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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

晋师团发〔2022〕8 号

★

共青团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关于五四各类先进评选表彰的决定

2021 年，我校共青团系统在校党委、团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1342 计划”

为工作思路，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参与学校迁建大业，

勇担历史使命，夯实主责主业，培育特色品牌，全团大抓基层，

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引领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

年和组织青，为服务学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各级团组织及广大共青团干部围绕“1342”计划，夯实主责

主业，培育特色品牌，引领服务青年，稳步推进共青团工作，取



- 2 -

得了一些成效。“二课”建设顺利推进，定期对学生参加“二课”

情况进行学分预警，开辟了“二课”官方咨询平台；建立了“导

学、讲学、研学、比学、践学、督学”六位一体的“青年大学习”

制度，覆盖率稳居全省高校前列；“智慧团建”学社衔接率居全

省高校前列，多次得到团省委通报表扬；校团委官方微信公众号

入选“首批 200 个高校思政类公众号重点建设名单”，是我省唯

一入选的高校；校团委新媒体获得全国优秀高校媒体前 30 强，

入选全国高校共青团新媒体重点工作室，连续三年获得山西省

“十佳校媒”；规范了学生社团管理，找准社团发展航向，打造

了两个全国高校十佳社团和一个全国学生社团前 30 强的社团，

形成了你追我赶、次第有序的学生社团全国百强阵地联动发展态

势；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了多个专题的主题教育或主题团

日活动，青年参与率 100%，人均 5 次以上；发挥了学生学风督

查员、餐厅文明监督员、校园环境清洁督察员三支监督员志愿者

队伍的作用，维持高峰期就餐秩序，厉行勤俭节约，实施光盘行

动，维护校园环境；组织了 395 支队伍共 9110 人参与到“三下

乡”社会实践中，得到了中青网、山西青年报等数十家媒体的报

道，我校连续两年被团中央评为社会实践优秀组织单位，连续三

年获得山西省社会实践优秀组织单位称号；在本科生、研究生返

校接站工作中，组织了 1400 余名学生志愿者承担了全部的学生

和行李的接站工作，为学校迁建工作提供助力；西部计划持续培

养人才，得到了团中央少年部部长曾锐的高度评价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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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先进，进一步发挥先进带头作

用，鼓励广大青年担当作为，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

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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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共青团系统各类先进集体和个人，特予以表彰。希望受表彰的

集体和个人团聚青春力量，树立远大理想、坚定信念，开拓进取，

再创新高，谱写新篇章。

附件：2021 年度共青团系统各类先进表彰名单

共青团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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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共青团系统各类先进表彰名单

先进基层团组织

一、红旗团委（4 个）

文学院团委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团委

地理科学学院团委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团委

二、先进团委（4 个）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团委 书法学院团委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团委 传媒学院团委

三、红旗团支部（8个）

文学院 1901 团支部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2001 团支部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2001 团支部

外国语学院 2003 团支部

生命科学学院 2001 团支部

教育科学学院 1905 团支部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管 1904 团支部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1903 团支部

四、先进团支部（81个）

文学院

1801 班团支部 1901 班团支部 2005 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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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2001 班团支部 1902 班团支部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04 班团支部 2001 班团支部

外国语学院

2003 班团支部 2001 班团支部 2005 班团支部

教育科学学院

1905 班团支部 2004 班团支部 1904 班团支部

教师教育学院

2103 班团支部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管 1904 班团支部 财管 2002 班团支部 经济 2002 班团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1 班团支部 2003 班团支部 2004 班团支部

美术学院

2005 班团支部 1904 班团支部

音乐学院

1904 班团支部 2002 班团支部 2003 班团支部

戏剧与影视学院

2001 班团支部 2003 班团支部

书法学院

1901 班团支部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902 班团支部 2003 班团支部 2004 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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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2003 班团支部 2004 班团支部 236 爱心社团支部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2001 班团支部 化学 1903 班团支部

生命科学学院

2001 班团支部 2002 班团支部 2003 班团支部

2010 班团支部 1901 班团支部

地理科学学院

2005 班团支部 2004 班团支部 2006 班团支部

传媒学院

播音 1902 班团支部 空乘 2001 班团支部 广编 2101 班团支部

食品科学学院

2004 班团支部 1901 班团支部

体育学院

体教 1901 班团支部 体教 2002 班团支部 运训 1901 班团支部

运训 1903 班团支部 社体 2001 班团支部 民体 2002 班团支部

现代文理学院

汉语言 1901 班团支部 汉语言 2002 班团支部 思政 2001 班团支部

旅游 2001 班团支部 商英 1901 班团支部 学前 2001 班团支部

心理 2001 班团支部 财管 1802 班团支部 财管 2001 班团支部

数媒 2001 班团支部 书法 2001 班团支部 舞蹈 1901 班团支部

数学 2001 班团支部 电子 2001 班团支部 化学 1901 班团支部

生科 2001 班团支部 生科 2002 班团支部 地科 2001 班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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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编 2001 班团支部 体教 1903 班团支部

实验中学

初 160 班团支部 高 348 班团支部 高 352 班团支部

高 353 班团支部 高 368 班团支部 高 370 班团支部

优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8 支）

教育科学学院 “育人暖阳”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地理科学学院 “心连心”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青驻我心”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晨曦”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沐春风”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励耕”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马克思主义学院 “知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外国语学院 “青柠檬”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优秀团干部（8 人）

樊琳琳 阎海燕 王亚婷 郝兴雅

张笑迷 宁译锐 樊 鑫 文 婷

和谐青春奖章（5 项）

自强自立青春奖章 何宇浩（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803 班）

社会实践青春奖章 山西师范大学大学生理论宣讲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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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青春奖章 山西师范大学第五届研究生支教团

科技创新青春奖章 刘新浩（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1905 班）

学术研究青春奖章 杨 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9级博士）

优秀团员标兵（21 人）

文学院 李 楠（1905）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陈琦颖（1901）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白 雨（1901）

