力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理学院 韩　敦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杨俊勤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环境学院 王　程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食品与

生物工程

学院

方　柔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化学化工

学院
宋志龙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专业学
位硕士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化学化工

学院
赵婷婷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专业学
位硕士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基础医学

与医学

技术学院

牟　笑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专业学
位硕士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财经学院 郑　菡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专业学
位硕士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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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获表彰奖励的

学生集体、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国旗班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国旗

班比武评比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军区司令部、江苏

省军区政治部、江苏

省全民国防教育委

员会

２０１５．１１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５〕１９号

教师教育

学院
司徒倩雯

“花桥国际商务城杯”江苏

省第十届大学生职业规划

大赛本科院校组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

服务中心、江苏昆山

花桥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５．１２．１８ 苏教指通

〔２０１５〕５５号

马克思

主义学院
纪　璇

“花桥国际商务城杯”江苏

省第十届大学生职业规划

大赛本科院校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

服务中心、江苏昆山

花桥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５．１２．１８ 苏教指通

〔２０１５〕５５号

文法学院 常慧琳

“花桥国际商务城杯”江苏

省第十届大学生职业规划

大赛本科院校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

服务中心、江苏昆山

花桥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５．１２．１８ 苏教指通

〔２０１５〕５５号

江苏大学 吴豆豆

第四届江苏省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大赛中学外语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教师教育专业指导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苏教办师

〔２０１５〕４２号

江苏大学 周　晓
第四届江苏省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大赛中学语文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教师教育专业指导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苏教办师

〔２０１５〕４２号

江苏大学 王　健
第四届江苏省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大赛中学政治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教师教育专业指导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苏教办师

〔２０１５〕４２号

江苏大学 尤启飞

第四届江苏省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大赛中学数学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教师教育专业指导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苏教办师

〔２０１５〕４２号

江苏大学 陆惠淑

第四届江苏省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大赛中学物理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教师教育专业指导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苏教办师

〔２０１５〕４２号

江苏大学 庄丽丽

第四届江苏省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大赛中学信息技术

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教师教育专业指导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苏教办师

〔２０１５〕４２号

江苏大学 李思雅

第四届江苏省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大赛中学信息技术

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

省教师教育专业指导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苏教办师

〔２０１５〕４２号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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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学生集体、

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一、江苏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先进学生党
支部、优秀学生共产党员（排名不分

先后）

１．先进学生党支部（共３２个）
机械工程学院本科生第二党支部

机械工程学院１４级机械工程硕士研究
生第一党支部

机械工程学院１４级机械工程专硕研究
生第一党支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车辆本科生第一

党支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动力１４０１硕士研
究员生党支部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建环本科生党

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冶金工程、金属材

料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复合材料与工程

本科生党支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纵向研究生第二党

支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４０２班硕士研究生
党支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３０１班硕士研究
生党支部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１４级研究生党
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２级本科
生党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４０３班硕
士研究生党支部

理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本科生第二党

支部

化学化工学院化工专业学生党支部

管理学院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党支部
财经学院１４１班硕士研究生党支部
财经学院国贸系本科生党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１４党支部
文法学院学生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日语本科生党支部

艺术学院美师及环艺本科生党支部

医学院１４级临床研究生党支部
医学院本科生第五党支部

药学院药学专业本科生党支部

京江学院２０１２级本科生第三党支部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０１４级研
究生党支部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４级硕士研究生党
支部

生命科学研究院第一党支部

图书馆研究生党支部

２．优秀学生共产党员（研究生３１名）
机械工程学院：马昌媛　谈　成

谢中敏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邓晓析

沈峥楠

李重重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韩　丹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杨　糰

王　研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宁东敏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韩及华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张飞飞

龚　朴
理学院：张玲玲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许兆辉

化学化工学院：尹海旭　朱　俊
管理学院：高　蕾　范琳琳
财经学院：陈　雪　李　啸
外国语学院：丁永萍

艺术学院：辛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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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学院：速　成
医学院：朱梦楚　刘义灏
药学院：杜　盼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张俊杰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左志强

生命科学研究院：于萌涵

图书馆：王晗啸

３．优秀学生共产党员（本科生３９名）
机械工程学院：杨　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江昕炜

仵晓涵

徐　露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钱佳丽

陈建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李晓英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王亚琦　蒋　莉
束月霞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柏　梅
丁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白　璐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陈娇倩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李宗煜

化学化工学院：顾玉明

管理学院：刘　燕　储佳娜
财经学院：周　耀
马克思主义学院：史叶婷

文法学院：朱清馨

外国语学院：江丽莉

艺术学院：潘由之　胡庆龙　周振洋
医学院：彭　颢　吴　婷　邢晨杰

何　婷　张　庄　朱　君
朱小芳　石映红

药学院：张佩珊

京江学院：翟长盼　张康晖　王　舸
邢幼圣　徐倩雯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６日

二、江苏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校长奖学
金获得者名单（５５名）

　　１．研究生
材料学院：何　恺
化工学院：奚春燕

管理学院：陈雨峰

医学院：周静东

流体中心：王文杰

２．本科生
机械学院：侍宝玉　王金山　陈锂权
农装学院：何俊增

汽车学院：蒋振宏　徐　露　赵晓聪
能动学院：陈建云　孙瑞泽　张若梅
材料学院：李　杨　王　筱　王静静
电气学院：孙金林　何晓婷　刘　爱
食品学院：孙鑫娟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刘天宇

计算机学院：李婷婷　徐　雷
黄　毅

理学院：夏建平　赵玉萍
土力学院：蒋　威
化工学院：顾玉明

管理学院：张　迪　陆淑娴　邢惠淳
谢学慧

财经学院：陕婷宇　代　梦　张　畅
杨　月

马克思主义学院：史叶婷

文法学院：朱清馨　刘欣彤
外国语学院：孙倩倩

艺术学院：董　迪　龚　冉　周振洋
医学院：李　晴　陆效笑　陈梅红

王胜菲　薛宏伟　阮杏雅
药学院：韩　静
京江学院：翟长盼　张康晖　洪　俊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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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优秀研究
生标兵（１９名）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王凡坤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钱金刚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戴礼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何　恺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王加典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周　慧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荣新山

理学院：叶丹丹

化学化工学院：奚春燕

管理学院：陈雨峰

财经学院：刘

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志英

外国语学院：丁永萍

艺术学院：辛玉洁

教师教育学院：速　成
医学院：周静东

药学院：赵万年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王文杰

生命科学研究院：尤梦丽

四、江苏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优秀研究
生、优秀研究生干部

机械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７人）：
杨勇福 汪志焕 张　茜 景　祥
樊海彪 杜金星 黄晶晶 刘　伟
夏传达 王禹明 何　浩 谢中敏

李　聪 刘　皋 马昌媛 尹　利
左　慧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４人）：
仲奕颖 沈雨春 谈 成 孟宪凯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４人）：
王凡坤 周贵尧 吴亚芳 朱新新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左志强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９人）：
刘逸群 陈 勇 胡东海 申小敏

李臣旭 罗演强 李重重 蒋福平

孙 波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７人）：
钱金刚 邓晓析 李文瑶 沈峥楠

朱晨曦 李晓晓 汪小?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５人）：
许荣斌 黄婉婉 谭小强 晁长青

韩 丹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戴礼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９人）：
卫 潇 何 恺 尤胜胜 唐 豪

房媛媛 刘 帅 孟明艾 王 亚

范春亚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６人）：
张明锁 吴 肖 杨 糰 王晓璐

曾炜炜 周 银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１人）：
刘正蒙 田 野 石 尚 王加典

徐媚媚 杨 铭 蒋淑英 黄 波

钱 阳 李浩然 刘晓洋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５人）：
王 琳 孙 健 姜宇臖 徐 权

宁东敏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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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艳 周 慧 蒋 鼎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５人）：
潘文秀 韩及华 胡薇薇 王 晴

吴 娟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５人）：
荣新山 蒋 霞 司荣炜 刘 君

魏 薇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龚丽影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５人）：
胡坚霞 何韩庆 陈汝龙 李 星

黄祖卫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６人）：
龚 朴 张飞飞 邬海琴 石亚丽

荆辰未 施 佳

理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６人）：
叶丹丹 梁敏捷 张玲玲 高翠侠

吴延敏 徐慧慧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２人）：
高 远 卢 凡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２人）：
许兆辉 张兆昌

化学化工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８人）：
奚春燕 朱晓燕 王吉祥 蔡晓庆

姜志锋 赵振宇 吴润润 任彦鹏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４人）：
侯祥祥 朱 俊 卢志鹏 尹海旭

管理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４人）：
陈雨峰 李金海 于晓慧 陈亚琼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５人）：
高 蕾 范琳琳 张 博 陈 宇

刘 畅

财经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７人）：
马诗萌 刘金焕 刘 郭蕙臖

刘玉峰 刘 利 时方艳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５人）：
李 啸 赵 奇 陈 雪 孔令煜

周晨伊

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人）：
王志英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２人）：
沈辰辰 陈佳楠

