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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关于表彰返校接站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学院团委：

在疫情防控严峻复杂形势下，为确保学生返校工作安全、

平稳、有序开展，降低学生与外界接触风险，我校团委组织各

学院志愿者，在 9 月 19 日、21 日开展了本科生返校接站志愿服

务与返校后三天静默期间的送餐志愿服务工作，在 9 月 26 日、

27 日开展了新生报到接站志愿服务与返校后三天静默期间的送

餐志愿服务工作。

在本次志愿服务中，全校师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积极

主动参与到返校接站各项工作中去。团委老师身先士卒，统筹

安排，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进



行；2329 名学生骨干组织得力、成效突出，积极为接站及送餐

工作出谋划策，主动协助、配合老师及其他学生骨干开展工作，

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各学院学生积极参与到返校后三天静默

期间的送餐志愿服务工作中，尽职尽责，进一步形成了师生互

助、生生互助模式，充分展现了师大人的志愿精神与青春风采。

为激励先进，进一步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引导全校广大青年师生积极投身志愿服务行动，

坚持与师大同行，从志愿精神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校团委通过

基层推荐、公开评选、民主投票和全校公示相结合的方式，评

选出共青团系统返校接站先进个人，特予以表彰。希望受表彰

的个人继续发扬志愿者精神，为全校师生树立榜样，进而在全

校形成互助奉献的和谐氛围，使志愿者精神深入人心。

附件：返校接站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共青团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2022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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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返校接站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教师优秀志愿者

樊 鑫 樊琳琳 王亚婷 高 艺 文 婷 宁译锐

郝兴雅 张瑞琴 段雅婷 李 阳 李蓓蓓 程祖浩

高敏君 赵林涛 马丽娜 王丽娜 代凯莉 陈 昱

优秀志愿者标兵（234 人）

文学院（25 人）

张文慧（1903） 张佩佩（1904） 崔晓静（1904） 郭雨田（1904）

杨 菁（2001） 闫 雪（2001） 江 帆（2001） 梁晓红（2001）

丁 琦（2002） 靳姝璇（2002） 苏奕丹（2002） 王贝贝（2003）

牛东浩（2003） 袁 满（2003） 张子玥（2003） 王睿轩（2004）

邱志强（2004） 杨锦坤（2004） 吴 凯（2004） 徐永昌（2004）

左文卉（2004） 章凯嘉（2006） 慕 子（2006） 黄家希（2103）

张艺旋（2103）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8 人）

贾俊杰（2001） 高子帅（2001） 王姊卓（2002） 马欢欢（2002）

周子浩（2003） 芦仕杰（2102） 陈 科（2020 级研究生）

张亚星（2020 级研究生）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11 人）

单伟杰（2001） 赵 冰（2001） 薛 超（2001） 赵家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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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心如（2002） 廖媛媛（2002） 王 泽（2004） 张健豪（2004）

武 杰（2004） 刁姝婷（2004） 高芙蓉（2102）

外国语学院（5 人）

韩佼奋（1901） 王文杰（2001） 翟月琴（2001） 张若渝（2001）

薛心怡（2004）

教育科学学院（17人）

韩琳格（1903） 王子萱（1904） 邱玉清（1906） 朱家琦（2002）

郭效言（1905） 李 薇（2004） 张洹堂（1905） 闫宇熙（2003）

曹越晴（2006） 韩舒婧（2106） 梁嘉琪（2106） 王雅婧（2106）

薛宁格（2106） 杜浩然（2106） 曹 尹（2106） 韩莎莎（2106）

王 薇（2106）

经济与管理学院（14 人）

史晓勇（经济 2001） 吕俊杰（经济 2001） 牛 琦（经济 2002）

张淑祯（经济 2003） 王 琪（财管 2001） 谢 漫（财管 2001）

王婷婷（财管 2001） 王 欣（财管 2001） 卢奕宸（财管 2001）

申一博（财管 2002） 崔 恒（财管 2002） 刘一蓉（经济 2101）

彭云飞（经济 2102） 武钰凯（经济 2103）

马克思主义学院（10 人）

郭怡林（1904） 孙新宏（2001） 秦诗涵（2001） 郭微笑（2001）

李威德（2002） 霍伟聪（2004） 靳宜佳（2004） 李 琪（2004）

闫楠珺（2004） 郑 好（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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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7 人）

武晨辉（2004） 要宛彤（2005） 杨 星（2005） 姜星宇（2005）

翟晓鹏（2005） 杜丽晨（2005） 贾君宇（2101）

音乐学院（7 人）

裴亦佳（2002） 薛琬琪（2002） 王光宇（2002） 宋 欣（2004）

冷怡璇（2004） 张文瓅（2005） 王艺琪（2103）

戏剧与影视学院（9 人）

曹一帆（1901） 周 磊（1903） 卫怡帆（2001） 郝舒锐（2002）

吕卓璠（2002） 杜会周（2003） 张荣浩（2003） 赵云霄（2003）

王志勇（2003）

书法学院（2 人）

张楚彬（2001） 刘予舟（210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18人）

孙 利（1906） 望瑞博（1906） 周晓惠（2002） 张 媚（2003）

郭 瑞（2004） 杜鑫雨（2004） 杨曜玮（2005） 郝文豪（2007）

张北辰（2007） 常思源（2101） 周威多（2101） 陈沛羽（2101）

王 珊（2101） 申紫睿（2101） 刘光运（2102） 王新瑜（2104）

贾亮军（2105） 郭卓杭（2107）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15 人）

郭曦瑶（2003） 李金贵（2003） 苏云俊（2003） 杨旭敏（2003）

张 阳（2003） 郭龙女（2004） 胡文培（2004） 王国龙（2004）

王泽辉（2004） 崔晨晨（2005） 李欣龙（2005） 孙 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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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阳（2006） 刘康乐（2103） 冯 章（2105）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16 人）