外国语学院 崔 雯（1904）

教育科学学院 刘智霞（1905）

经济与管理学院 温欣媛（财管 20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白沛林（1903）

美术学院 高亭伟（2004）

音乐学院 高攀红（1902）

戏剧与影视学院 邵俊杰（1803）

书法学院 张美琦（190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杨 博（1904）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郭晨霞（1904）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韩文静（化学 1903）

生命科学学院 王 嘉（1907）

地理科学学院 王晓雨（1906）

传媒学院 董昱苗（播音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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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学院 宋知鸿（1903）

体育学院 王 帅（体教 1903）

现代文理学院 张 颖（戏文 1901）

实验中学 许泽州（348）

优秀志愿者标兵（22 人）

文学院 高 欣（1905）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田抒仪（2002）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靳宇茜（2001）

外国语学院 韩佳泽（1905）

教育科学学院 郝靖宇（1902）

教师教育学院 刘雪瑗（210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卢佳欣（经济 20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锦华（2003）

美术学院 宋子杰（1804）

音乐学院 王 倩（1905）

戏剧与影视学院 常 龙（1902）

书法学院 时 俏（190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白书宇（2002）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陈睿轩（2002）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杨志敏（化学 1901）

生命科学学院 李 萍（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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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院 田宇琪（1903）

传媒学院 曹沐欣（广编 1901）

食品科学学院 曹家玮（2004）

体育学院 马 洁（运训 1903）

现代文理学院 穆滢滢（生科 1902）

实验中学 赵朕毅（354）

校级优秀团员（593 人）

文学院（29人）

崔滢蕊（1801） 张靖苑（1801） 刘文华（1802） 周梓鑫（1802）

马 慧（1803） 吴清华（1803） 范 雪（1804） 杨雅琦（1804）

李波沄（1805） 田婧瑶（1805） 吴梦娇（1806） 侯扬帆（1806）

邱龄伊（1807） 拾嘉灿（1807） 李萍萍（1901） 李佳乐（1901）

喻桂珍（1902） 王雨萌（1902） 曹语曼（1902） 杨子怡（1903）

董徐慧（1903） 武溢文（1903） 姜晋楠（1904） 杨碧茹（1905）

赵晨阳（1905） 杨嘉昕（1905） 徐嘉仪（1906） 黄诺华（1907）

史旭倩（2003）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10 人）

黄 凡（1901） 郝梦圆（1902） 邵文静（1903） 闫昌蓉（1903）

徐可欣（2001） 贾俊杰（2001） 尉建文（2002） 常文帅（2003）

赵 霞（2003） 梁乃川（2003）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3 人）

徐元星（1901） 刘彩虹（1901） 任晶晶（1902） 孙 哲（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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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梓君（1903） 李俊玲（1904） 付欣燕（1905） 杜宇烁（2001）

张晴雯（2001） 张志平（2001） 赵佳慧（2001） 周 渊（2002）

师心如（2002） 廖媛媛（2002） 李超艺（2003） 王敦辉（2003）

杨 开（2004） 万小芳（2004） 范咏伟（2004） 王 泽（2004）

丁 娇（2005） 黎 婧（2005） 原新茹（2005）

外国语学院（23人）

李香蕾（1901） 杨欣雨（1901） 梁咏琪（1902） 孙 欣（1903）

苏雅莉（1904） 张辰浩（1905） 李 倩（2001） 付 璟（2001）

程雨婧（2001） 王文杰（2001） 王颖心（2001） 宋丽丽（2002）

郜婷萱（2002） 王文丽（2002） 张 玥（2003） 李嘉琦（2003）

徐国鑫（2003） 张栩敏（2003） 刘诗琪（2004） 薛心怡（2004）

王小敏（2004） 张新昇（2005） 魏欣宇（2005）

教育科学学院（27人）

刘雯欣（1802） 孙 嘉（1803） 任晓芳（1804） 陈彦君（1804）

贾隽殊（1805） 杨银洁（1806） 张 文（1902） 陈 靖（1903）

刘昕悦（1904） 张怡茹（1904） 柴荟雅（1904） 李 爽（1905）

郭培云（1905） 鲁梦娜（1906） 郭瑞雪（1906） 赵齐缘（1906）

王绎舒（2002） 岳 多（2002） 郭佳雯（2003） 韩 源（2003）

郭慧兰（2004） 王虹蕊（2004） 张钰茜（2005） 胡怡萌（2005）

郭香琪（2005） 杨 洋（2006） 迪娜尔·巴特尔别克（1905）

教师教育学院（10人）

李培昕（2103） 孙梦萱（2104） 杨永杰（2103） 冯霞霞（2103）

李彦欣（2101） 张姣霞（2101） 焦梦瑶（2104） 张新园（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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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梦羽（2101） 葛智捷（2104）

经济与管理学院（24 人）

王子琴（经济 1801） 史琳璇（财管 1801） 夏育博（财管 1802）

任峰娇（财管 1803） 银利红（财管 1804） 薛 静（经济 1901）

张诗禹（经济 1901） 师春伟（财管 1901） 郭原宇（财管 1901）

徐卓然（财管 1902） 刘 淼（财管 1903） 王邢冉（财管 1904）

嘉梓卉（财管 1904） 尹晓霞（财管 1904） 裴布丽（经济 2001）

李文娟（经济 2002） 张淑祯（经济 2003） 谢 漫（财管 2001）

张笑笑（财管 2001） 卢奕宸（财管 2001） 王超琼（财管 2001）

庞 莉（财管 2002） 申一博（财管 2002） 鲁渊涛（财管 2002）

马克思主义学院（23 人）

王超洋（1801） 赵昕钰（1802） 苏丹娜（1803） 王俊杰（1901）

王鑫宇（1901） 杨一丹（1901） 李溪然（1902） 白沛林（1903）

韩若冰（1903） 史凯捷（1904） 程雅丽（2001） 郭佳运（2001）

孟妍妍（2001） 李佳琪（2002） 杨瑞琳（2002） 胡思思（2003）

白晓阳（2004） 耿雨婷（2004） 靳宜佳（2004） 田博文（2004）

李 琪（2004） 曹 淦（研究生 马理论 2001）

刘海欣（研究生 马理论 2001）

美术学院（14 人）

孙倩倩（1804） 王利东（1804） 李耐琪（1901） 魏嘉美（1903）

杜蕾蕾（1903） 李佳楚（1904） 杨欣媛（1905） 武露露（2001）

陈 静（2003） 高亭伟（2004） 李玉洁（2004） 姜星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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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宛彤（2005） 杜丽晨（2005）