外国语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２人）：
丁永萍 喻志刚

艺术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４人）：
辛玉洁 董 岳 席 静 张 寒

教师教育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２人）：
速 成 徐慧敏

医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２人）：
卫菲菲 周静东 尹家瑜 朱晓雯

颜 波 李 涛 李 旺 芮 棵

徐绥宁 翟玲玲 苏晓莲 朱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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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５人）：
李 娜 纪晓昀 刘义灏 田新宇

王 旭

药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２人）：
张魏琬麒 周 婕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２人）：
赵万年 杜 盼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校优秀研究生（４人）：
曹璞钰 赵 进 王文杰 尹庭

!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２人）：
冯 琦 顾延东

生命科学研究院

校优秀研究生（２人）：
李 琴 于萌涵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２人）：
李 翔 尤梦丽

科技信息研究所

校优秀研究生（２人）：
姚 远 王晗啸

五、江苏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三好学生
标兵（８０人）
机械工程学院：

侍宝玉 王金山 陈锂权 刘 宁

李志岗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何俊增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蒋振宏 徐 露 赵晓聪 施雁云

阚浩轩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陈建云 孙瑞泽 张若梅 王开珉

岳修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杨 王 筱 王静静 李俊楠

刘 超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孙金林 何晓婷 刘 爱 房胜男

徐鹏坤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孙鑫娟 彭 瑛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刘天宇 张 晗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李婷婷 徐 雷 黄 毅 周 蓉

杨桢栋

理学院：

夏建平 赵玉萍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蒋 威 吴佳琪

化学化工学院：

顾玉明 朱 瑶

管理学院：

张 迪 陆淑娴 邢惠淳 谢学慧

尹俣潇 杨 旭

财经学院：

陕婷宇 代 梦 张 畅 杨 月

吴佳棋 汪 繤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史叶婷

文法学院：

朱清馨 刘欣彤 陈 华

外国语学院：

孙倩倩 高苗苗

艺术学院：

董 迪 龚 冉 周振洋 任 静

医学院：

李 晴 陆效笑 陈梅红 王胜菲

薛宏伟 阮杏雅 周 露 俞文锦

吴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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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

韩 静 马 萍

京江学院：

翟长盼 王 舸 邢幼圣 张康晖

陈美林 洪 俊

六、江苏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学年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机械工程学院
校三好（１１１人）：
王金山 刘 强 李志岗 陈锂权

姜平静 陈 铭 曹 斌 徐 鹏

王 萱 范林生 王紫筠 冷田丰

李 涛 江 帆 胡雪枫 柳雨肃

李 想 宗圣康 赵晓琪 杜婷婷

曹 帅 阿不都西库尔·阿不来提

唐宁静 李鑫鼎 蔡成彬 杨 健

廉益超 张海恩 郭 青 杨 震

曹姜钰 王 飞 袁 广 张 林

凌 俊 印学浩 苏印红 张美玲

梁 静 陈剑秋 杨舒颖 陈 健

陈汉辉 何文渊 尹叶芳 丁振兴

冒文彦 邵亦锴 孟凡琳 王松松

吴 蓉 冯江华 陆施海 熊杭锋

祝心宇 庞晨涛 汤冰影 徐 磊

薛振宇 王 杰 许金堡 杨晓琼

饶立锋 齐若森 徐宇轩 马卓航

周炜容 孙 源 袁玉芬 孙阳阳

刘 涵 江 菲 彭会会 寇谦雨

蒋 婷 任 慧 朱 可 徐 颖

严旭平 林家豪 田万杉 沙 磊

王庆伟 王小莹 胡才会 浦云飞

杨泗华 汪 亮 王 昭 解 超

庞 婧 郭 庆 曹一涵 嵇绍波

王 雯 王 浩 史鹏飞 李 康

王 宇 陈 凯 杨 萍 王 睿

王 燕 於伟杰 吴庆文 陈 亮

张浩 安峻毅 孟思华 胡文景

周武超

校优干（２５人）：
侍宝玉 刘 宁 徐子豪 王逸帆

高鸿飞 赖泽豪 王鹏飞 黄 梦

石云杰 沙德利 蒋志远 陈 郁

黄 瑞 杨 佳 孙彩玲 冷亭玉

李晓国 邝德福 龚道磊 王天伦

陈奕旭 叶 昕 黄建斌 杨 栋

刘明星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校三好（５人）：
何俊增 陈培盛 汪 航 杨亚男

卞晓慧

校优干（３人）：
倪 焱 严 超 孙田田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校三好（１０６人）：
何刘鹏 章晓星 蒋振宏 张 晟

金 彤 许珍珠 陈 勇 唐彦軻

孙 东 王浩祥 崔义忠 陈 晨

高 旭 刘 伟 刁凯凯 孙坚添

张 瑶 盛富鹏 张蕴超 彭满才

欧 阳 卢 鑫 张 凡 王 爽

刘 阳 张 健 樊 杰 陈 铭

方妍月 田 瑞 殷文倩 张 田

孙洁洁 江昕炜 吴 超 顾 天

邱 鹏 徐万强 范 膗 吴剑煌

赵 磊 徐如玉 周新宸 喻康颖

赵晓聪 秦 晴 臧 勇 吴 宇

戴 磊 李 琳 王 军 范鹏程

周明源 钱 怡 梁 聪 施天玲

唐 成 汤伟杰 胡乐利 张振宇

朱兆伟 陈熙嘉 崔应欣 时价健

裔 静 梅 莲 徐 露 王 林

高婉莹 陆大勇 沈学峰 徐 斌

章昊晨 季 亮 阚浩轩 王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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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志玲 李幸军 余雪连 刘 刚

王 斌 于 丹 徐鹏举 丁 莹

杜树樱 吴 娜 王雅如 陈向阳

朱俊炜 顾超繤 于 扬 张存振

朱若琪 王 挺 王 雪 戴 煜

周 洁 贺俊杰 方雅玲 施雁云

邢冬雪 王丹园 孙陈曦 杨蕊毓

江绍康 蒋 俞

校优干（２７人）：
仵晓涵 周伟建 周淼丰 谭 举

耿兴仁 杨程成 梅 勇 李威廉

朱佳隆 杨雅文 周 婕 沈继伟

朱大全 郁 浩 李鹏飞 陈 

董建国 黄小龙 韩 飞 陈梦瑶

王
+

鹏 陈 磊 徐潮妃 胡茂凡

闫丹丹 李炬成 罗 丁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校三好（９９人）：
吴 琳 程 荣 王中文 申纯浩

钱振华 胡栓虎 陈 飞 桂 铠

蔡湘铃 孙 耀 牛楠楠 张若梅

詹 睿 徐 洋 孙朱俊 陈辉辉

茆 浪 李秀秀 王凯伦 曹 斌

张纳如 张俊杰 季旭峰 蒋宁静

徐东炎 胡纪伟 庄 重 姜玉娇

汤宏宇 李 伟 李 阳 胡国强

马昆煜 李 盼 王凯丽 王仁杰

吴 娟 钱佳丽 蔡北京 孙瑞泽

潘信宇 俞彬彬 徐 超 严利果

翟 旭 毛文雨 朱慧君 徐可伟

郑振鹏 朱梦楠 桂竹妍 彭 涛

符玲莉 魏红伟 彭佳杰 潘慧山

刘 书 叶 锋 明祥栋 蒋振荣

罗 成 石 琳 殷宁芳 裴 帅

陈 浩 张 威 闵海丽 樊炜炜

张开诚 周 进 梁 刚 迂文兵

陈 颖 袁 章 戴闻骁 赵午安

程 彪 陆星晨 黄玉磊 王子轩

张晨欣 刘 颖 赵庆春 陈 想

张佩佩 陈建云 涂嘉琛 李 晨

方鸿儒 杨露露 朱 彤 程晓婕

吕海涛 王 卓 黄发庭 郑宇秀

霍延凯 袁琴琴 刘 睿

校优干（２６人）：
韩晓敏 陈 琪 蔡 宁 王心怡

仇兴雷 王 翠 王开珉 武继光

张 顺 陈 佳 金敏姝 邓征兵

岳修鹏 季 均 曾鹏飞 万福来

陈 桢 李 佳 邝锡金 黄秋涵

于江鹏 徐 畅 徐 方 燕淑敏

吴经伟 毛莎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三好（７０人）：
何 晗 李旭敏 顾守曦 于 静

王静静 张 燕 陈建超 王 筱

陈冉冉 涂文臖 杨海樱 李新芽

吕梦晴 商 铫 朱 佳 余 乐

刘腾飞 金 开 吴国斐 池颖薇

李晓英 王天成 董 鑫 史淑静

唐忠彬 刘茜茜 周 辰 江露瑶

徐传孟 陈軻骅 彭 波 刘 超

杨思魁 陈鹏辉 唐 蔚 罗 聪

丁叶凯 陈彩燕 龚晓花 胡梦婷

钟根鹏 王 旋 杨业豪 王 倩

滕赛楠 张鹏飞 刘贵煌 严 锋

张馨月 冀建宇 汪志英 项婷婷

马 丽 李睿锴 史戈松 朱思宇

高 亮 胡  王 栋 商枝坤

仇嘉明 张萱萱 江 敏 胡 强

魏鲁琳 万众兴 蒋 辉 王桂华

汪熙婷 张佳瑜

校优干（３７人）：
陶志伟 潘南芝 吴琳玲 王 毅

许苗苗 尤奇遷 杨泽鹏 姚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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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杨 范晓建 李嘉林 郭 爽