张良源（化学 2002） 崔欣雨（化学 2002） 任金祥（化学 2003）

白琛博（化学 2003） 鹿 柳（化学 2003） 郭 蕊（化学 2003）

刘雨昕（化学 2003） 张一多（材料 2001） 李 彬（材料 2001）

张 敏（材料 2001） 杨婷媛（材料 2001） 张若晨（材料 2001）

李 洋（材料 2002） 张婷玉（材料 2002） 钱鲲鸿（材料 2002）

曹 卓（材料 2002）

生命科学学院（23人）

柴贝宁（2001） 高 铠（2001） 周 璐（2001） 王铂渊（2001）

刘 薇（2003） 李琪睿（2004） 杨凯文（2005） 马万东（2005）

王琛坤（2006） 张亿鹏（2006） 孙文清（2006） 于 茜（2007）

王 怡（2008） 吕浩然（2009） 杜世杰（2009） 张子毅（2009）

初家俊（2010） 贾沁垚（2103） 史佳一（2103） 孔 磊（2103）

牛欣蕊（2104） 张明涛（2104） 张美婷（2105）

地理科学学院（16人）

刘 涛（2001） 鲁星杰（2001） 张力仁（2002） 侯 森（2002）

杨植林（2002） 白 茜（2003） 刘文毅（2003） 王 理（2003）

蒋明明（2004） 汤文博（2004） 王鹏贺（2004） 王潇庆（2005）

胡 超（2005） 张昕如（2006） 孙李想（2006） 杨远奇（2006）

传媒学院（12人）

刘 洲（播音 2001） 王 颖（播音 2001） 伊祖儿（空乘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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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哲阳（空乘 2001） 延雅霖（空乘 2001） 冯晓雪（空乘 2003）

谷思蕊（空乘 2003） 杜 祚（空乘 2101） 韩荣晶（空乘 2101）

李文杰（空乘 2102） 卫晨阳（空乘 2103） 贾衍彦（空乘 2104）

食品科学学院（8 人）

景子瑜（2001） 王祉嫣（2002） 仲 康（2002） 曹 然（2003）

史 珂（2003） 帅亚玲（2003） 马嘉琪（2004） 秦 颖（2004）

体育学院（11 人）

杨中帅（社体 2001） 张雨希（体教 2001） 付文林（社体 2001）

周天义（体教 2002） 刘邺铭（民体 2002） 任振宇（体教 2003）

李柄萱（体教 2004） 王会彰（民体 2102） 杨照荣（民体 2102）

冯金健（体教 2103） 崔震宝（体教 2103）

校级优秀志愿者（459 人）

文学院（50 人）

高雪荣（2001） 王梓怡（2001） 郭 涵（2001） 雷皓宇（2002）

崔磊婧（2002） 彭琬婷（2002） 左 颖（2002） 贾依娜（2002）

张湘敏（2002） 徐甲惠（2002） 郭志萍（2003） 李家心（2003）

闫 婧（2003） 乔慧敏（2003） 张雨祯（2003） 岳倩如（2003）

刘晓梦（2003） 崔嘉雪（2003） 郭可易（2003） 景玉洁（2003）

王柏惠（2003） 李欣怡（2004） 刘 琪（2004） 甄薪钰（2004）

尚晶宁（2004） 宋雅婧（2004） 马文慧（2004） 马艳波（2004）

秦 越（2004） 任沛芳（2004） 任悦华（2004） 金 鑫（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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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思玥（2004） 朱佳健（2004） 周芮至（2005） 崔津雨（2005）

于晋娴（2005） 张鹤藤（2005） 于晨晨（2005） 赵燕梅（2006）

姚林涛（2006） 葛高杰（2006） 高菁岩（2102） 冯丹洁（2103）

郭雨秋（2103） 张旭娇（2103） 周馨悦（2105）

师 羽（20 级研究生） 田 馨（20级研究生）

王 娟（20级研究生）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12 人）

孙 秀（1901） 陈思君（2001） 高 宇（2002） 冯丽丽（2003）

张 捷（2101） 赵一荧（2102） 刘卓琳（2103） 刘川栋（2103）

高宇航（2103） 樊博文（2103） 赵洪远（2021 级社会学研究生）

黄凯峰（2021 级社会学研究生）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3 人）

贾晓阳（2001） 刘慧宁（2002） 刘怡璇（2003） 芦梦浩（2004）

任 婧（2004） 杜丹丹（2004） 范咏伟（2004） 庞思诺（2005）

王 缤（2102） 王璐瑶（2102） 黄 莺（2102） 李 丹（2102）

蔺钰博（2102） 李浩琪（2103） 郝姝凝（2103） 候 颖（2103）

秦华清（2103） 王子媛（2104） 张金铭（2104） 赵 薇（2104）

尹成希（2105） 周 涛（2105） 李 岩（2020 级研究生）

外国语学院（11人）

王佳宇（1905） 张佳欣（2004） 黄 玲（2005） 张 慧（2005）

刘伟伟（2005） 魏煜欣（2103） 张栋杰（2103） 狄贵杰（2104）

侯欢芮（2104） 郭德圣（2005） 王方平步（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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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学院（34人）

郎 瑞（1902） 张 璐（1902） 杜祥瑞（1904） 洪玮伟（1905）

黎 霞（1905） 李 倩（1905） 吴浩平（1906） 任雅琦（2102）

沈馨妍（2102） 孙玉童（2102） 陶 然（2102） 秦梓瑜（2102）

任思宇（2103） 吴婷婷（2103） 苏 芸（2103） 孙紫妍（2103）

李 彤（2103） 韩 娜（2103） 李 卿（2104） 李婉婧（2104）

李彤彤（2104） 李文淇（2104） 刘碧云（2104） 李智慧（2104）

李雅诺（2105） 李宜蔚（2105） 郭瑶鑫（2105） 单 桐（2105）

樊萌萌（2105） 郭思怡（2105） 韩晶晶（2105） 岳 倩（2105）

胡文倬（2106） 王星才（2106）

经济与管理学院（28 人）

段波宇（经济 2001） 陈玉凤（经济 2001） 任进晖（经济 2002）

孙汇钰（经济 2002） 王丽君（经济 2003） 贺小蓉（经济 2003）

贾艳军（经济 2003） 吕成钢（经济 2003） 康宏磊（经济 2003）

王于丹（财管 2001） 杨 阳（财管 2001） 张 瑜（财管 2001）

温欣媛（财管 2002） 徐瑞英（经济 2102） 樊 艺（经济 2102）

张润波（经济 2102） 张志远（经济 2102） 王鑫雨（经济 2102）

魏孟可（经济 2102） 杨小娟（经济 2102） 郭佳杰（经济 2102）

曹莼洋（经济 2103） 彭 禛（经济 2103） 白鹏利（财管 2101）

莫鹏莹（财管 2101） 陈晓阳（财管 2102） 弓紫月（财管 2102）

郭晋香（财管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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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19 人）