音乐学院（13人）

刘志超（1902） 景若楠（1903） 晋嘉睿（1903） 王柯雯（1904）

许恩泽（1904） 王鹏娟（1904） 郭嘉毅（2001） 梁梓萌（2002）

岳琛卉（2002） 李颖怡（2002） 田乃欣（2003） 孔德英（2004）

王玉婵（2005）

戏剧与影视学院（14 人）

李可昕（1801） 邢家语（1802） 宋玉鑫（1803） 李智媛（1901）

张艺峰（1901） 李天一（1902） 李思莹（1902） 李天琪（1903）

王昕怡（1903） 卫怡帆（2001） 杨子麟（2002） 苗嘉林（2003）

蔚晨阳（2003） 王志勇（2003）

书法学院（5 人）

徐欣莹（1901） 陈 睿（1901） 张茹菲（1902） 刘思雨（1902）

张小玉（200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29人）

侯一甜（1901） 牛婷婷（1901） 温晶晶（1902） 郝 璟（1902）

李佩蓉（1902） 李芷若（1903） 郭宇真（1903） 曹 颖（1904）

田丹阳（1904） 郭怡宁（1905） 王 硕（1906） 周丹阳（2001）

吴思静（2001） 李芳媛（2001） 李卓秀（2001） 王 锐（2001）

柳承轩（2002） 刘俞均（2002） 张 媚（2003） 梁文涛（2003）

刘一丹（2003） 郭郁婷（2004） 吕思敏（2004） 贾少同（2004）

李 璇（2005） 温馨悦（2006） 吴 琦（2006） 杜忠群（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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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蕾（2007）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29 人）

魏雅锐（1901） 赵洁瑞（1901） 牛靖铭（1901） 安彦霖（1902）

李美琴（1903） 张婧榕（1903） 黄钰斐（1903） 付旭敏（1904）

郭珂钰（1904） 张嘉怡（1904） 侯瑞倩（1905） 李梦琪（1906）

韩攀栩（2001） 孙 昕（2001） 刘文静（2001） 季泽琳（2001）

郭鲜荣（2002） 杨洁璇（2002） 白海凤（2003） 张馨文（2003）

程 晨（2004） 霍鑫杰（2004） 赵美玲（2004） 袁瑜谦（2004）

张璐璇（2005） 郝雪娇（2005） 樊佳睿（2006） 薛 玉（2006）

李金阳（2006）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26 人）

郑钰婷（化学 1801） 陈瑞欢（化学 1802） 张 敏（化学 1803）

王建枝（材化 1801） 任钦禹（化学 1901） 江晨坤（化学 1901）

王佳卉（化学 1902） 荆婧漪（化学 1902） 安彦楠（化学 1903）

孙冰瑶（材化 1901） 崔轲欣（化学 2001） 连 洁（化学 2001）

李彦芳（化学 2001） 李子璇（化学 2001） 刘海超（化学 2002）

武俐君（化学 2002） 闫馨星（化学 2002） 韩鑫悦（化学 2002）

李国英（化学 2003） 边冰玥（化学 2003） 杨瑞芬（材化 2001）

魏 婕（材化 2001） 张 敏（材化 2001） 侯冠淩（材化 2002）

康超君（材化 2002） 韩鹏婷（材化 2002）

生命科学学院（40人）

李子仪（1901） 李阳蕊（1901） 薛爽新（1901） 樊渝晋（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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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慧芳（1901） 许炬丹（1902） 任 倩（1902） 郭甜冰（1903）

朱心如（1903） 侯欣怡（1904） 郝佳琦（1904） 刘 畅（1905）

宋泽源（1906） 王璐珍（1907） 李梦洁（1907） 黄丹萍（1907）

申怡凯（1908） 高 雅（1909） 陈 云（1909） 石慧瑶（1910）

杨 婧（1910） 裴创欣（1910） 程美琦（1910） 王彤彤（2001）

侯文静（2001） 李昊静（2001） 高泽博（2001） 贾凡乐（2002）

袁俊轶（2002） 董雅彤（2002） 任冰玉（2003） 王 霞（2004）

岳 馨（2005） 杨乐心（2006） 张 苑（2007） 郝瑞瑾（2007）

曾梓毓（2008） 蔚如靖（2009） 郭 欣（2009） 初家俊（2010）

地理科学学院（27人）

康宝祥（1901） 刘麟君（1901） 李怡佳（1902） 马靖邦（1903）

李晓琼（1904） 牛潞琪（1905） 李 洋（1906） 李昕珈（2001）

曲 歌（2001） 李泽宇（2001） 叶璐瑶（2002） 梁艺凡（2003）

刘芯宇（2004） 叶增财（2003） 任雪琳（2003） 白 茜（2003）

李静林（2004） 文心梅（2004） 贺普杰（2005） 吕 萌（2005）

秦 悦（2005） 沈禹婷（2005） 王潇庆（2005） 张艳华（2005）

崔瑞奇（2006） 司雨晴（2006） 马智崟（2006）

传媒学院（25人）

贺康平（广编 1901） 杨 鹏（广编 1901） 李泽昊（广编 1901）

吕 涛（播音 1901） 张国权（播音 1901） 宋潇旋（播音 1901）

张 翊（播音 1902） 李美怡（广编 1902） 张一凡（广编 1902）

蒋 洁（播音 1901） 陈皓男（播音 1902） 樊效江（播音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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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广玲（播音 1902） 闫震瀛（播音 1902） 郅羽萱（广编 2001）