徐 巍 蔡小玲 谢思雨 李绍欣

王文伟 张 雪 马鸣远 马硕颖

郑 超 于 磊 孙 悦 朱文洁

吴凤瑾 钱仁祥 李俊楠 王 癑

刘荣娟 张 丹 马腾云 赵 先

陈潇忻 王 闯 刘乔丹 邓汇凡

闫 伟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校三好（１２２人）：
刘 爱 束月霞 张晓艳 曾小霜

贾宇浩 冯云华 陈 瑶 陈星星

余文翔 郭振宇 胡 敬 周 帆

王会博 张 华 胡建冬 于博杰

唐星月 阿丽腾古丽 田杨鹏

赖 恒 晏 涛 周 艳 陈康康

孙金林 房胜男 于子淇 黄 余

任燕强 林志鹏 陈 晓 王亚琦

杨逸彬 姚 甜 王乐乐 陈 磊

韩欣雯 周黎明 宋 杰 纪友州

毛 盈 张欣茹 陈金龙 王婷婷

徐 慧 许瑞振 刘海华 郑锐剑

黄 硕 刘 露 丁鸿远 许 实

丁 岭 黄晓剑 程健俊 朱燕妮

李菲菲 郑晨玲 郝晨舒 吕敬超

王 欣 张景楠 陈 明 顾永文

周 雪 李雯雯 陈露篧 顾明昌

姚云龙 杨安晨 周 杰 温金晓

史巧燕 马安琪 沈 霞 程一峰

郝正杰 蒋 莉 赵若妤 刘 波

张生鹏 王玉晨 张逸康 倪佳俊

蒋佳琳 张民谣 郭 茜 朱尧靓

诸 言 叶文昕 范文杰 张敬天

施天灵 曹东辉 金 鑫 杨益明

刘 丹 郭 前 宋 樱 惠海芳

李小悦 陈金维 郑 锐 陶欣怡

滕 涛 何晓婷 沈 凯 朱倩文

李 云 张欢欢 郭一嘉 邹丽蓉

赵鸿淼 汪 龙 杨金波 许 昊

栗 志 徐舒其 徐鹏坤 李训
"

张宇航 魏婷婷 徐先宝

校优干（１１人）：
鞠孟汐 王 勇 沈泽武 周爱淇

周 艳 谢 超 沈 阳 吴梦瑶

司 响 王 寻 张 玲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校三好（４０人）：
彭 瑛 毕 杨 刘 芬 赵丽霞

赵阳洁 丁  唐川惠 张俊俊

罗 欢 程 欣 禹光荣 蒋彩萍

曾椿淋 张晓瑞 李心怡 朱 益

施 金 曹 颖 刘易秋伊

谭仁可 陈 芳 孙鑫娟 段笑园

徐 琴 柏 梅 史嘉辰 赵 琦

赵 静 李宇翔 邓昱昊 陈 鸣

陈薇羽 张宇皓 胡婉营 孟 欢

孙晓霞 李志明 林 莉 汪文丽

江 澜

校优干（４人）：
吴梦紫 陆帅峰 王睿远 李君奎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校三好（３５人）：
刘灿灿 张 菲 顾梦斌 李淑惠

徐 汉 赵万里 石叶佳 刘天宇

白 璐 顾兆洋 崔蕴晗 朱 颖

王家瑛 殷 迪 张 晗 耿庆敏

熊乐敏 贾庆丽 宋娜娜 陈文卉

胡安妮 赵艳超 卢 露 董凡超

宋 杨 朱晓蝶 韩 顼 江家豪

王丹宇 刘静娴 瞿文强 李川蔚

余学进 杜家龙 包 圣

校优干（７人）：
杨秉丞 闻 佳 吴 鹏 王 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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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静 滕 伟 刘义嘉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校三好（７１人）：
李婷婷 周晓丹 万爱兰 江亚慧

吴琦琦 高莎莎 周 倩 艾 鑫

周华艳 徐 敏 郝 敏 何 叶

王 利 王 惠 张远芳 姜倩云

李佳玲 吕中剑 宗炜雯 张忠敏

殷夏玉 高云云 汤媛媛 赵 政

房晓楠 黄 毅 魏国强 闫 鑫

秦赛楠 赵红娜 王馨潼 王少星

唐忆缘 张铭伦 程振桥 祖婉婉

余楚恒 徐 雷 池邦强 黄 彬

陈 晗 赵洁洁 郁良晔 徐云筱

唐 力 王志忠 潘冰儿 曾 强

刘莅辰 郭 强 闵姝文 毕汉斌

崔爱迪 赵德强 吴环宇 程俊强

韩 博 季晓宇 盛梦娇 梁 钱

蔡晓海 朱庆红 孙伟峰 谭冬明

方 智 方 雄 胡震东 张 哲

李佳? 李 倩 李 臣

校优干（３５人）：
杨桢栋 杨 璐 刘 芸 季玉量

高 兴 陶佳丽 赵文宇 王 珊

于婷婷 周 蓉 杨 珉 黄丽蓉

向 楠 李 娇 徐漪清 顾佳男

薛艳飞 林 擎 付梦莎 王佳琳

李文博 汪 伟 张 慧 曾建陵

翟 挺 刘章磊 周 恒 韩长宇

董 娜 潘子璐 陈霞晖 俞文慧

吴慧敏 陈佳欣 周秋实

理学院

校三好（５２人）：
卢 莉 朱雨姝 景 颖 孙春雷

刘 洁 荣誉恒 姚晨鸿 刘宇航

沈斌一 田 珏 陈静兰 刘一笑

夏鑫烨 喻漫雪 任培昊 王 垠

徐启文 周晓娜 冒宇鑫 邹嘉辉

洪靖凯 王宗灵 陈全中 叶 昕

石 静 陈芊妤 邓丹妍 霍榕容

段诗达 王学银 刘颖婷 朱家慧

赵玉萍 李承晨 姜忠楸 张梦璇

熊国欢 贾凯琳 徐隽倬 王振邦

范悦心 夏建平 王 雅 钱柏丞

董兰兰 韩学红 朱 莹 顾丽琴

徐雨佳 赵 丽 蒋婷婷 蒋 月

校优干（１２人）：
陶凯欣 骆思宇 张丽娜 陈莉莉

周嘉禾 于艳珏 陆徐婷 刘清雅

杨一帆 吴 永 周 由 刘 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校三好（３５人）：
豆娟娟 芮雪梅 曲怡霖 汪天享

朱一飞 侯佩欣 邹 卓 周 浩

孙宇晨 段慧敏 王 鹏 杨 哲

王静佳 柏 慧 刘 洋 成冰洁

吴 蝶 潘学勇 徐振源 余贝贝

王 ? 梁 侨 陈正凯 谢星怡

章思婷 张 军 周 艳 王 琼

王 悦 朱 蕾 何乃福 张文艳

孙佳宁 李姗姗 邢凡康

校优干（１２人）：
贺伟伟 李宗煜 朱镇宇 王梓良

陆如霞 杨凯逊 吴佳琪 祁佳丽

蒋 威 董乾坤 岳 晴 袁明洋

化学化工学院

校三好（２８人）：
董益利 常丹丹 李 明 崔琬晶

范 越 高 瑚 周 敏 王雅平

顾玉明 魏爱民 周宏远 叶钰珍

王荣荣 孙 涛 章 倩 朱 瑶

杨晓庆 刘秀芳 岳晓阳 赵凡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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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升 罗 丹 王 婷 巩新池