鲍蓓蕾（2002） 胡思思（2003） 曹 欢（2004） 张仪伟（2101）

于冰灿（2101） 张甜甜（2101） 杨瑜璐（2102） 郝可鑫（2102）

田马威（2102） 陈佳佳（2103） 朱蓓婷（2103） 徐诗涵（2103）

贾雅倩（2104） 吕文慧（2104） 张瑞欣（2104） 王俊翔（2104）

魏成萱（2105） 郑雨佳（2105） 魏梦柔（2105）

美术学院（13人）

吕豪千（1904） 陈自力（2001） 赵文龙（2003） 陈 静（2003）

张德军（2003） 杨 宇（2004） 赵诗璇（2004） 王鹏瑞（2005）

李 彤（2005） 裴逸轩（2005） 刘凯月（2101） 贾玉洁（2101）

闫泽浩（2104）

音乐学院（13人）

梁宇杰（2001） 梁梓萌（2002） 费利杰（2002） 薛润泽（2003）

宋伟钰（2005） 王玉婵（2005） 权琳玲（2005） 冯程程（2101）

刘青松（2101） 吴亦卓（2101） 贺子悦（2105） 苗鹍鹏（2104）

杨 帆（2105）

戏剧与影视学院（17 人）

张艺峰（1901） 李思莹（1902） 李嘉欣（1903） 孙晨曦（2001）

乔雯莉（2001） 米泓蓬（2001） 杨子麟（2002） 董欣妍（2002）

王宇飞（2002） 张卓钰（2003） 康欣蔚（2003） 王诗博（2003）

李倩倩（2101） 介梦超（2102） 蔺雅琴（2102） 武锦涛（2102）

杨允鹏（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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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院（3 人）

焦钰茵（2001） 苗一帆（2101） 赵元玮（210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36人）

高 璐（1903） 黄鹏丽（1903） 刘 婷（1903） 王建钦（1903）

吕瑞龙（1904） 武朋杰（1904） 张文斌（1904） 宋 健（1906）

王宇霏（1906） 张菀菁（1906） 赵孟迪（1906） 刘 海（2001）

王创鑫（2001） 赵国华（2001） 樊雨洁（2002） 梁文涛（2003）

穆昱涛（2003） 王佳蓓（2003） 王 宁（2003） 吴永欣（2003）

杨佳丽（2003） 叶慧枝（2003） 赵文惠（2003） 周 婷（2003）

冀定斌（2004） 李 明（2004） 刘天宇（2004） 史永杰（2004）

李 璇（2005） 阴雪峰（2005） 陈艺开（2006） 郭雅妮（2006）

杨叶静（2006） 张亦淳（2006） 郝宏波（2007） 闫春帆（2106）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30 人）

卜江越（1904） 吕慧琪（1904） 牛盖慧（2001） 王彦超（2001）

白海凤（2003） 亢若然（2003） 王 昕（2003） 何苛苛（2004）

吉芝慧（2004） 李 妍（2004） 王林淼（2004） 薛旭琴（2004）

袁瑜谦（2004） 赵美玲（2004） 霍鑫杰（2004） 曹恩培（2006）

杜 冉（2006） 郭 苗（2006） 郭 烨（2006） 乔婧琪（2006）

邱海玥（2006） 王康颖（研究生 2020 级） 申学敏（研究生2020级）

郭凯丽（研究生 2020 级） 闫 磊（研究生 2020 级）

贺 帅（研究生 2021 级） 李泽光（研究生 2021 级）

孙孝文（研究生 2021 级） 李瑜瑜（研究生 202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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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彪（研究生 2021 级）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32 人）

夏晓东（化学 2001） 范润青（化学 2002） 李 婷（化学 2002）

石晨舒（化学 2002） 冯美欣（化学 2003） 关 娇（化学 2003）

张子杉（化学 2003） 邵欣羽（化学 2003） 边冰玥（化学 2003）

赵安琪（化学 2003） 赵 婧（化学 2003） 尹锦荣（材料 2001）

赵芳颐（材料 2001） 原艺格（材料 2001） 陈怡璇（材料 2001）

朱 丽（材料 2001） 张小梅（材料 2001） 刘鹏飞（材料 2001）

田坤祥（材料 2002） 闫鹏宇（化学 2101） 王伟一（化学 2101）

来芮玄（化学 2101） 卫文凯（化学 2102） 富译标（化学 2102）

侯宇杰（化学 2102） 王紫妍（化学 2103） 翟 旺（化学 2103）

闫梦洋（材料 2101） 王锦辉（材料 2101） 李甜怡（材料 2101）

陈渺苗（材料 2102） 王 菊（材料 2102）

生命科学学院（46人）

毋帅东（1902） 高贤龙（1902） 刘嘉瑞（1905） 刘一麟（2001）

王新宇（2001） 李丹阳（2002） 吴玉洁（2002） 任裕哲（2002）

韦小龙（2006） 梅 翔（2006） 武家茹（2008） 李文欣（2008）

郭 欣（2009） 苏转转（2010） 关佳茹（2010） 强恩菲（2010）

冯玉林（2010） 高志怡（2010） 薛佳昊（2010） 周佳佳（2010）

王 丽（2010） 樊文华（2010） 李相鹏（2101） 李羽鑫（2101）

史亚鹏（2105） 郭怡涵（2104） 杨子文（2104） 李 鑫（2105）

海桐瑞（2106） 邢 凯（2106） 晏伟华（2106） 郭梓桐（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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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洁（2106） 张鑫悦（2106） 傅小琴（2106） 曲梁帅（2107）