张丹妮（广编 2001） 程欢欢（播音 2001） 陈 鸿（空乘 2001）

高铭雨（空乘 2001） 安超林（空乘 2001） 周 彤（空乘 2002）

刘恒佑（空乘 2003） 常玉歆（空乘 2003） 郭盼盼（空乘 2004）

郜馨如（空乘2004）

食品科学学院（16人）

马舒宁（1801） 孙子琦（1802） 许妍玲（1803） 高子忻（1804）

刘 乐（1901） 董盈君（1901） 荆蕾蓉（1902） 宋知鸿（1903）

闫子悦（1904） 赵雪竹（2001） 张志飞（2001） 钟文宇（2002）

侯智轩（2002） 曹 然（2003） 郑长娟（2003） 曹家玮（2004）

体育学院（22人）

李丛聪（体教 1901） 解佳乐（体教 1902） 裴缘圆（体教 1903）

薛 磊（体教 2002） 靳智海（体教 2002） 侯辰杰（体教 2002）

胡瑜琪（体教 2003） 李哲波（体教 2004） 王晓雪（体教 2004）

权 莉（运训 1901） 胡宝鑫（运训 1903） 朱玉萍（运训 2002）

丁 赛（社体 1801） 谭 涛（社体 1901） 李慧玲（社体 2001）

孙荣茹（民体 1901） 于清钟（民体 1901） 毕嘉怡（民体 1902）

石永奇（民体 1902） 修文静（民体 2001） 侯彩菊（民体 2002）

张新斌（民体 2002）

现代文理学院（124 人）

中文系（18 人）

张 玺（汉语言 1901） 杜小霞（汉语言 1901） 李 陆（汉语言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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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静（汉语言 1902） 温 莉（汉语言 1903） 程锦璇（汉语言 1903）

任 珂（汉语言 1904） 姬梦梦（汉语言 1905） 郭开明（汉语言 1906）

刘璐瑶（汉语言 1907） 杨琳琳（戏 文 1901） 常玉玲（汉语言 2001）

师心言（汉语言 2001） 赵君申（汉语言 2001） 周铭宇（戏 文 2001）

郝君宇（汉语言 2002） 李小丹（汉语言 2002） 常莉娇（汉语言 2002）

政法系（6 人）

王 聪（思政 1901） 王雅欣（思政 1901） 郑文娜（思政 2001）

李东霞（思政 2001） 崔浩蓉（法学 2001） 李昊娜（法学 2001）

历史系（4 人）

韩国庆（历史 1801） 李希芳（历史 1901） 王 灿（旅游 2001）

李 赛（旅游 2101）

外语系（9 人）

闫春意（商英 1901） 关鹏博（英语 1901） 王世瑾（英语 1901）

刘梓仪（英语 1901） 张 敏（英语 2001） 张晓妍（英语 2001）

张亚帆（英语 2001） 张雅婷（英语 2001） 孙 颖（英语 2101）

教育系（14人）

黄坤凤（心理 1801） 郭寒静（学前 1801） 姚 丹（学前 1802）

刘 洋（学前 1805） 郭 宇（学前 1807） 张 婷（学前 1902）

白星雨（学前 1902） 白晓荣（学前 1903） 宋雯荟（学前 1905）

秦楚乔（学前 1906） 张 晶（学前 1908） 赵 瑾（心理 2001）

闫宇慧（心理 2001） 吴孟宣（心理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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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系（10人）

药亚茹（经济 1801） 邢晓楠（财管 1801） 赵亚婷（财管 1805）

李 娟（财管 1902） 王静静（财管 1903） 晋群尧（财管 1905）

温佳欣（财管 2001） 赵 悦（财管 2001） 杜国婷（财管 2001）

樊梦迪（财管 2101）

美术系（4 人）

秦建雯（国画 1901） 宋 慧（数媒 2001） 王瑞婷（数媒 2001）

郭晋霞（油画 2001）

书法系（3 人）

杨雅戈（书法 1901） 李雪晴（书法 1902） 郭 慧（书法 2001）

音乐系（4 人）

王佳雨（舞蹈 1901） 段琳霞（舞蹈 2001） 李佳欣（音乐 2001）

高亚枝（音乐 2101）

物信系（7 人）

陈 怡（电子 2001） 郝 硕（电子 2001） 张晓雪（应物 2001）

王彦惠（应物 2001） 丁姝静（应物 2001） 王雅婷（应物 2001）

黄兰琪（电子 2101）

数计系（8 人）

薛彩芳（数学 1801） 李 桐（计科 1801） 王文涛（数学 1802）

李丽芳（数学 1803） 梁培慧（数学 1901） 张 堃（计科 1901）

郭宇婷（数学 1902） 任 瑛（数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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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系（13 人）

潘 宇（生科 1801） 林玥秀（食科 1801） 刘江瑞（生科 1802）

赵璐璐（生科 1901） 徐子涵（生科 1901） 赵海燕（食科 1901）

田佳川（生科 1902） 郭 俊（生科 1902） 穆滢滢（生科 1902）

杜 蕊（生科 2001） 魏世珍（食科 2001） 张 璇（生科 2002）

李直达（生科 2002）

化学系（8 人）

苗瑞丹（化学 1901） 张瑞花（能化 1901） 王亚楠（能化 1901）

郭炎璐（化学 1902） 李 婕（化学 1902） 王雅琪（化学 1902）

张 钰（能化 2001） 张舒蕾（化学 2002）

地理系（7 人）

刘红宇（地科 1901） 杨 欣（地科 1902） 郭彩悦（地科 2001）

晋若云（地科 2001） 刘 梅（地科 2002） 李晶晶（地科 2102）

平越一凡（环科 2101）

传媒系（7 人）

刘佩仪（播音 1801） 高浩天（广编 1801） 胡 楠（播音 1802)

杨舒雯（广编 1802） 武 昊（广编 1802） 李慧敏（广编 2001）

王亦奇（航服 2104）

体育系（2 人）

王海州（体教 1901） 刘欣欣（体教 1901）

研究生会（15人）：

张瑞洁（社会学与法学学院2020级社会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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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宪花（教育科学学院2020级研究生）