靳建兵 高梦涵 杨 宁 高蒙蒙

校优干（８人）：
王 雷 陈 耀 张前前 李筱芸

牛浩婷 杨晓洁 贺 强 张真真

管理学院

校三好（１０７人）：
赵荧梅 邢惠淳 谢学慧 王若楠

苏心怡 景志红 沈 杰 刘 权

陈 灯 陆淑娴 陈李燕 储佳娜

贾 旭 刘 菁 刘 燕 张 迪

梁赛飞 陈 前 宗凌羽 项 城

王仲昊 刘 盼 姜馨悦 张媛媛

单艾菲 汪 娜 顾晨蕾 周 颖

徐 涛 易善康 芦萌萌 李 慧

张甜甜 陈艳华 王 涵 丁 敏

纪慧敏 李闪闪 王 娇 郭海望

孙秋吉 秦 洁 葛?慧 杨 欢

刘路路 刘彤彤 武丽娜 曹亚婷

尹俣潇 潘 晶 魏 玮 陆欢欢

薛兰琴 杨 旭 傅丽芝 郑玲玲

李颜戎 陈红玲 丁 洁 方 敏

黄佩佩 张玉婉 王 颖 陆 剑

成萌萌 陆 叶 陈 琪 董文宇

罗 洋 张 静 金 宁 昌甜甜

黄青玲 曹晓晓 张新宇 张绎如

史  陶加杨 贾 茜 张译丹

束海艳 杨 轩 王淑君 渠娴娴

陈 静 曹甜甜 石 影 刘 旭

嵇 薏 徐葳葳 唐娇阳 朱云涛

张珊珊 崔 玲 于思洁 刘凌燕

胡亦清 吉萌蕾 周丽金 李 静

张逸群 周蓉蓉 李莉莉 张志娟

周 阳 刘建月 赵海鑫

校优干（１７人）：
田 曼 张 璐 夏羽淳 杨东月

邹玉凤 蒋海芸 张铃铃 赵莉莉

宋 娅 刘宇腾 梁芳芳 蔡宗鑫

厉之其 张子涵 吴乾坤 何 杨

高若曦

财经学院

校三好（１１７人）：
吴 ? 周兆荟 殷梦霞 张 帆

朱 敏 吴俊婕 钱秋桐 陕婷宇

刘蒙单 韩亚琼 沈姝婷 周 耀

金 敏 周艳星 代 梦 许云云

葛雯君 赵子叶 张 畅 翟锦岑

刘 颖 倪英豪 夏梓萱 钮瑜静

杨文青 姜 澄 武蕴之 孙铭潞

于 淼 高丽梅 范馨匀 徐 禾

顾亚妮 王亚飞 薛 佳 王丽旦

葛 凡 沙 莎 陈 媛 汪 繤

程晓彤 袁嘉沁 唐 欢 蒋 雯

孙凯伦 周 杰 管凡玲 朱 静

尹晓铆 焦梦露 单灵娇 李 兰

沈依奕 唐欣芸 王 瑶 陈 阳

梁苏婷 方致远 顾 莹 吉嘉琪

陆莹莹 李函昱 赵勇智 段瑞佳

杨 瑾 高 玲 陈慧宇 曹 晟

孙 癑 胡 洋 李凯利 赵 明

刘立坤 居相巍 姚 蓉 刘 茜

杭永胜 江丹丹 邵 雯 秦翊涵

李玉蕾 池方圆 陈 颖 关荣迪

虞 惠 刘茜茜 王雨桐 金 玲

杨 月 霍雪文 施蒋潇 曹晓慧

徐 敏 刘 杰 张 雷 王相芳

王 晶 施善希 吴 诗 李 楠

章陈瑶 王续武 刘 畅 吴佳棋

王 癑 沈梦婕 钱璐欢 于梦雪

赵一琴 冯雪梅 王易凡 刘红梅

徐梦蝶 王 寒 方雪婷 王友鑫

翟 笠

校优干（３６人）：
郑天博 徐 阳 朱妍洁 姜 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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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茜蓓 张宇宸 端晨阳 卞振宇

赵萌萌 石 倩 凌超 王新明

王瑶瑶 刘亚歆 江佳琳 沙静钰

吴 倩 和霞峰 吴 甜 邹 飞

孔岚茜 吴 翠 吴暑霞 张媛媛

夏秋艳 孙 莹 李 媛 姜苏航

魏云玲 卢姗姗 胡佳佳 马 玲

徐 凡 孔舒琪 庄梦月 蒋宝珠

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三好（１０人）：
史叶婷 李莎莎 王天宇 顾 烨

冯梦婷 汤晓霞 李赵君 陆静怡

王嘉雯 陈玉婷

文法学院

校三好（６１人）：
周 瑾 徐瑗 毕 然 曹荣荣

王艳慧 万泳菁 刘欣彤 韩 笑

陈 华 高 弋 卜国欣 李文雅

嵇 晗 明 萌 黄妹琪 葛晓敏

施 浩 陈博聪 张鸣谦 周 琴

韩同莲 王 琳 周婷婷 沈卫华

陈铭汝 蔡晓伟 陈奕甫 徐静煜

刘 怡 华小昕 刘 峰 葛如月

王 开 张 婧 黄露莹 孟智东

张艳如 付谭谭 朱思伊 李 媛

陶爱丽 吴雨秋 许 妍 游佳文

杨若含 张毓佩 王银娟 张 怡

冯 霜 杨心怡 魏晓莉 李弘宇

项莉佳 周燕莉 张一鸣 毛梦杰

张晓珂 郝 月 姜婧文 相封青

陈昊淼

校优干（２１人）：
吴思雨 朱清馨 朱 琦 刘 丹

李卓隽 常慧琳 施晓晴 魏 源

郑 彪 巩环宇 魏 萌 郭凤琴

钟佳桐 徐晓晓 李明珠 高静洁

王 静 代 敏 万思远 黄 蓉

蔡琳燕

外国语学院

校三好（２８人）：
高苗苗 吴 伟 孙倩倩 张柳柳

李洋洋 汪卓颖 陶甫安 杨 扬

杜 月 徐雅纶 左 云 芮诗婷

徐亚文 尹 吟 李 莹 崔 琴

吴雨之涵 李 佳 钱丽佳

陈颖妮 曹 琼 钱 颖 吴燕萍

刘露巧 申婷茜 郭佳赢 赵万颖

丁舒文

校优干（１８人）：
王丹丹 张蒙蒙 江丽莉 杨家华

于晓艳 姜晓蝶 沈盈悦 范艳芬

喻越铭 施雅倩 刘　静 倪佳雯

彭筱琨 吴豆豆 周益银 陈　红
顾忆春 张旭彤

艺术学院

校三好（６２人）：
杨欣然 桑子艺 方雅明 谈春梅

应宇婷 陈 星 夏琴琴 边雨桑

王 谦 董飞飞 曹冰妮 王高峰

周明癑 杨梦芝 伍维彬 张 丽

李 月 宋子悦 孟照东 张 凇

郭怡珊 曹 蕾 张家魁 潘欣云

姚 瑶 徐维佳 胡庆龙 郑维佳

汪 洋 周振洋 钟凤仙 王燕铃

王燕红 林小湄 王月洁 高佳蠫

陈沁怡 李梦茹 李 艺 刘曼鹭

陆佳丽 张春霞 顾译婷 尹思思

王琳 高紫
-

范滋雨 丁静雯

高 干 邵 怡 刘婧雯 周关月

陈玉洁 郭胜楠 何佳蓬 王新娜

章 璐 王 坤 张 楠 齐振振

汪梦颖 卢文雅



(s@O

４８７　　

校优干（２２人）：
王 敏 陈扬洋 焦莎莎 董 迪

余嘉宝 黄 炫 潘由之 金 洁

徐曼雪 陶 瑛 赵金明 秦 糰

王唯怿 杜 婷 郑泽君 任 静

龚 冉 王庭韦 李棋棋 卢 晗

杜希辉 韩立超

教师教育学院

校三好（８人）：
徐振霞 卞旭慧 庄丽丽 胡依偎

张 莹 肖之长 蒋 倩 丁 蕾

校优干（２人）：
李陆云 蒋雅静

医学院

校三好（１９１人）：
王一帆 袁苗苗 钱嘉莉 邓世佶

陈妍秀 陈 琳 潘 婷 崔宇晴

陈薏帆 柯美霞 王 妍 王沛青

胡 杰 刘 莹 蔡珍生 赵 静

何腊梅 王 珂 张昱培 刘玉婉

王德钱 张 露 阮 望 殷睿彤

李玮琪 谷 雨 周 楠 谢倩倩

徐 婷 刘 赛 沈若怡 姚欣妤

唐 韵 宋 玲 冯 丹 季 琴

宋珊珊 李欣悦 王小铃 田圩虹

邹晶莹 索 龙 杜姣洋 王艺蓓

李无迪 沈楚莹 王 蒙 宓兰兰

张紫妍 严 洋 王 玉

陈王一鸣 王婷婷 许 莹

吴  孙 铭 顾 洁 张 癑

冯笑华 张莉莉 杨 颖 文进璇

兰洪倩 史春璐 孙倩露 王星星

邱雪莲 姚雨叶 姜心怡 王妍然

夏雪莉 王倩倩 邵 静 周新茹

韩新烨 蒋 露 陈 葳 高 洁

魏竹馨 高钦癑 周青青 薛秋苍

许 焱 罗 凯 张 迪 姚 鸣

刘倩钰 芮丽玲 朱小芳 钱佳丽

赵有婷 张璐玢 陆瀚文 朱 君

吴 婷 赵康容 吴 心 陆慧玲

王蓉蓉 丁丽颖 石雨晴 钱静佳

龚海宁 李骞骞 陆静怡 俞文锦

杨 丹 孔慧娟 郑倩雯 袁 菲

陶再晓 许 珊 何 婷 翁晓颖

李彦彦 左晨艳 侯 楠 张 庄

陈 笑 袁一航 邢晨杰 柯琦玮

高慧萍 陈维宜 黄 越 王慧源

杨 洋 王慧之 黄秋依 王志毅

彭 颢 黄日清 陈宇璇 赵 越

沈义兰 徐心怡 叶 琴 陈 羽

沈 莉 邢 一 周 露 张桂红

张存玲 倪 颖 陈蒙晔 葛 藤

郑滨扬 屠一帆 王晨晨 黄 贺

薛宏伟 茆 莉 张宁宁 王梦茹

王 鸣 李 晴 陆效笑 丁 雨

顾丽雯 蒋晶晶 沈晓婷 叶 婷

许佳林 朱 晨 朱 癑 陈元元

潘小冬 陈梅红 王康馨 朱双虹

阮杏雅 顾玉露 刘同泰 戴 静

王胜菲 邵毅杰 张玲玉 于 篧

王金甜 陈梦娇 陆祺中 苏 宇

宗慧敏 袁 婧 景 鑫 承梦珂

胥方琴 徐 微 黄晓刚 魏晨敏

李昊翔

校优干（３人）：
石映红 闫伦静 卞晓波

药学院

校三好（４３人）：
韩 静 李小倩 买尔哈巴

金 倩 朱益灵 张 震 李薄薄

潘 帅 黄 威 高建花 许文齐

马青梅 张慧明 邓彤彤 马改玲

蔡青青 韦春梅 周佳锋 王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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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倩倩 林 玲 曾赣鹤 马 萍