于建程（2107） 肖文佑（2107） 余德乾（2107） 刘文杰（2108）

李明泽（2108） 刘彤彤（2108） 李晗琦（2108） 张斯哲（2109）

蒋松霖（2109） 王博同（2110）

地理科学学院（31人）

李昕珈（2001） 王志鹏（2001） 范珈浚（2005） 刘文瑞（2001）

王 帅（2005） 侯娇隆（2005） 秦 悦（2005） 刘 洋（2005）

曹佳裔（2005） 高 寒（2006） 樊昕瑞（2101） 张子煜（2101）

李 玺（2101） 于肖洋（2101） 班睿祺（2101） 李浩东（2102）

李承阳（2102） 王鑫苑（2102） 王德宇（2102） 刘昱圻（2102）

王一博（2102） 任佳乐（2103） 杜家兴（2103） 樊宇涵（2104）

王 蔚（2104） 刘郴骏（2105） 王志瑞（2105） 薛智远（2105）

刘晋伶（2105） 付涵译（2105） 薛凯文（2106）

传媒学院（24人）

曹沐欣（广编 1901） 安晋辉（广编 2001） 郑佳胜（广编 2001）

南楚灵（播音 2001） 张兴宇（空乘 2001） 崔嘉俊（空乘 2002）

杨文泽（空乘 2002） 陈柏志（空乘 2002） 范振源（空乘 2002）

郭雅彤（空乘 2003） 田文艳（空乘 2003） 连巳君（广编 2101）

赵开楠（广编 2102） 郭姝亚（播音 2101） 王昊杨（播音 2102）

王 帅（空乘 2102） 胡晓斌（空乘 2103） 李炫雨（空乘 2104）

郭浩洋（空乘 2104） 任晓栋（空乘 2104） 刘浩宇（空乘 2104）

马嘉驰（空乘 2104） 李淳涛（空乘 2104） 刘 洋（空乘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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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学院（15人）

贾 晶（2001） 张雨婷（2001） 张志飞（2001） 邹 昂（2001）

梁延升（2002） 尉 凡（2002） 张茵枝（2002） 邓莉悦（2003）

胡嘉怡（2003） 李彤辉（2003） 王家妹（2003） 李小青（2004）

闫雨翔（2004） 张 欢（2004） 张 颖（2004）

体育学院（22 人）

郝天赐（社体 2001） 韩炳杰（社体 2001） 姚 腾（体教 2001）

杨沁峰（社体 2001） 姚岩松（体教 2001） 赵 新（社体 2001）

陈明宇（社体 2001） 谢文博（民体 2001） 张雪敏（体教 2002）

苏红骄（体教 2002） 李卓远（体教 2002） 武忠泰（体教 2002）

王雨涵（体教 2002） 赵浩冉（体教 2002） 姚 佳（体教 2002）

邓茹月（体教 2003） 王力轩（体教 2003） 张卫华（体教 2003）

何少文（民体 2101） 张 鑫（民体 2102） 刘 宙（体教 2102）

朱志兵（体教 2104）

院级优秀志愿者（1100 人）

文学院（128 人）

高 楠（2001） 穆晓瑜（2001） 史舒婷（2001） 史宇蓉（2001）

苏昭宁（2001） 李昭影（2001） 姚 佳（2001） 张佳慧（2001）

李铭瀚（2002） 董蜜蜜（2002） 赵 琪（2002） 高竹林（2003）

史旭倩（2003） 原枫弦（2003） 白淑榕（2004） 曹奕璇（2004）

成泳姗（2004） 程亚楠（2004） 何 钰（2004） 郝雪敏（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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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丽（2004） 刘欣雨（2004） 王培培（2004） 王梓琦（2004）

武新茹（2004） 梁鑫华（2004） 杨 瑞（2004） 张彩清（2004）

张 莹（2004） 张梦娜（2004） 孟嘉玥（2004） 张 冉（2004）

杨婧俪（2004） 董晨茜（2005） 耿 曜（2005） 高钰佳（2005）

李志丽（2005） 景 姝（2005） 刘 佳（2005） 武上人（2005）

王雨琪（2005） 陈佳敏（2005） 姚锦宜（2005） 赵一凡（2005）

王宇柔（2005） 李宛珊（2006） 马永良（2006） 叶滨雨（2006）

张晓洁（2006） 任语琪（2101） 庞先雅（2101） 雒晶晶（2101）

党子妍（2101） 魏 红（2101） 王正君（2101） 毛临辉（2101）

张晨曦（2101） 丁 度（2101） 崔淑婷（2101） 崔金金（2101）

胡雅喃（2101） 常玉洁（2101） 宋鑫晨（2101） 袁亦婷（2101）

赵欣婷（2101） 王佳烜（2101） 文振华（2101） 申豪泽（2101）

韩卓霏（2102） 贾 彤（2101） 郭赵洁（2101） 刘姿含（2102）

马兰芳（2102） 贺锦芳（2102） 马 欣（2102） 潘姝林（2102）

霍 楠（2102） 张婧华（2102） 周翔宇（2102） 李晓轩（2102）

张志敏（2102） 杜明骁（2102） 刘炳国（2102） 刁敏琪（2102）

杨泽祺（2102） 张晓凯（2103） 史骞升（2103） 孟德樵（2103）

于媛静（2103） 边钰杰（2103） 韩小珂（2103） 吴梓琼（2103）

白恒源（2103） 牛雨娜（2103） 侯瑞敏（2103） 张晓莉（2104）

张书慧（2104） 闫文惠（2104） 梁佳瑶（2104） 宋婉霞（2104）

王 蓉（2104） 温雨诺（2104） 吴怡漩（2104） 罗钰涵（2104）

贾宇新（2104） 王江荣（2104） 孟柳红（2105） 王政丰（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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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蝶（2105） 常敏岚（2105） 杜欣熹（2105） 杨欣睿（2105）

赵雅楠（2105） 赵若寒（2105） 丁凯燕（2105） 柴如镜（2105）

高鹤铭（2105） 曹赟茜（2105） 杨馥同（2105） 王威朝（2105）

刁亚欣（2106） 富晓逸（2106） 何怡情（2106） 朱焕焕（2106）

赵为炫（2106） 张 萌（2106） 李凤琦（2106）

张宏釦（20级研究生）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37 人）

李 娜（1902） 张 也（1902） 禹成炎（1903） 闫昌蓉（1903）

李家栋（1903） 王亚楠（2001） 李诗琪（2001） 田抒仪（2002）

王 莹（2002） 王沛媛（2002） 靳雨奇（2003） 赵 霞（2003）

李嘉豪（2003） 史泽宇（2003） 任应林（2003） 张朝阳（2101）

李佳家（2101） 李凯旋（2101） 郭弈萌（2101） 李 丹（2101）

王 钊（2102） 安 然（2102） 陈佳馨（2102） 杨树辰（2102）

张世杰（2102） 王雍盛（2102） 王一汀（2102） 周 瑞（2102）

尚源彬（2103） 潘明智（2103） 冯佳贝（2103） 吴 楠（2103）

王宇航（2021 级社会学研究生） 薛明月（2020 级社会学研究生）

韩 煜（2020 级社会学研究生） 文 昭（2021 级社会学研究生）

尹 健（2021 级社会学研究生）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56 人）

王嘉琦（2001） 王一锦（2001） 张阅时（2001） 靳宇茜（2001）

杜宇烁（2001） 刘 佳（2002） 弓鹏云（2002） 姚秀敏（2002）

王录婕（2002） 武 静（2002） 姚媛媛（2003） 刘 璐（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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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艺（2003） 程子珊（2003） 郑立婷（2003） 李金晶（2004）