任怡静（教育科学学院2020级研究生）

孙艳闰（教育科学学院2020级研究生）

王璐娜（教育科学学院2020级研究生）

王 曦（教育科学学院2020级研究生）

袁 平（教育科学学院2020级研究生）

孙 艳（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20级研究生）

赵 婕（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2020 级研究生）

董孝庆（美术学院2020级研究生）

唐静静（美术学院2020级研究生）

何成宇（戏剧学院2020级研究生）

吴 潇（戏剧学院2020级研究生）

张振帅（戏剧学院2020级研究生）

许夏荣（传媒学院2020级研究生）

实验中学（25人）

王蒙恩（343） 贾淑雯（344） 林卓然（346） 张鑫尧（346）

贾曼雪（346） 王思彤（346） 高博远（347） 赵盈辉（348）

王维康（348） 杨婧贤（348） 尚 红（349） 任嬿如（349）

徐令华（350） 柏柳好（350） 尚兰哲（351） 高睿杰（352）

李雅哲（353） 葛羽优（353） 何慧琳（357） 赵桂奇（359）

弓建强（360） 史博林（360） 贾悦航（367） 李森洁（374）

杨天泽（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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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级优秀团员（1375 人）

文学院（76人）

李思思（1801） 姚彩霞（1801） 马菲悦（1802） 王力冉（1802）

张琳茹（1803） 梁馨予（1803） 李怡光（1804） 王 婷（1804）

李元杰（1804） 晋子怡（1804） 赵彦甦（1805） 邓若滢（1805）

王雅楠（1806） 刘晓洁（1806） 张一晴（1806） 徐 磊（1807）

沈仁敬（1807） 王雪瑶（1901） 刘利英（1901） 焦亚婷（1901）

张文超（1901） 刘泽宇（1901） 刘雨艳（1902） 苏思贤（1902）

崔文瑞（1902） 王凤维（1902） 袁佩雯（1902） 孙慧敏（1903）

张改转（1903） 张露丹（1904） 楚梓煜（1904） 卢 蓉（1904）

董彤彤（1905） 管新妍（1905） 马逸清（1905） 钟 莉（1905）

王梦茹（1906） 李雪萌（1906） 尹红丽（1906） 张鑫慧（1906）

王 硕（1907） 宋以沫（1907） 张榕倪（1907） 文 毅（2001）

高雪荣（2001） 陈慧琳（2001） 韩妍婧（2001） 闫 雪（2001）

江 帆（2001） 郭婉茹（2001） 姚 佳（2001） 丁 琦（2002）

白 露（2002） 雷皓宇（2002） 彭婉婷（2002） 左 颖（2002）

邵宇娜（2002） 刘晓梦（2003） 王贝贝（2003） 袁 满（2003）

闫洁雅（2003） 张彩清（2004） 田佳玥（2004） 郝雪敏（2004）

王睿轩（2004） 金 鑫（2004） 朱佳健（2004） 迪 润（2005）

韩梦燃（2005） 董晨茜（2005） 李 丹（2005） 姚锦宜（2005）

赵一凡（2005） 章凯嘉（2006） 孙 洁（2006） 王江荣（2104）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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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彬彬（1901） 张 岚（1902） 李建臻（1902） 王佩真（1903）

李卓蔓（2001） 孔思婕（2001） 高子帅（2001） 金宇轩（2001）

郭琪琪（2002） 葛 聪（2002） 王姊卓（2002） 马欢欢（2002）

董靖妍（2002） 陈玥颖（2002） 王利凯（2002） 张 琦（2003）

李嘉豪（2003） 覃雨薇（2003） 张丽媛（2003） 周子浩（2003）

张 晗（2003） 张慧茹（2003） 张 辉（2003） 王点点（2101）

郭奕萌（2101） 武文琪（2102） 李奕冉（2102） 安梓琪（2103）

李泰樱（2103）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48 人）：

李宗颖（1801） 李慧敏（1802） 贾佳璐（1803） 刘甜甜（1804）

崔佳琛（1805） 王颖熹（1901） 张佳鑫（1901） 高静怡（1902）

王亚宁（1902） 朱登瑞（1902） 韩舒玲（1902） 程普奕（1903）

刘 轩（1903） 苏洲锦（1904） 陶 伟（1904） 申艳卉（1904）

侯雪雨（1905） 江春杉（1905） 陈佳媛（2001） 李姿奕（2001）

秦雨君（2001） 张阅时（2001） 赵 冰（2001） 赵家辉（2002）

刘 婕（2002） 薛鸿嫱（2002） 荆 婷（2003） 陈美宇（2003）

许和洋（2003） 张健豪（2004） 段嘉琪（2004） 刘翔宇（2004）

任 婧（2004） 王晋霖（2004） 胡 可（2005） 赵 薇（2005）

郭彩霞（2005） 孙月秋（2005） 白 丹（2101） 闫国栋（2101）

陈禹祥（2102） 王州洋（2102） 庞晓璇（2103） 梁 成（2103）

李佳欣（2104） 吴振宇（2104） 尹慧煜（2105） 张雅雯（2105）

外国语学院（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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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科（1801） 李冰玉（1802） 任 颖（1803） 贾瑞红（1804）

张向新（1805） 安思敏（1901） 赵 婧（1901） 阎淑惠（1902）

乔 钰（1902） 崔栋华（1902） 雷亚琦（1903） 白雪童（1903）

张佳佳（1903） 丁 琪（1904） 宁力宇（1905） 刘忠良（1905）

牛欣欣（2001） 张若渝（2001） 翟月琴（2001） 王鹏杰（2001）

王甜宇（2001） 荆佳欣（2001） 秦诗琦（2001） 张沐妍（2002）

牛江涛（2002） 赵晓江（2002） 王 珺（2003） 武飞义（2003）

张思旭（2003） 邵 静（2003） 张 妍（2003） 李林燕（2003）

朱凌蕾（2004） 郭芳芳（2004） 刘 静（2004） 柴 嘉（2004）

潘思扬（2005） 刘伟伟（2005） 李鑫源（2005） 贾 旭（2101）

郝川舒（2101） 郎思音（2101） 张新苗（2102） 康子燕（2102）

张佳睿（2103） 陈雅菲（2103） 郭慧敏（2104） 王晓甜（2104）

狄贵杰（2104） 南亚婷（2105） 芦若林（2105）

教育科学学院（69人）

庞 昕（1802） 裴 霞（1802） 李 燕（1803） 郝辰瑄（1803）

王亚茹（1804） 姚 洁（1804） 孙媛媛（1805） 赵雅洁（1805）

周 菊（1806） 杨 扬（1806） 刘梦婕（1902） 杜忠娟（1902）

袁博文（1902） 岳雅婷（1902） 闫文华（1903） 周羽飞（1903）

张 咪（1904） 马宇洁（1904） 秦文霞（1905） 董丹妮（1905）

赵方圆（1905） 刘庆涛（1906） 孙晓萌（1906） 刘杰红（1906）

高宇蕙（2002） 朱家琦（2002） 郝欣怡（2002） 李丹妮（2002）

胡夏荷（2002） 王逸彬（2002） 闫苁蓉（2003） 汪舒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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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梅（2003） 王 僖（2003） 韦雨欣（2003） 臧青琪（2003）