石玉婷 樊 荣 卢渭金 沈 康

陆丹丹 郭 慧 邵凤霞 李 洋

刘 娜 曹方引 甄丽君 陈嘉欣

房强强 黄 璐 卢 艺 黄瑶琳

李 倩 孙 颖 王 进 王 鹏

校优干（７人）：
陈 丹 陈立婷 赵 丹 冯 雪

谢育娇 唐晓冲 陈 丹

京江学院

校三好（５８９人）：
邓小琴 黄 馨 刘 兵 朱佳慧

杨 杰 左 磊 田程友 李 健

周婉婷 张 璐 张上上 李茂军

单晓晨 胡 鑫 闫天一 丁正航

杨一帆 岳远韶 秦悦欣 邢幼圣

徐新森 徐小敏 殷玲玲 李 薇

杨海璐 沈煜东 秦 薇 朱 

杨 晨 冯善东 王 威 王子宇

徐倩雯 李 扬 蒋 浩 李文为

王 苗 司翔宇 邵 璐 陈 璐

凌 波 王 莉 闫倩倩 徐 姣

李 越 郑珊珊 蔡 敏 张文杰

谭苏婷 浦晓晨 宋绮绮 周逸仙

袁滢子 张 旭 陆晨晨 金烨铼

吴月琦 杜木丹 刘金鑫 赵俊武

陆 颖 王文丽 周 琳 吕艺琳

赵 红 陈汝梅 苗馨予 谢 笑

杨 君 方帅茜 吴 吉 江宇晴

狄嘉欢 王思艺 夏 颖 丁雨佳

纪星辰 怀 欣 范炯葶 王 丹

陈 清 黄 睿 吴晶晶 陆 瑛

王 盼 苏丽娜 杨 丹 成菁菁

田 婷 陶雨佳 曹佳佳 林 凯

沙奇奇 董灵健 翟云峰 张秀云

顾 亮 曹俊奇 王晔晗 陈 静

翟长盼 万开放 姚鹤晨 谭从云

李伟家 杨溯文 蔡 霏 耿 杰

王 轲 石春辉 陈 聪 刘仕华

朱 倩 高 茜 韩 飞 葛建明

徐丽霞 闵玉娇 张碧莹 张士清

沈 力 赵传祥 徐 菁 张媛媛

吴云超 赵 晨 黄 浩 李 佳

邱得玲 黄 超 刘 帅 王 晶

王 淼 仲伟宁 李 娅 饶诗怡

包 婉 沙润桐 吴 娟 高素梅

徐家园 潘 祥 韩维娟 储星星

张 倩 刘 洁 杨 晨 韩习习

祁 捷 康浩浩 顾姚红 吴雪晴

潘锦军 徐 艺 刘梦君 盛香云

鲁 婧 马婷婷 李晓巧 陈 燕

施久灵 李 阳 员慧慧 周 宁

陈 进 殷 康 温丹丹 田浩然

黄 熠 唐 颖 陈 利 杨 瑜

张 明 张康晖 苏婷婷 王佳慧

蔡系桓 黄春花 荣文洁 季敏杰

刘晓雯 张 敏 王 舸 孙瑗梅

裔 乐 周婧颖 黄 位 张栌予

贡小辉 沈明香 薛青雨 李 冬

朱 锦 黄凌宇 管梦芯 杨 纯

王雨华 季诗蒙 高 颖 钱 峰

吴凯洪 王 尧 王逸非 吴云皓

魏 帅 葛琪琪 徐 捷 余健恩

周春萍 倪爱博 宋春光 张 闯

宋 亮 张文祥 周 洋 崔恒梅

朱 伶 陈光宇 崔艳海 陈 琪

陈雅蕾 于青青 黄 蓉 吴 边

张 楠 袁辰燕 张晶晶 周 阳

吉燕婷 徐恒婕 陈 静 李 阳

陈瞡
/

孙茹妍 闵 慕 王 惠

钱思茗 虞 屹 黄明星 曾天成

洪 俊 陆 阳 郭曜鸣 金天宇

吴偕杰 薛 玉 顾喜薇 季銮顺

赵艮权 张唯一 蒋 楠 刘 珲

陈 诚 葛春晓 吴 琪 华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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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晨 诸紫燕 戴小康 仲爱周

黄忠裕 李亚婷 项 睿 刘照东

苏 华 张晨宇 许嘉煜 储磊磊

蔡 琳 袁 静 虞 超 陈美林

闻 雯 刘颖娴 马明敏 刘 蕾

嵇欣欣 陈 昕 唐瑚澄 邱美云

郭芋良 王世杰 史 琦 周 欢

陈映红 黄怡锦 顾铭科 秦雪景

沈菲菲 陈敏凤 朱婉琳 王雅婷

余梦瑶 季 蓉 坎金燕 沈骏玺

李 卉 周宇婷 袁明清 袁珍丽

钱梦佳 许敏慧 许 倩 虞翎艺

王安琪 张 颖 张萌 施建培

朱婷婷 曹健东 张 程 缪文娇

查雪晨 孟 帅 丁 兰 孙 煜

金 攀 史天宇 王 斐 刘宗敏

柳志康 赵一楠 许鸿伟 丁 扬

宋悦薇 任友梅 周茜茜 徐娇娇

杨 岚 谢泽友 程 前 苗仁杰

葛诗瑶 崔宇丹 华道生 张小凤

史丁方 高 静 钱佳瑶 季 鸣

袁 雯 胡涵琦 杨 瑾 胡玉琦

罗平平 葛一伟 程 威 张 莉

张祖法 周宏成 张志恩 陈书蓓

单 楠 束晓敏 汪 盼 周忠强

赵杨玉荣 祁春君 吴 韩

王 沁 朱仲? 曹 淑 许 想

薛欣然 袁 亮 黄 遷 黄 诚

孙卫凯 胥传耀 王胜辰 刘晶金

翁晨晨 龚婕雯 周 馨 张小飞

李 慧 周芳雅 王 业 张思洁

张 寻 邱婧靓 杜颖逸 姚 琳

唐 慧 李艳玲 周李蕾 陈丹娜

张 莉 陶萧癑 张海燕 储 晶

经文娟 赵 晴 陶一杭 鲁智敏

谢梦真 章熙欣 周怡婷 陈苗帮

施博宇 李 晗 孟晨曦 龚灵玲

廖睿婷 赵钧民 王登辉 王俊娴

王毅洁 高 智 龚丽红 马 琦

屠 懿 陈岚磊 汪 威 何网召

周晓春 张雅楠 于奇松 朱钰磊

高福强 李家乐 凌昊明 徐明明

潘 秦 黄志恒 赵 凡 杨梦琪

曹 硕 李镇江 金苗苗 石凯凯

吴旭东 陆 舟 周文豪 王 凯

周 闯 范诗卉 徐 静 纪志鹏

李 珠 张 宇 陶 勇 刘 馨

唐晨瑜 杨媛媛 夏梦瑶 徐婷婷

马琛茹 王梦瑶 肖 ? 张 洁

高晨琳 沈支佳 李梦超 宋静雨

许平红 戴 微 薛 蕾 刘 莲

庞家慧 闵雪梅 韦文风 朱林李

王 伟 徐 勇 刘 昱 袁 航

殷晓彤 陈 洁 颜 倩 何 浏

李 欣 谢 越 刘 珊 张馨丹

李苗苗 杨丽研 单婉春 陈晓倩

朱 月 程晓茜 郭振宇 蔡佳敏

董 益 王伟正 薛莉沁 吴 搏

张 康 戴 军 张冬梅 夏惠进

周嘉圣 纪文辉 李 浩 顾振业

朱 伟 周凯祥 毛静怡 宦 敏

孙玉婷 王一斐 邱妍妍 刘子悦

张俊尧 张杨杨 朱 贝 朱秋钢

严嘉文 戴晓癑 袁代标 高 远

钱晨阳 殷 幸 李 辉 吴金龙

汪 一 薛海峰 杨 威 丁怠友

吴 普 贾智翔 刘月伟 张 蒙

邹 颖 许璐璐 蔡珊珊 顾婷婷

朱雪薇 宁 锴 魏成运 许雨星

季曹婷 王 颖 胡丽媛 聂建洲

郭 恒 金晓铃 杨 桐 董 晨

肖 瑞 董 淼 姚 梦 籍思语

赵唯伶 王怡琳 刘 影 李小雪

缪玉琪 陆信宇 张 典 王 舟

陆春曼 朱 彤 陈必海 吴小龙

姚 缘 徐嘉烩 姚洪金 单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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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传煜 凌 菲 陈玉阳 葛 媛