郭子涵（2004） 杨慧媛（2004） 王宝谊（2004） 万小芳（2004）

朱雯鑫（2005） 郭丽娟（2005） 刘宇菲（2005） 詹 婷（2005）

罗毅凯（2005） 张靖玥（2101） 赵鑫宇（2101） 李琪芳（2101）

李易凯（2101） 闫国栋（2101） 刘浩楠（2102） 李晓雯（2102）

白佳苑（2102） 高博宇（2102） 王 迪（2102） 李裕田（2103）

闫宇欣（2103） 崔文冰（2103） 庞晓璇（2103） 李佳豪（2103）

郭向宇（2104） 贾军玲（2104） 李慧怡（2104） 李佳欣（2104）

关 林（2104） 范思哲（2105） 郭子豪（2105） 杜羽飞（2105）

顾菁阳（2105） 张雅雯（2105） 杨泽成（2020 级研究生）

李书龙（2020 级研究生） 郭 越（2020 级研究生）

范丛硕（2021 级研究生） 闫兆海（2021 级研究生）

赵春翔（2021 级研究生）

外国语学院（27 人）

张 鑫（1902） 邢艺洁（1903） 崔 雯（1904） 段汶慧（1904）

王婕筠（1905） 付 璟（2001） 宋嘉欣（2001） 张思彤（2001）

王鹏杰（2001） 王瑞琪（2002） 贺锦钰（2003） 武飞义（2003）

郭芳芳（2004） 王小敏（2004） 秦潇璐（2004） 王晓妍（2005）

蔡雨晴（2005） 付莹莹（2005） 李 思（2005） 熊铭嘉（2005）

尹榕雨（2005） 张成雪（2005） 孙慧琳（2005） 乔建俊（2005）

张馨予（2102） 张新苗（2102） 张玉洁（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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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学院（85人）

程紫晴（1902） 何泽平（1902） 沈 璐（1903） 张佳雨（1903）

崔燕玲（1903） 李 娜（1903） 杜原梅（1904） 方 月（1904）

李耀甜（1904） 付爽爽（1905） 郭瑞雪（1906） 韩 普（1905）

崔如梦（1905） 屈孝玥（1905） 姚丹丹（1905） 胡盛焱（1905）

唐 鑫（1905） 温 妍（1905） 向 勇（1905） 张仕晓（1906）

赵佳琦（1906） 王嘉敏（1906） 刘庆涛（1906） 王丽霞（2002）

秦榕婕（2002） 王逸彬（2002） 王逸彬（2002） 陈姝婕（2002）

王春雨（2003） 伍展鹏（2003） 杨昊华（2003） 李琪然（2003）

樊怡彤（2004） 郭慧兰（2004） 陈志霞（2004） 智雯荟（2005）

刘莫楠（2005） 马红燕（2005） 严红星（2006） 周兆霞（2006）

朱煜晨（2006） 雷登尧（2006） 暴洁龙（2006） 洪子宜（2006）

宋春阳（2102） 田婧怡（2102） 王晨蔓（2102） 王佳欣（2102）

梁晶晶（2102） 王桐垚（2102） 赵书艺（2102） 杨佳闻（2102）

闫孜佳（2102） 刘逸琪（2102） 卢重帆（2102） 聂 琪（2102）

彭 蕾（2102） 左茹彬（2103） 刘彦君（2103） 师梓琦（2104）

史 梅（2103） 史美欣（2105） 宋佳慧（2103） 贾茸惠（2103）

于海尧（2103） 林鸿伟（2103） 雷哲浩（2103） 陆 俊（2104）

唐宇豪（2104） 孙杨洋（2104） 乔 楠（2104） 孙艺洋（2104）

刘思语（2104） 鹿 洋（2105） 王 珏（2105） 王翔宇（2105）

王小丹（2105） 卫子烁（2103） 闫一静（2105） 赵茂杉（2105）

周励芳（2105） 周旭艳（2105） 刘 娜（2105） 彭模新（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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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钰洋（2106） 哈丽玛·达木（1904）

经济与管理学院（71 人）

张文凯（财管 1901） 杨泽悦（财管 1901） 来洁如（财管 1904）

邢洪瑞（财管 1904） 裴布丽（经济 2001） 石瑾璟（经济 2001）

王晨茜（经济 2001） 王东平（经济 2001） 李瑞彤（经济 2002）

李 波（经济 2002） 朱子琦（经济 2002） 胡铭芝（经济 2002）

王浩敏（经济 2002） 卢佳欣（经济 2003） 任萌雨（经济 2003）

庞夏云（经济 2003） 康利娜（经济 2003） 王泽炫（经济 2003）

张笑笑（财管 2001） 赵炳瑞（财管 2001） 裴玉洁（财管 2002）

罗馥宜（财管 2002） 刘新翠（财管 2002） 刘奕晨（经济 2101）

马新月（经济 2101） 平思茹（经济 2101） 任雅静（经济 2101）

袁 悦（经济 2101） 张呈瑶（经济 2101） 靳珺轲（经济 2101）

李彦澍（经济 2101） 岳 阳（经济 2101） 赵明伟（经济 2102）

张雅倪（经济 2102） 杨与辉（经济 2102） 冯 煊（经济 2103）

师雨婷（经济 2103） 肖露露（经济 2103） 杨 婕（经济 2103）

赵芃语（经济 2103） 刘凡与（经济 2103） 赵伟良（经济 2103）

胡馨怡（经济 2103） 崔 燕（财管 2101） 景晨丽（财管 2101）

雷欣意（财管 2101） 李佳瑶（财管 2101） 史雨阳（财管 2101）

王凯怡（财管 2101） 王 蕊（财管 2101） 王泽钰（财管 2101）

豆泽桐（财管 2101） 李天宇（财管 2101） 常瑗芳（财管 2102）

王东升（研究生 2020 级） 刘贵田（研究生 2020 级）

刘伟芳（研究生 2020 级） 耿雁泽（研究生 202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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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晨辉（研究生 2020 级） 王黑茂（研究生 2020 级）