张 静（2004） 王婧祥（2004） 王 敏（2004） 代婉婉（2004）

陈志霞（2004） 李佳佩（2004） 汪永丽（2004） 韩 婕（2005）

马红燕（2005） 左 程（2005） 晋冰冰（2005） 郭洪如（2005）

郝凯玥（2005） 颜欣悦（2005） 来彦蒙（2005） 赵毓柯（2005）

李凯菲（2005） 李若彤（2006） 杨佳儒（2006） 姚美琪（2006）

武文瑜（2006） 刘玥瑶（2102） 赵书艺（2102） 周子萱（2103）

杨艳青（2103） 贺瑞晶（2104） 孙艺洋（2104） 王小丹（2105）

李思俊（2105） 李宜蔚（2105） 冯鑫洋（2106） 张钰洋（2106）

凯迪日耶·木久普（1905）

教师教育学院（24人）

关舒亚（2103） 杨 妮（2102） 张 静（2101） 王熙灵（2103）

王 媛（2101） 张荣荣（2104） 曹霞霞（2104） 王立秀（2105）

张培文（2105） 杨慧昕（2101） 姜艺敏（2102） 李 瑨（2105）

韩竹苗（2101） 贾美娟（2101） 孟 妍（2105） 田静静（2103）

赵兵阳（2101） 张亚男（2102） 王鹤颐（2104） 樊玉洁（2105）

张亚楠（2101） 吕巧玲（2105） 郑欢欢（2104） 王一娇（2103）

经济与管理学院（53 人）

张 颖（经济 1801） 赵 薇（财管 1801） 韦婧婧（财管 1801）

刘哲敏（财管 1802） 魏 苗（财管 1802） 张梦婷（财管 1803）

张凤娥（财管 1803） 张 瑶（财管 1804） 薛雅琪（财管 1804）

赵亚宁（经济 1901） 张湲敏（经济 1901） 王宇超（财管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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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晨（财管 1901） 马海啸（财管 1902） 张嘉欣（财管 1902）

高新淇（财管 1903） 潘柔克（财管 1903） 高晓娟（财管 1903）

祁轲妮（财管 1904） 蔺思淇（财管 1904） 薛宇文（财管 1904）

石瑾璟（经济 2001） 杨静怡（经济 2001） 李茹雪（经济 2001）

王晨茜（经济 2001） 朱子琦（经济 2002） 程佳璐（经济 2002）

李瑞彤（经济 2002） 胡铭芝（经济 2002） 郜一筠（经济 2002）

牛思帆（经济 2003） 庞夏云（经济 2003） 王丽君（经济 2003）

任萌雨（经济 2003） 霍倩婷（财管 2001） 王 琪（财管 2001）

邱 婷（财管 2002） 岳自兴（财管 2002） 王 浩（财管 2002）

罗馥宜（财管 2002） 刘新翠（财管 2002） 裴玉洁（财管 2002）

袁 悦（经济 2101） 周依鑫（经济 2101） 樊 艺（经济 2102）

逯亚娟（经济 2102） 张志远（经济 2102） 李 琛（经济 2103）

张继恒（经济 2103） 莫鹏莹（财管 2101） 雷欣意（财管 2101）

王秀瑶（财管 2102） 马培文（财管 2102）

马克思主义学院（55 人）

海晨露（1801） 任 萍（1801） 李学锋（1802） 李钰婵（1802）

张露露（1802） 闫思琪（1803） 张晓丹（1803） 张心雨（1803）

卫萌露（1901） 张 欣（1901） 韩 凤（1902） 刘喜梅（1902）

米 欢（1902） 张 丹（1903） 赵小耘（1903） 郑昱潇（1903）

智媛媛（1903） 罗 倩（1904） 岳珊华（1904） 张梓煜（1904）

刘慧芳（1904） 王晓倩（1904） 董亚菲（2001） 任晓芳（2001）

雷 佳（2002） 颜甜甜（2002） 王泽瑞（2002） 张 娜（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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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川（2003） 吕松宸（2003） 吴雨佳（2003） 薛宇文（2003）