朱心怡 张 月 张丹丹 陈 欢

李若馨 钟怡麟 王 雯 侯天慧

杨春梅 刘子瑶 李 萍 李 红

缪敏怡 孔 舒 张晨浩 张嘉泓

王梦涵 陈晓琪 史冰逸 黄 静

赵 蓉 周 殷 周浩祥 刘 伟

侯家豪 丁 一

校优干（１１８人）：
陈 蓉 李炳柱 刘成洋 潘 甜

季云华 施佳裕 葛微微 岑春海

赵红林 殷怡怡 王 晴 丁文洁

周 敏 乙来娣 唐筱瑜 汤嘉平

相 慧 顾 浩 李 晶 赵梦飞

曹胜男 王 晟 张怡情 周小荷

吴 仪 卢 煜 孙定稳 宋贵富

刘 敏 姜奕奕 王逸颖 袁佳雨

史衍顺 肖 禹 强 烨 李 纬

陈 杰 诸 安 任发知 何春晖

叶 韬 胡蓓蓓 李仁仁 夏心怡

孙维茜 李 晗 宗婷婷 陆海焕

郑林欣 黄 琪 王 俏 唐淳淳

贾家宽 陈子昂 裴智鹏 王羽佳

徐凯杰 陶丽丽 张 涛 江 锋

武 婧 孙 丽 王誉雅 徐鹏飞

范胜帅 陆鑫怡 陆秋妍 许 奎

吴鹤鹤 唐江浩 叶 鹏 顾振龙

王健萍 郭昱莹 傅鹏涛 邢 警

郭梦雅 张 磊 吴秀秀 朱 悦

高国方 刘陈晨 主 小 徐 铖

李 晶 丁可鑫 陈 癑 王卫东

黄 锐 许萍婷 相 健 谢小亚

陆馨瑜 桑玉祥 孔冬梅 陈志翔

黄 源 陈双铮 骆苏婷 路欣月

王 欣 刘晓艳 袁顺杰 潘开昕

张兴顺 菅 端 谷晓晓 杨旭颖

陈璐瑶 张瀚文 朱文芝 吴 琳

陆 倩 宋 敬 唐佳丽 陈 楠

周 婕 诸伟杰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１日

七、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度创新创业标兵（排
名不分先后）

王　川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王阳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牛瑞东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佘梅溪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雨峰 管理学院

周振洋 艺术学院

周嘉禾 理学院

夏建平 理学院

戴礼明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方程式赛车队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日

八、江苏大学２０１５级优秀本科新生名单
财经学院

会计学

陈叶青 芮倩芝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陈天飞 李皓成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隋金恒 陶智涵

自动化

陈招伟 任少琦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曹　阳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褚宇豪

应用化学

牛宏杰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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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杭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陆芮芮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完颜雪昊

机械电子工程

袁　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灵星 黄贻彬 吴照云 施小剑

杨　杰 张唇维 朱莉苹 舒　欢
王传玉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桂田明 吴真斌

物联网工程

文　繁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

动控制）

刘　洋 辛　凯 王春雨 庞　博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郑文龙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王卓群 陈晓明 年　添 章晓轩

马　浩 李东明 杨正奇 龚嘉豪

周　浩 王　凡 潘宇豪 张彦辉

孙丽君 张照辉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

陈　环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土木工程

张全喜 周圣力 吴高平

医学院

临床医学

李鹏举 潘莹樱 孙　浩 梁　林

叶彦兵 李玉帆 徐夏月 谷　莹
叶笑寒 步　彤 陈莉婧 何嫣婕

孙璐莹 何　蒙 朱　桓 蔡　闯
陈遵宇 蒋　宇 纪雨曦

医学检验技术

毛璐婧 何　美 谷　雨 石　颖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

九、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优秀毕业生名单
１．研究生
机械工程学院（８人）
曹志福 邵 盈 冯亚云 刘 帅

宫 杰 王 昆 顾宇轩 张 迪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３人）：
刘海红 蒋成宠 张 亚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１２人）：
顾晓丹 倪明明 周泽磊 孙 健

尹海云 赵  陈亚运 任 华

汪博文 王 佳 赵业淼 任 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７人）：
陆金刚 吴玉强 王 芬 吴强波

张州榕 邵 壮 王 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９人）：
蔡 杰 聂 鹏 陈 琳 李 

秦洁玲 崔 剑 许亚婷 郭海斌

蒋 珍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５人）：
邵明明 金夏明 陶 云 刘文庆

胡文宏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７人）：
裴娟娟 李欢欢 李 欢 张文姣

王 旭 韩 冬 黄晓玮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人）：
朱嘉祥 廖志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４人）：
郑 晶 黄春兰 代 姗 李春彦

理学院（２人）：
傅立明 邓联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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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９人）：
马连波 鲍春林 严 媛 高德志

邢潮胜 付玉军 秦 佼 宗瑟凯

丁当仁

管理学院（８人）：
夏前龙 杨 洋 张萍萍 周婷惠

陈雪春 夏正晶 吴思雨 马 婧

财经学院（４人）：
胡 越 马 睿 徐恬恬 蔡 晴

马克思主义学院（１人）：
徐艳如

外国语学院（２人）：
陈希卉 吴皆凝

艺术学院（２人）：
徐文静 程 欣

教师教育学院（１人）：
温 亚

医学院（７人）：
蒋 婷 张锦丽 胡 浩 别庆丽

祝 源 姚晓媛 陈园园

药学院（１人）：
牛

(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中心（１人）：
张晨骏

生命科学研究院（３人）：
方和娣 张 智 康志琼

科技信息研究所（１人）：
苏文成

海外教育学院（１人）：
Ｃａｌｅｂ Ｋｅｓｓｅ Ｆｉｒｅｍｐｏｎｇ

２．本科生
机械工程学院（４２人）：
赵 雪 赵 麟 袁 圆 洪 红

寇 利 黄 祯 张 莉 谌姣姣

郭宇娇 蔡玉娜 丁 勇 闫 超

尹棋烽 林 刘 苏志强 于登辉

王伟政 王 月 朱 斌 王登铭

石 勇 李 雁 李建东 尹振琪

周海运 龚 昊 马国鑫 周 华

史玉龙 梁正林 李 平 潘彩霞

卞新光 余乃文 孙云辉 何文凯

朱婷婷 周 璇 樊冬昌 王琪琪

邓维维 孙乐源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３人）：
顾 昊 茅启超 洪亚杰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４４人）：
丁 浩 张金伟 宋森林 马网俊

张 松 汪嘉琪 何 娟 邹春一

丁彦姝 徐邦芪 孙彩珍 杨 逍

李梦琪 崔炜炜 王 晓 郭鹏飞

孙朝泽 金 逸 贡 玺 沈天浩

张 欢 王乐乐 柯童童 姜 羡

吴传刚 韩振杨 刘昌宁 浦志强

濮晓宇 顾林波 周明轩 崔 青

朱 鸿 管志云 肖 雪 武 婧

吴 健 季卫国 徐云霞 赵 倩

潘 瑶 杨阳阳 梁朱冬 孙登辉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３０人）：
陈宗贺 张 奕 彭武吉 王甫军

徐志远 王逸云 赵 特 李寒剑

邵长胜 徐贵生 王 坤 黄志刚

顾静佳 黄
&

潘浩君 齐新航

侯云鹤 孙静如 王丽霞 于正龙

高海司 李佳峻 杨雪莲 孔金成

陆志远 郭鹏明 徐 颖 李维孝

杨 爽 薛棋侠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５人）：
冀晓栋 韩振江 金 鉴 盛 成

黄 宇 肖 洋 扈婷婷 纪胜男

蒋 晗 孟 宽 夏 寒 金永珍

张 莹 吴 荣 刘 青 朱 超

郑云飞 王 政 王 敏 陈 玲

李双联 赵凯丽 陈玉辉 薛祝亮

印厚尚 汪 闵 宋 琪 张宇荧

高雪华 杨永刚 游佳丽 侯萌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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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崇光 张莉莉 李金榜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３７人）：
殷文倩 周 玲 方万两 蒋 山

杜 伟 杜鑫鑫 张 维 冯 倩

曹园园 陈 晓 方梦黎 葛志霞

崔清华 冷芊芊 张文莉 胡晓慧

朱旭辉 孙红艳 李国政 杨茂军

陈旭芳 王 天 叶文斌 张 涛

朱晓梦 陈秋明 高 瞻 顾珍珍

黄丽萍 孙娅婷 刘训茂 陈方方

张 男 苏思玫 赵美玲 刘 培

晁卓冉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８人）：
张文彤 翁龙梅 洪 晨 杨金玉

林诗曼 陈秋宏 程 珂 王 杨

虞 霞 朱怡豪 宋春艳 吕真真

王 丽 徐意梦 任 薇 金 玲

费 倩 朱小惯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１人）：
马瑞红 赵志超 方 洁 吴同亮

赵文恺 袁 林 吴 婷 张星光

张爱珠 徐粒雪 严 炜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３７人）：
毛承旺 焦一凡 宋金花 温佳丽