曹 宇（研究生 2020 级） 杨嘉铭（研究生 2020 级）

代嘉男（研究生 2020 级） 光俊萍（研究生 2020 级）

王晓琦（研究生 2020 级） 段舒方（研究生 2020 级）

张 弘（研究生 2021 级） 秦梓轲（研究生 2021 级）

刘哲峰（研究生 2021 级） 张 哲（研究生 2021 级）

张国恒（研究生 2021 级）

马克思主义学院（49 人）

彭竹薇（2001） 顾亦冰（2002） 郑世平（2003） 冯欣蕊（2003）

陈 琪（2003） 查郑阳（2003） 何 川（2003） 荆佳蕊（2003）

降宏波（2004） 程亚晓（2004） 李茜楠（2004） 韩泽佳（2004）

杨李怡（2004） 王严辉（2101） 张宇柯（2101） 郝世芬（2101）

李佳齐（2101） 李青霞（2101） 毛妍彤（2101） 吴 杰（2101）

田湘婷（2102） 王 菊（2102） 王熙若（2102） 柴芙蓉（2102）

樊雪如（2102） 韩笑宇（2102） 杨 敏（2102） 陈沁怡（2103）

卫冠晴（2103） 秦歆倩（2103） 郭梦华（2103） 裴正阳（2103）

郝炳楠（2103） 梁译文（2103） 王子昂（2103） 宋敏敏（2104）

马娇娇（2104） 张莹琳（2104） 赵佳钰（2104） 甄雁靖（2104）

路翔麟（2104） 常桦榕（2105） 郭小雨（2105） 韩星星（2105）

胡洁丽（2105） 易万玲（2105） 原夏楠（2105） 原璐杰（2105）

冯天宇（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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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33人）

李 尧（2001） 张家荣（2001） 张明宇（2001） 杨 帆（2001）

吴倩倩（2003） 宋曦林（2003） 郜舜芳（2003） 王嘉威（2004）

张哲羿（2004） 李安楠（2004） 王 丰（2004） 高亭伟（2004）

苏子惠（2004） 李嘉姣（2005） 乔雅欣（2005） 张宇璇（2101）

白栩宁（2101） 苗欣瑶（2101） 牛景彦（2101） 姜艺哲（2101）

李红菊（2101） 赵子渤（2101） 张佩佩（2101） 李 朋（2103）

樊帅齐（2103） 刘晨阳（2103） 霍浩天（2103） 帅 帅（2104）

吴晨阳（2104） 刘泽陆（2104） 王翼洋（2104） 杨晓宇（2104）

弓江波（2104）

音乐学院（33人）

昝 敏（2001） 马晓楠（2003） 刘韶磊（2004） 李 信（2004）

吕熇彬（2005） 陈岱苇（2005） 张轩瑞（2101） 石 垚（2101）

丁 苒（2102） 张萌博（2102） 梁博伟（2102） 郝子锐（2102）

高鑫宇（2102） 程紫阳（2102） 杨涛林（2103） 陈亚蕾（2103）

郭文静（2103） 董贺洋（2103） 王伟吉（2104） 穆王徵（2104）

郭芯延（2104） 孙文涛（2104） 王国宇（2105） 张雨悦（2105）

张少山（2106） 范宇飞（2106） 郭雅婷（2106） 方玥颖（2106）

宋虹裕（2106） 郭垚成（2201170） 成星雨（2201170）

刘素华（2201170） 王莉娜（2201170）

戏剧与影视学院（43 人）

王婕妤（1901） 杨苛鑫（1902） 贺淑尧（1903） 田佳欣（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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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雪微（2001） 梁飞翔（2001） 冀双倩（2002） 任 浩（2002）

员敏姣（2002） 杨 硕（2002） 黄 瑞（2002） 申蕾歆（2002）

陈颖倩（2002） 张芯菲（2002） 蔚晨阳（2003） 王天莹（2003）

蒋 燚（2003） 冀文静（2003） 陈昱琨（2003） 张曦晨（2101）

樊鑫雨（2101） 赵 成（2101） 张绮珊（2101） 李嘉骏（2102）

贾浩天（2102） 解渊博（2102） 徐静蕾（2102） 雷欣荣（2102）

张凯珍（2102） 刘一丹（2102） 郭珈华（2103） 张晨欣（2103）

周家赫（2103） 曹一坤（2103） 宗梓芊（2103） 刘雨鑫（2103）

李博洋（20级研究生） 赵 珂（20级研究生）

张振帅（20级研究生） 李振华（20级研究生）

毕娇娇（20级研究生） 冯赟尧（20级研究生）

陈佩璇（20级研究生）

书法学院（9 人）

张世琛（2001） 张艺馨（2101） 王一涵（2001） 贾景博（2101）

林 哲（2101） 王韦智（2101） 张 琪（2101） 蔺吉洋（2101）

徐大荣（210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91人）

贾泽祺（1902） 高晨星（1902） 李佳倩（1902） 张丁文（1902）

张 颖（1902） 郭浩田（1902） 李 萱（1902） 高榕婧（1902）

石 侠（1903） 吕奕欣（1903） 巩 硕（1903） 张舒柳（1903）

郭宇真（1903） 王晶颖（1903） 冯湘舒（1903） 张远香（1904）

郭心如（1904） 郑凯琪（1904） 潘嘉琦（1904） 王旭红（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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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乐（1906） 翟鑫荣（1906） 卞哲熠（1906） 吴美娴（1906）

王玉珏（2001） 冯心怡（2001） 陈 倩（2001） 韩茜竹（2001）

周姿君（2001） 赵 迪（2002） 白咏琪（2002） 张晋乐（2002）

宋 瑶（2002） 白 帆（2002） 周婧楠（2002） 高苗苗（2003）

郭晓微（2003） 张 洁（2003） 郑惠阳（2003） 李雨姗（2003）

李星宇（2003） 李 柯（2004） 赵乐乐（2004） 王超颖（2004）

连孟勇（2004） 侯岩松（2005） 苏志伟（2005） 康俊杰（2005）

董娅楠（2005） 韩 佳（2005） 李海洋（2005） 师亚珍（2005）

文橙欣（2005） 闫虹锦（2005） 王 悦（2005） 郭洋洋（2005）

池蓉蓉（2005） 白昊翔（2006） 张亚轩（2006） 常旭峰（2006）

于佳睿（2006） 杨学懂（2007） 白怡宁（2007） 杜忠群（2007）

池容洋（2007） 温歆恺（2007） 薛文慧（2101） 刘昊东（2101）

周向驹（2101） 康钰赫（2102） 晋 娜（2102） 韩 雨（2102）

王晨蓉（2102） 王慧婷（2102） 孙银彬（2102） 韩靖娜（2103）

刘博学（2103） 赵宇婷（2103） 杨卓焜（2103） 蔡博琳（2104）

曹肖莉（2104） 韩 烁（2104） 张志强（2105） 杨 洋（2105）

贾丞良（2105） 李紫腾（2106） 许 晴（2106） 张文静（2106）

梁鑫妮（2107） 卢田树（2107） 宇文含云（2104）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75 人）