陈 妍（2003） 李佳仪（2003） 程悦悦（2004） 常怡然（2004）

董家木（2004） 马洁萍（2004） 高 乐（2004） 韩泽佳（2004）

刘秀敏（2004） 李佳齐（2101） 田马威（2102） 杨瑜璐（2102）

王雪敏（2102） 陈佳佳（2103） 朱悦尔（2103） 白 蕾（2104）

王瑾轩（2104） 姬瑞瑾（2105） 吴东权（2105） 李振国威（2101）

文 倩（研究生 哲学 1901） 王 震（研究生 马理论 2001）

李 卉（研究生 马理论 1901）

美术学院（29人）

岳冰文（1801） 杨 阳（1801） 张 星（1803） 李嘉熙（1803）

赵 颖（1804） 畅琳彤（1901） 梁紫桩（1901） 卢娇蓉（1901）

王夏曦（1903） 赵智俊（1903） 王相程（1903） 安佳宇（1904）

段金英（1904） 桑希熳（1904） 杨婕妤（1904） 彭显欣（1905）

杨 杰（1905） 刘瑞丹（2001） 晁晨阳（2001） 赵文龙（2003）

蔡 政（2003） 宋曦林（2003） 吕 玥（2003） 赵诗璇（2004）

姜波涛（2004） 苏子惠（2004） 师久茹（2005） 乔雅欣（2005）

李 彤（2005）

音乐学院（34人）

冯熙杰（1901） 刘 畅（1901） 邢子雯（1902） 侯振强（1902）

王书涵（1903） 化国庆（1903） 纪文润（1904） 李 航（1905）

黄 彦（1905） 郭 建（1905） 曹艳霞（2001） 梁宇杰（2001）

冯思博（2002） 薛琬琪（2002） 张 蓓（2002） 郭静茹（2003）



- 27 -

葛莹显（2004） 刘思妤（2004） 宋伟钰（2005） 张新智（2101）

石 垚（2101） 梁博伟（2102） 丁 苒（2102） 王艺琪（2103）

孙嘉旋（2103） 董贺洋（2103） 金甜钰（2104) 程雅洁（2104）

贺子悦（2105） 刘星妤（2105） 田薇雨（2105） 李晨瑜（2106）

宋虹裕（2106） 刘晨曦之（2104）

戏剧与影视学院（30 人）

崔子晔（1801） 王锦仪（1801） 杜 彤（1802） 范香钰（1802）

白家鑫（1803） 马鑫宇（1803） 申杞帅（1901） 张思宇（1901）

宋 芯（1902） 姚思琴（1902） 孙 鑫（1903） 张子豪（1903）

刘雅萱（1903） 田佳欣（2001） 孙晨曦（2001） 陈颖倩（2002）

雷 羽（2002） 冀双倩（2002） 员敏姣（2002） 申蕾歆（2002）

韩亦娜（2003） 陈昱琨（2003） 韩佳昕（2003） 郝芝艺（2101）

樊鑫雨（2101） 赵 成（2101） 蔺雅琴（2102） 雷欣荣（2102）

梁 慧（2103） 杨允鹏（2103）

书法学院（8 人）

王艺锦（1801） 樊玉欣（1801） 王晓姣（1901） 张玉男（1901）

杨笑宇（1902） 秦晓珍（1902） 王 晶（2001） 袁佳茵（200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70人）

揣 然（1806） 侯琰蕾（1901） 阎俊如（1901） 刘瑾琦（1901）

陈文敏（1901） 贺丽津（1901） 陈宇彤（1902） 杜炅璐（1902）

秦基敏（1902） 宋欣轶（1902） 张 发（1902） 吕奕欣（1903）

王睿豪（1903） 蔡春珍（1903） 梁艳玲（1904） 吴 瑶（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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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雨佳（1904） 侯礼婧（1905） 雷紫超（1905） 谢佳玉（1905）

张 敏（1906） 白 帆（1906） 张 友（2001） 王玉珏（2001）

张钰乾（2001） 刘芝珍（2001） 秦安福（2001） 王轶男（2001）

王 捷（2002） 王 莹（2002） 周婧楠（2002） 高 颖（2002）

王颖磊（2002） 谭 蕾（2002） 刘佳琳（2002） 韩林倩（2002）

周晓慧（2002） 李雨姗（2003） 宋 莹（2003） 周永强（2003）

申辰千（2003） 徐瑾焕（2003） 郭晓微（2003） 王文静（2003）

张 阳（2003） 马亚荣（2004） 袁喆彬（2004） 冀定斌（2004）

王纪元（2005） 侯岩松（2005） 胡清宇（2005） 于佳睿（2006）

任婧杰（2006） 马 越（2006） 温歆恺（2007） 田 琪（2007）

纪林清（2101） 张诗迪（2101） 康钰赫（2102） 郑竣文（2102）

赵宇婷（2103） 刘博学（2103） 王晨博（2104） 杨 洋（2105）

解欣玥（2105） 许 晴（2106） 刘浩冉（2106） 梁鑫妮（2107）

刘姝君（2107） 宇文含云（2104）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69 人）

王炽卿（1901） 陈柯潭（1901） 贺文伟（1901） 王晓芃（1901）

冀宇琴（1902） 任宋婕（1902） 马才媛（1903） 常紫怡（1904）

郭佳宁（1904） 李双宏（1904） 丁福增（1904） 张 冀（1904）

曹轩宇（1905） 韩慧敏（1906） 吕卓瑶（1906） 毛 佳（2001）

程琪洋（2001） 牛盖慧（2001） 王嘉鑫（2001） 王彦超（2001）

齐嘉妮（2001） 卫少华（2002） 晁子怡（2002） 冯 辉（2002）

曹菁菁（2003） 郭曦瑶（2003） 侯 蕊（2003） 刘佳琪（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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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云俊（2003） 亢若然（2003） 李金贵（2003） 李雅婷（2003）

胡文培（2004） 李 妍（2004） 宁紫轩（2004） 杨家宜（2004）

解丰羽（2004） 苏正宇（2004） 赵心悦（2004） 范雨萱（2005）

韩冰晴（2005） 张寒雪（2005） 段亚欣（2005） 贺晓喧（2006）

裴佳甜（2006） 乔婧琪（2006） 赵 蓉（2006） 贾 颖（2101）

畅子钥（2101） 靳嘉源（2101） 杨利霞（2102） 兰 婷（2102）

李天雅（2102） 张泽鹏（2102） 李金柱（2103） 邱成飞（2103）

任梦雅（2103） 王 鼎（2103） 韩皎洋（2104） 金启欣（2104）

徐邢钰（2104） 冯 章（2105） 刘卫东（2105） 糜瑞璇（2105）

张泽华（2105） 崔泽慧（2106） 胡林钰（2106） 刘偲偲（2106）

杨佩蓉（2106）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56 人）：

曹 宇（化学 1801） 李子祎（化学 1801） 闫玲玉（化学 1802）

安文瑾（化学 1802） 张 凯（化学 1803） 藏 蕊（化学 1803）

何家乐（材化 1801） 穆璐鑫（材化 1801） 张心草（化学 1901）

韩哲敏（化学 1901） 孙嘉乐（化学 1901） 尹 鑫（化学 1901）

李辰朔（化学 1902） 刘 慧（化学 1902） 刘亦萌（化学 1902）

张 乐（化学 1902） 张 璐（化学 1903） 田旭冉（化学 1903）

白乙均（化学 1903） 李 艺（化学 1903） 郭凡凡（材化 1901）

韩娟业（材化 1901） 张一宁（材化 1901） 暴崧旭（材化 1901）

陈佳颖（化学 2001） 高小茹（化学 2001） 姬文莫（化学 2001）

李泽轩（化学 2001） 吕直蔚（化学 2001） 贾燚琳（化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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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康琪（化学 2001） 李浩淋（化学 2002） 陈 颖（化学 2002）