施红敏 成婷婷 孙佳俊 黄坤炎

许国朋 尹小花 程晓阳 唐振宇

吴永 王明雪 郑家祥 缪琦石

平淑容 占　琳 李　露 赵亚娟

林　哲 陈笑飞 王　悦 翁智鹏

匡　雯 周　游 刘君琦 严佳瑜

郝晓宇 张　欢 黄　晨 李世雄

甄　蕊 刘嘉蓓 刘原野 朱　婷
任　云
理学院（１６人）：
王 杰 孙苏民 胡梦凡 马方方

曹万荣 汪文丽 刘燕南 周娅萱

周璐璐 李薇宇 倪心怡 王涵洲

花丽芹 朱友明 陆 叶 胡云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１５人）：
白志娟 王建辉 汪 浩 文茜茜

刘思铖 吴贵梁 严朋朋 徐冬辉

周丽萍 刘 畅 曹秀兰 周佳慧

宋佳燕 周 蕾 马施杰

化学化工学院（１３人）：
许玉玲 周巧兰 赵 娟 胥 丹

盛雪曦 罗莉君 吴谢萍 高 强

王 爽 倪文秀 徐振业 于 萍

卢 健

管理学院（３５人）：
丁 芹 刘 敏 沈玲玲 张恒阳

汪克浪 吴佳俊 孔蕴雯 殷俊楠

徐 篧 周艳敏 沈叶青 王燕玲

李爱玲 王歆琪 陈 聪 吕迎弟

刘佳毅 王晨岚 郭妍池 方 玲

顾月芳 张晨琳 戴星星 姚 艳

崔红蕾 徐吴霞 孙 柳 吴启飞

杨 平 李文源 胡 宇 戚猛耀

汪 欢 李颖祖 梁国明

财经学院（５７人）：
郭雅淑 薛 蕾 马高强 谢 羽

江禹杰 蒋梦珂 董锁梅 钱芬丽

孙 晨 盛世宁 郭琳琳 白晓琴

杨 艳 王 倩 杨 琴 徐 萌

谭 璇 崔 萧 陈倩雯 高丽俐

赵宇红 赵芷雪 薛美红 蔡 滢

于 淼 乔红丽 李 妍 金 艺

曹晓梅 戚 蔚 袁梦丹 毕俊波

夏 凡 韩 瑶 吴海娇 陆黎玮

赵 莹 刘 硕 邹 钰 吴秋桐

陆佳敏 周 静 朱 立 张 琳

钱桂升 江 莉 杨 爽 赵 丹

周菲菲 张 慧 丁亚隽 袁静静

高嘉静 嵇 颖 李慧敏 徐 坚

孙 晗

马克思主义学院（３人）：
张晨雯 孙明星 韩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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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学院（２５人）：
祝心怡 李欣婷 黄小丹 肖红卫

缪 阳 马佳萍 焦 珂 武晓潇

孙秋玉 王佳莹 张春晓 刘 笑

姚 琴 张之悦 陈 瑾 桓 宇

赵 晗 张佳慧 郭佳琦 李 娴

张 蕾 俞燕燕 翁奕君 吴雨靖

邬梦珂

外国语学院（１９人）：
袁敏鸣 陆品超 许丽娜 沈 耀

李 敏 欧阳雨师 刘 琰

包 敏 孙 珍 邢 琳 李昕阳

丁 婕 李家言 陆义莹 毛如月

邓 盼 金 晶 汪舒一 张 蓉

艺术学院（２７人）：
张成荫 曹 荔 金春建 张 露

王 康 陈 燕 廉 文 沈慧萍

吴晓培 张 宾 张雪瑞 耿大磊

吴丹蓉 汪志平 赵丹萍 谭立荧

郑晓泽 赵园园 曾莉平 刘 宁

曾 佳 孙浩然 杨 帅 闵文祺

张 邁 刘 龙 卓岩松

教师教育学院（２人）：
沈凌洁 王金良

医学院（５４人）：
陈智琴 周 玲 段媛媛 徐宇浩

王新宇 曹雪进 顾漱溟 陆志敏

胡 斌 沈 朵 张 晴 吴莹倩

曹林林 杨 雪 叶 斐 吴思凡

姜 玲 李博健 李江枫 吴 亚

唐家梅 王旋旋 李 婧 孙 辉

熊莹晖 郑苗苗 刘 涛 张 岭

潘 扬 丁泽沅 王 战 梁 炜

吴 佳 陈敏洁 赵依琳 张荣雪

梁广舒 陈京燕 陈 蓉 郑 雨

李亚南 马海桃 沈 君 陆 平

凌 锐 钟艳云 孙 帆 姜 桃

钟梦诗 樊艳萍 李炜炜 李 荣

周 旭 傅婉秋

药学院（１６人）：
段忱辰 童小力 鲍鹏悦 陈 菲

杨济骏 李 君 郑天瑶 廖瑾瞞

王海燕 崔志华 陆 燕 孙 婷

伍志魁 陈 翠 吴 欢 吴慧娟

海外教育学院（２人）：
Ｔａｄｅｓｓｅ Ｍａｈｌｅｔ Ｇａｓｈａｗ Ｚａｉｎａｂ
Ｔａｈｉｒ　
京江学院（２３３人）：
孙鹏程 吴旭军 陈 阳 马伟伟

李云帆 冯一鸣 张慕华 李小康

刘
!

田 威 冷易凌 胡 立

杨沛文 许亚军 姜晓丹 李佳芯

潘 宸 戴 浩 陈 彪 汤益辉

贾永同 狄思俊 张 杰 赵 进

冯送炜 瞿晔飞 钱 灿 张梦娟

曹炜虹 江莉莉 赵 宇 顾淑梅

刘 童 曹洋洋 石 莹 侍海娇

朱文慧 庄孟瑶 彭 倩 王梦真

方柯莉 刘晓婉 詹其香 严 欣

丁冰清 孙翠翠 丁丽波 左晓凤

王 薇 阮兆忠 熊新宇 仇 盛

秦 希 王宁波 林丽萍 单红茹

朱爱娟 葛晓东 段亚伟 沈 玉

张 特 高志俊 张迎春 赵丽祥

朱咪咪 李 玉 张慈盘 王 芹

薛桂梅 张嘉璐 徐朵云 孙延杰

郁 琴 韩正运 韦 晨 张 烽

吴 翔 姚 舜 王 静 蔡伟健

龚文彦 徐 静 闵信军 陈 力

谈晓凡 刘 伟 孙莹莹 夏笑梅

朱颖峰 费 英 袁胜男 高 露

曹姗姗 李忠赢 陈泽鹏 何 娜

杨 潞 张玉风 刘 敏 戚 敏

施金花 崔益文 高 兴 李 伟

王 素 顾 峰 蔡晨霖 袁 伟

吴春建 肖 毅 张 杉 杨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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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晓祥 余华宾 徐建荣 陈 惠

黄 娟 戴 进 丁海飞 许珑泷

薛锦程 沈建炜 李小妹 杨培锁

朱思远 张芸芸 朱梦怡 王 兰

王 艳 龚亮 王海燕 周 翊

刘 蕾 孟祥利 明吉龙 杭丹丹

刘青青 吴瑞娜 赵 丹 陈 莹

张露月 俞 露 张 锐 章 倩

邹 恬 李菲梵 范依华 姜明妹

蒋梦雪 李雅婷 徐 佳 曹 颖

童 欣 马军文 张 琳 林 香

黄 楠 戴 丽 周 婷 徐 彤

宋加加 王天宇 崔 沛 钟静姣

蒋圆芳 李 慧 王 晨 王长驰

朱晓梅 黄继峰 唐文东 吴昕雨

王晶哲 刘 锐 周 顺 李萌萌

房 嫱 巫 格 杜 通 恽 悦

杨 潇 蒋培彬 罗荣娟 林 蕊

查梦华 邹 莹 刘丹丹 姚 瑶

翁冰倩 沈晶晶 唐 璐 俞丹云

司马云霓 兰年年 费玉秀

邵炜艺 孙 双 冯梦月 恽栩艳

彭 程 承 烨 童 林 仲桂霞

武 月 周佳棋 韩 梅 单裕娇

臧婷玉 周 莹 黄 丹 姜妍妍

邱蓬仙 黄亚男 夏燕珍 徐 凡

孙 婧 唐 楠 钟 倩 施倩雯

徐 悦 陈 枫 时梦雅 王小丽

王 艳 韩 璞 陆潘婷 潘佩华

祁 悦 朱莹桓 曹 蕾 康淑娟

高婷婷 虞平添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３日

十、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大学生新长征突击
手”名单

曹 冬 吴秋桐 赵园园 章倍祥

孟 帅 孙家愉 王燕妮 吴苏纬

曹 睿 徐 燕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７日

（撰稿人：沈　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招生、在校生来源情况

人

编号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合计
普通

专科生

普通

本科生
合计

普通

专科生

普通

本科生

成人

专科生

成人

本科生

网络

专科生

网络

本科生

硕士

研究生

博士

研究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５６１５ ５６１５ ４６９０４ ２２７９１ １１４ １６８３０ ６２４０ ９２９