毕羽童（2001） 边婧婧（2001） 李星萍（2001） 刘晓喧（2001）

韩攀栩（2001） 宋英鹏（2001） 王嘉鑫（2001） 王 珏（2001）

郭靓娅（2004） 曹菁菁（2003） 陈一帆（2003） 郜婉煜（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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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丽萍（2003） 郭 杨（2003） 郝立群（2003） 侯 蕊（2003）

李雅婷（2003） 刘佳鑫（2003） 刘 禹（2003） 牛思允（2003）

武昌蕾（2003） 信世燕（2003） 薛慧敏（2003） 严 蕊（2003）

杨文静（2003） 荆鑫颖（2004） 和新月（2101） 韩清泉（2005）

苏乃驰（2005） 张璐璇（2005） 郭晓玲（2006） 侯 妮 (2101）

贾 颖（2101） 李星儒（2101） 宋 研（2101） 王舒雅（2101）

王亚菲（2101） 吴晨盈（2101） 张晓蔓（2101） 靳嘉源（2101）

耿鑫雨（2102） 兰 婷（2101） 李天雅（2102） 徐国恺（2102）

兰钧添（2103） 李金柱（2103） 秦 骁（2103） 邱成飞（2103）

曲文倩（2103） 王 鼎（2103） 张国超（2103） 赵肖婷（2103）

韩皎洋（2104） 郝宇苗（2104） 侯华婷（2104） 侯欢笑（2104）

侯 曼（2104） 呼子怡（2104） 黄佳雯（2104） 纪昕晖（2104）

冀陆昕（2104） 徐邢钰（2104） 贾佳敏（2104） 燕泽君（2105）

张书豪（2105） 张泽华（2105） 张凯粤（2105） 贾镕华（2105）

张小璇（2105） 查星宇（2106） 陈梓涵（2106） 崔泽慧（2106）

王晓莹（2106） 杨佩蓉（2106） 郭柏毓（2106）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80 人）

魏文慧（化学 1901） 郑丽娜（化学 1901） 姚 丽（化学 1902）

张业清（化学 1902） 田 菊（化学 1902） 李雅丽（化学 1902）

韩 宁（化学 1902） 韩文静（化学 1903） 付钰莹（化学 1903）

崔金泰（材料 1901） 靳心雨（材料 1901） 暴崧旭（材料 1901）

张一宁（材料 1901） 赵普怡（材料 1901） 张红梅（材料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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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佳琪（材料 1901） 马 珠（化学 2002） 马 婧（化学 2001）

薛碧游（化学 2001） 姬文莫（化学 2001） 周宇婷（化学 2001）

徐鹏飞（化学 2001） 刘海超（化学 2002） 杜金珠（化学 2002）

张媛媛（化学 2002） 郭成方（化学 2002） 陈钰洁（化学 2003）

马心月（化学 2003） 刘小雨（化学 2003） 武恬宇（化学 2003）

高智真（化学 2003） 杨鹏宇（化学 2003） 马 婧（化学 2003）

马浩林（化学 2003） 王欣跃（化学 2003） 李国英（化学 2003）

葛 璐（化学 2003） 郝锦维（材料 2001） 杨瑞芬（材料 2001）

李璐璐（材料 2002） 常江悦（材料 2001） 王文学（材料 2001）

魏佳奥（材料 2002） 王洋洋（化学 2101） 王耀君（化学 2101）

席嘉艺（化学 2101） 刘 庆（化学 2101） 吴 迪（化学 2101）

武锦楠（化学 2101） 薛文清（化学 2101） 赵于恒（化学 2101）

吉王凯（化学 2102） 富钰琪（化学 2102） 李 利（化学 2102）

李可依（化学 2102） 雷温壮（化学 2102） 李思彤（化学 2102）

李淑钰（化学 2102） 张 鑫（化学 2102） 程日欣（化学 2103）

张皓然（化学 2103） 苏馨宇（化学 2103） 武 洁（化学 2103）

张玥儿（化学 2103） 周梦雨（化学 2103） 李宇轩（材料 2101）

翟振昕（材料 2101） 白佳仪（材料 2101） 刘 鑫（材料 2102）

吕佳乐（材料 2102） 张爱平（材料 2102） 贾进国（材料 2101）

逯炳淋（材料 2102） 陈志皓冉（化学 2103）

焦凌霄（研究生） 刘璐璐（研究生） 张伽郡（研究生）

王晓玉（研究生） 魏书锦（研究生） 牛宝玥（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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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112 人）