北京市 ２ ２７ ２７ １３２ １０１ １３ １８

天津市 ３ １０２ １０２ ４１８ ３９８ １２ ８

河北省 ４ ９６ ９６ ４９８ ３９１ ８２ ２５

山西省 ５ ２３６ ２３６ １０９２ ８３９ １４９ １００ ４

内蒙古 ６ ４３ ４３ １８６ １６３ １９ ４

辽宁省 ７ ８０ ８０ ３７７ ３２７ ３９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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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６　　

续表

编号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合计
普通

专科生

普通

本科生
合计

普通

专科生

普通

本科生

成人

专科生

成人

本科生

网络

专科生

网络

本科生

硕士

研究生

博士

研究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吉林省 ８ ７０ ７０ ３３２ ２７５ ３７ ２０

黑龙江 ９ ５０ ５０ ２４５ ２０３ ３０ １２

上海市 １０ ２７ ２７ １４９ １０８ ２１ ２０

江苏省 １１ ２５１０ ２５１０ ３１７７２ １１８１７ １５６２２ ３７３８ ５９５

浙江省 １２ １４８ １４８ ５８５ ４８２ ７３ ３０

安徽省 １３ ２１４ ２１４ １３４６ ７９９ ４８７ ６０

福建省 １４ ７９ ７９ ４９７ ２９８ １５ １７３ ７ ４

江西省 １５ ８５ ８５ ７３３ ３０４ ３３２ ８７ １０

山东省 １６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０２０ ４８９ ５１９ １２

河南省 １７ ２２５ ２２５ １３３３ ８８１ ４３４ １８

湖北省 １８ ９２ ９２ ５８６ ３６１ ２１９ ６

湖南省 １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８７ ３９４ ８１ １２

广东省 ２０ ４１ ４１ １６８ １５１ １４ ３

广西省 ２１ １４７ １４７ ４７０ ３９２ ６３ １０ ５

海南省 ２２ ５１ ５１ ７９７ １９０ ９９ ４９１ １１ ６

重庆市 ２３ ７４ ７４ ２９４ ２７９ １３ ２

四川省 ２４ １３３ １３３ ３９９ ３６３ ３３ ３

贵州省 ２５ ２１６ ２１６ ６６２ ６５０ １０ ２

云南省 ２６ １７８ １７８ ４６４ ４５３ ９ ２

西藏省 ２７ １８ １８ ６２ ６２

陕西省 ２８ ９７ ９７ ３５７ ３１６ ３０ １１

甘肃省 ２９ １５５ １５５ ６５６ ６１６ ３４ ６

青海省 ３０ ３４ ３４ １３１ １２７ ４

宁夏 ３１ ６０ ６０ ２４０ ２２９ ９ ２

新疆 ３２ ９３ ９３ ３４２ ３３３ ８ １

港澳台侨 ３３ ７４ ５７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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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学生变动情况

人

编号

上学年初

报表在

校生数

增加学生数 减少学生数

合计 招生 复学转入其他 合计 毕业 结业休学退学开除死亡转出其他

本学年初

报表在

校生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总计 １ ４６０７３ １５４９３１５３１０１６６ ５ １２ １４６６２１３５４０２８８ ３２４３７５ ２ １ １３２ ４６９０４

普通本科、

专科生
２ ２２５０８ ５７１７ ５６１５ ８９ １ １２ ５４３４ ５０９８ １５２ １２６ ４３ ２ １ １２ ２２７９１

普通专科生 ３

普通本科生 ４ ２２５０８ ５７１７ ５６１５ ８９ １ １２ ５４３４ ５０９８ １５２ １２６ ４３ ２ １ １２ ２２７９１

成人本科、

专科生
５ １６６４６ ７５９２ ７５４１ ４７ ４ ７２９４ ６５４９ １３６ １７１３１８ １２０ １６９４４

成人专科生 ６ １８４ ４２ ４０ ２ １１２ ８３ ４ ２５ １１４

成人本科生 ７ １６４６２ ７５５０ ７５０１ ４５ ４ ７１８２ ６４６６ １３６ １６７２９３ １２０ １６８３０

网络本科、

专科生
８

网络专科生 ９

网络本科生 １０

研究生 １１ ６９１９ ２１８４ ２１５４ ３０ １９３４ １８９３ ２７ １４ ７１６９

硕士研究生 １２ ６０３９ ２０２７ １９９７ ３０ １８２６ １７９４ １９ １３ ６２４０

博士研究生 １３ ８８０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０８ ９９ ８ １ ９２９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在校生中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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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７４９ ２８９１６ ４ ７４ １３８２ ２３

普通本科、专科生 ２ ８７５ ２１０８７ １１９２ １９

普通专科生 ３

普通本科生 ４ ８７５ ２１０８７ １１９２ １９

成人本科、专科生 ５ ７０２ ４４３６ ４ １２３ ２

成人专科生 ６ ５ ４４ １ ８

成人本科生 ７ ６９７ ４３９２ ３ １１５ ２

网络本科、专科生 ８

网络专科生 ９

网络本科生 １０

研究生 １１ ２１７２ ３３９３ ７４ ６７ ２

硕士研究生 １２ １９９５ ３２９９ ５７ ４９ ２

博士研究生 １３ １７７ ９４ １７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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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外国留学生情况

人

编号
毕（结）

业生数

授予

学位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计
其中：春

季招生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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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３ ４６ ２９４ ５５ １０８５ ２８９ ２９８ ２２９ １４７ １２２

其中：女 ２ １４ １２ １２６ ２５ ４１６ １１７ １２３ ８０ ４９ ４７

按学

历分

小计 ３ ５３ ４６ ２３５ ４３ １０１６ ２３９ ２８０ ２２８ １４７ １２２

专科 ４ 

本科 ５ ２１ １８ １８５ ３７ ８６５ １８３ ２３４ １９５ １３１ １２２

硕士研究生 ６ ２２ ２１ ２９ ２ ８０ ２７ ２９ １８ ６

博士研究生 ７ １０ ７ ２１ ４ ７１ ２９ １７ １５ １０

培训 ８  ５９ １２ ６９ ５０ １８ １

按大

洲分

亚洲 ９ １５ １３ ８９ ５ ３３０ ９４ ６８ ７２ ５４ ４２

非洲 １０ ３５ ３０ １８１ ４５ ７１２ １８２ ２１４ １４８ ８９ ７９

欧洲 １１ ２ ２ ２２ ５ ３０ ９ １５ ４ ２

北美洲 １２ ２ １０ ３ １ ４ １ １

南美洲 １３

大洋洲 １４ １ １ ３ １ １ １

按经费

来源分

国际组织资助 １５

中国政府资助 １６ ４ ４ ４２ ４ １１６ ６５ ２７ １１ １１ ２

本国政府资助 １７

学校间交换 １８ ２８ １ ２８ ２８

自费 １９ ４９ ４２ ２２４ ５０ ９４１ １９６ ２７１ ２１８ １３６ １２０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在校生按年龄统计情况

人

编号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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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岁
及

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总计 １ ４６９０４ ３９５ ３３３２４９３８５３５４５７１８４８６９４１３２３９０２３６３３２３０４１４８２１１４２ ７８３ ５７９ ４３４１

其中：女 ２ ２３０７５ １９２ １４９７２２８６２３８０２７６５２３９８１９８４２０７２１９１６１１５３ ７７６ ６０３ ４１５ ３０６ ２３３２

普通专科生 ３

其中：女 ４

普通本科生 ５ ２２７９１ ３９１ ３２９３４８２７５０９２５０２３２９４４ ９０１ ２２０ ７１ ２３ ５ １

其中：女 ６ １０１５０ １９１ １４７２２２４０２２５８２３３３１２５２ ３０３ ６７ ２５ ９

成人专科生 ７ １１４ ３ ６ ８ ５ ７ １０ ６ ５ ２ １２ ３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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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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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岁
及

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总计 １ ４６９０４ ３９５ ３３３２４９３８５３５４５７１８４８６９４１３２３９０２３６３３２３０４１４８２１１４２ ７８３ ５７９ ４３４１

其中：女 ８ ５４ ３ ５ ６ ３ ３ ５ ３ ２ １ ４ １ １８

成人本科生 ９ １６８３０ ４ ３９ １１０ ２５５ ６３５ １３２１１８８４２０３０２０００１５４７１１６３ ９９８ ６９６ ５００ ３６４８

其中：女 １０ ９６７４ １ ２５ ４６ １１６ ４０７ ８７０ １０５９１０８７１１６０ ９００ ６５９ ５５５ ３８４ ２８５ ２１２０

网络专科生 １１

其中：女 １２

网络本科生 １３

其中：女 １４

硕士研究生 １５ ６２４０ １ ４ ５４ ５９５ １３４２１６２６１５０６ ６５６ ２３４ ７８ ３１ １５ ９８

其中：女 １６ ２９２９ ３ ２０ ２７０ ６１９ ９０９ ７１３ ２２１ ８９ ２５ １０ ６ ４４

博士研究生 １７ ９２９ １ １９ ４６ ７２ ７５ ６３ ４４ ６１ ５４８

其中：女 １８ ２６８ ６ １３ ２０ ２６ ２２ １７ １４ １５０

（撰稿人：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