刘佳慧（1902） 岳宇宇（1903） 雷慧敏（1903） 冀佳莉（1903）

常笑语（1903） 杨建萍（1905） 程艳妮（1908） 朱迎花（1908）

陈菁妍（1908） 田松凡（2001） 朱金茹（2001） 朱玥儒（2001）

周晨阳（2001） 任一鑫（2001） 宋美芸（2001） 王彤彤（2001）

孙思瑜（2001） 侯文静（2001） 段夏楠（2001） 满倬含（2001）

李昀倩（2001） 郝欣雨（2001） 李 亚（2001） 李昊静（2001）

白其鑫（2001） 郭蓉静（2001） 高泽博（2001） 张聪颖（2002）

张新悦（2002） 贺 娜（2002） 高 媛（2002） 郝佳乐（2002）

谢宇娇（2002） 王 娟（2002） 郭静霞（2002） 郝改芳（2002）

郭晓慧（2002） 韩雯昕（2002） 杨 璇（2002） 董雅彤（2002）

刘云霞（2002） 王慧英（2002） 崔乐瑄（2002） 贾凡乐（2002）

李 敏（2002） 刘沛玉（2002） 张鹏飞（2003） 杨子喆（2003）

郝文慧（2003） 姚梦宇（2003） 温铭业（2003） 郭凤源（2003）

任冰玉（2003） 王宇鹏（2003） 杨佳慧（2003） 李晓娜（2004）

吴佳奇（2004） 任红霞（2004） 赵蓓蕾（2004） 王 璐（2004）

李欧凯（2005） 张耀梁（2005） 张佳伟（2005） 李璐璐（2005）

宁鑫茹（2005） 岳 馨（2005） 林克翔（2006） 许廷丰（2006）

吕皓帆（2006） 刘梦迪（2007） 肖 灵（2007） 孟 想（2007）

陈昕怡（2008） 曾梓毓（2008） 白雨娟（2008） 赵 静（2008）

汪宇红（2008） 乔丹丹（2008） 李佳蓉（2008） 李晨璐（2008）

张嘉晨（2008） 黄日中（2009） 郭文娟（2009） 岑仁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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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菲（2010） 薛梓悦（2101） 张钊琪（2101） 程 婕（2101）

杨国顺（2101） 王晶洁（2101） 段凯悦（2102） 康 宁（2102）

焦琳童（2102） 李春玲（2102） 韩元东（2102） 程 用（2102）

王晶钰（2102） 唐晓杰（2102） 徐 翔（2102） 崔珈鸣（2102）

李宇凡（2103） 温 馨（2103） 原梓羚（2103） 王 楠（2103）

侯泓吉（2104） 姚 宁（2104） 刘小杰（2107） 盛 烨（2107）

白芝铭（2107） 郭嘉艺（2107） 郝泽欣（2108） 郑瑞洁（2109）

地理科学学院（78人）

周姝彤（2001） 张 佳（2001） 吴子轲（2001） 胡云飞（2001）

王家欢（2001） 尹瑞琦（2001） 张仪婷（2001） 冀小蕊（2002）

张晨鑫（2002） 张心茹（2002） 谢可意（2002） 商思沛（2002）

张晨曼（2002） 叶璐瑶（2002） 赵敏慧（2002） 王煜杰（2003）

刘志慧（2003） 刘佳艺（2003） 桑伟滨（2003） 叶增财（2003）

何雅凝（2003） 段沛良（2003） 任雪琳（2003） 渠博慧（2003）

谢婉莹（2003） 蔡 茜（2003） 王芯茹（2003） 王夏妮（2003）

乔莹芬（2003） 裴铭珺（2003） 张亚琴（2003） 刘芯宇（2004）

张慧芳（2004） 武文青（2004） 李静林（2004） 张雅清（2004）

梁培钰（2004） 潘治宏（2004） 李籽言（2005） 苏珏敏（2005）

杨婷婷（2005） 张燕燕（2005） 武玉婷（2005） 杨晓雨（2005）

杨雨青（2005） 宋晓琴（2005） 牛 颖（2005） 吕 萌（2005）

沈禹婷（2005） 侯苗苗（2005） 陈梦瑶（2005） 陈柯时（2005）

杨妍妮（2005） 董晨翊（2005） 贾翠花（2005） 张艳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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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野（2006） 沈芯竹（2006） 杨金博（2006） 司雨晴（2006）

宁 川（2006） 郭濡瑄（2006） 李美静（2006） 邓 雪（2006）

孙建琪（2006） 陈 梦（2101） 冯玙璇（2101） 朱紫琴（2102）

王彦茹（2102） 郝校黎（2103） 郭红平（2103） 吕天钰（2103）

王昊宇（2103） 姬彩铃（2104） 郑雪倩（2104） 贾 琦（2104）

吉珂瑶（2105） 杨倩倩（2106）

食品科学学院（38人）

乐进军（2001） 龙能柳（2001） 南海彬（2001） 宋玉成（2001）

杨明池（2001） 余俊峰（2001） 邓皓文（2002） 侯智轩（2002）

冀宝国（2002） 宛袁威（2002） 谢 鹏（2002） 余辉耀（2002）

占 勇（2002） 张经纶（2002） 钟文宇（2002） 宗 正（2002）

管宏伟（2003） 刘贺龙（2003） 刘佳蓓（2003） 师文卓（2003）

王潇驰（2003） 吴子昂（2003） 贺祥剑（2004） 李晓雪（2004）

戚洛嘉（2004） 康 佳（2101） 朱晨萌（2101） 王海珍（2102）

席铭钰（2102） 韩佳瑞（2103） 侯 媛（2103） 张建伟（2103）

张文军（2103） 白丽霞（2104） 冯海晶（2104） 韩 笑（2104）

张佳琪（2104） 赵 琪（2104）

体育学院（55 人）

刘 伟（民体 1902） 李启东（社体 2001） 李泽鑫（运训 2001）

修文静（民体 2001） 刘一洁（运训 2001） 王翊硕（民体 2001）

马雨思（体教 2001） 王启扬（体教 2001） 李 毅（体教 2001）

孙培智（体教 2001） 郝 晨（体教 2001） 黄怡洁（社体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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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于哲（体旅 2001） 王嘉芯（体教 2002） 杨 月（体教 2002）

薛 磊（体教 2002） 闫麒文（运训 2002） 张茁语（体教 2003）

王议敏（体教 2003） 苗明月（体教 2003） 张自龙（运训 2003）

王 达（体教 2003） 田大良（体教 2003） 张 原（体教 2003）

胡瑜琪（体教 2003） 武书阳（体教 2003） 陈 星（体教 2003）

张文慧（体教 2003） 李 翔（体教 2003） 张贵涵（运训 2003）

郭浩南（体教 2003） 王哲峰（体教 2004） 马好好（民体 2101）

张 栋（运训 2101） 张弘旭（运训 2101） 张天徽（运训 2101）

刘权锐（体旅 2101） 韩宇祥（体旅 2101） 郑富泉（体旅 2101）

宋明义（体旅 2101） 杨佳浩（社体 2101） 陈茂东（民体 2101）

吕海雯（体旅 2101） 刘思来（运训 2102） 郑兴文（运训 2102）

李哲睿（运训 2102） 路万里（运训 2102） 王志鹏（民体 2102）

张宇轩（运训 2102） 张沛尧（民体 2102） 许 蓉（运训 2103）

陈嘉琦（体教 2104） 郝俊龙（体教 2104） 吴克凡（体教 2104）

刘洛寧（体教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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