郭成方（化学 2002） 范润青（化学 2002） 张良源（化学 2002）

马 珠（化学 2002） 任金祥（化学 2003） 马浩淋（化学 2003）

刘雨昕（化学 2003） 邵欣羽（化学 2003） 孙 鑫（化学 2003）

刘鹏飞（材化 2001） 赵芳颐（材化 2001） 王 磊（材化 2001）

李华婷（材化 2001） 郝锦维（材化 2001） 朱 丽（材化 2001）

刘文静（材化 2002） 张婷玉（材化 2002） 张晨曦（材化 2002）

温 敏（材化 2002） 闫子一（材化 2002） 李璐璐（材化 2002）

武锦楠（化学 2101） 吴玉洁（材化 2102）

生命科学学院（97人）

李 璇（1901） 卫相姝（1901） 曹佳艳（1901） 郭梦珂（1901）

马渭莹（1902） 刘艳艳（1902） 何润洁（1902） 赵 圆（1903）

刘玉洁（1903） 孙婧宇（1903） 翟一凡（1904） 弓慧琴（1904）

马淑祺（1905） 刘嘉瑞（1905） 任凯英（1906） 赵梦婉（1907）

魏诗潼（1908） 贺轶洁（1909） 常子怡（1910） 郝浩杰（1910）

贺宇佳（1910） 张 程（1910） 马可盈（2001） 宋美芸（2001）

闫佳垚（2001） 刘佳怡（2001） 周晨阳（2001） 王新宇（2001）

白其鑫（2001） 王惠儒（2001） 段夏楠（2001） 崔乐瑄（2002）

李丹阳（2002） 耿林娜（2002） 张银珠（2002） 于清清（2002）

杨 璇（2002） 任裕哲（2002） 武晓丽（2003） 付嘉乐（2003）

张 丹（2003） 占迦楠（2003） 温铭业（2003） 许 晴（2003）

张欣怡（2004） 王 婧（2004） 薛丽红（2004） 杨凯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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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鑫茹（2005） 朱希玥（2006） 吕皓帆（2006） 王琛坤（2006）

余 莉（2006） 于 茜（2007） 何晓敏（2007） 李佳颖（2007）

朱晓慧（2007） 李文欣（2008） 李晨璐（2008） 乔丹丹（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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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慧敏（2009） 郭炅楠（2010） 刘婷华（2010） 燕宇桐（2010）

关佳茹（2010） 周佳佳（2010） 和佳学（2010） 弓梦怡（2010）

高志怡（2010） 王钰嫣（2101） 薛梓悦（2101） 邓嘉祥（2101）

陈垚垚（2101） 陈 超（2102） 张朵朵（2102） 刘 佳（2102）

莫蓉娜（2103） 张明涛（2103） 赵鑫雅（2104） 郭欣雅（2104）

郑伊婷（2104） 柴若斐（2105） 原梓羚（2105） 张慧亭（2105）

梁彩洁（2106） 辛晶晶（2106） 崔萌芬（2107） 刘凯悦（2107）

郝泽欣（2108） 张亚琴（2108） 康蓓君（2108） 曹 媛（2109）

胡西努尔·阿力甫（2109）

地理科学学院（61人）

宋佳康（1901） 赵晨颖（1901） 武娟娟（1902） 李 婫（1902）

张欣宇（1902） 梁子薇（1903） 张晓茜（1903） 韩枚宏（1903）

梁英姿（1903） 陈宇霞（1903） 单 硕（1904） 郝梦蛟（1904）

刘桂瑀（1905） 庞 茜（1905） 王 璇（1905） 窦晓雅（1906）

张世荣（1906） 彭 灵（2001） 王家欢（2001） 吴子轲（2001）

尹瑞琦（2001） 张 佳（2001） 张仪婷（2001） 岳娇阳（2001）

侯羿戎（2002） 牛雅君（2002） 赵少康（2002） 雷 烨（2002）

毛嘉怡（2003） 蔡 茜（2003） 桑伟滨（2003） 王煜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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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婉莹（2003） 薛晓纤（2003） 渠博慧（2003） 蒋明明（2004）

赵紫嫣（2004） 高柏杨（2004） 廖佳俊（2005） 侯娇隆（2005）

胡 超（2005） 贾翠花（2005） 杨雨青（2005） 郭濡瑄（2006）

宁 川（2006） 杨金博（2006） 班睿祺（2101） 张惠茹（2101）

李慧琳（2101） 刘昱圻（2102） 周宇桐（2102） 朱紫琴（2102）

李晋如（2103） 王昊宇（2103） 付蕾郊（2103） 刘 畅（2104）

冯旭娟（2104） 唐远薇（2105） 孟雨欣（2105） 陈佳琪（2106）

聂荟逦（2106）

传媒学院（52人）：

史雨欣（广编 1901） 欧阳悦（广编 1901） 吴冬雪（广编 1901）

王舒婷（广编 1901） 邓胜莹（广编 1901） 潘炫彤（广编 1902）

王佳琪（广编 1902） 常 斐（广编 1902） 范 驰（广编 1902）

阎宇琛（广编 1902） 张文皓（广编 1902） 李瑞芳（广编 1902）

成子昂（播音 1901） 李艺铭（播音 1901） 柳浩田（播音 1901）

李 荣（播音 1902） 郭子玉（播音 1902） 廉欣宇（播音 1902）

曾 蕊（广编 2001） 申益祥（广编 2001） 郭锦曦（广编 2001）

宫雅涛（播音 2001） 胡旭洁（播音 2001） 张智淘（播音 2001）

苗嘉麟（播音 2001） 韩霄琳（空乘 2001） 王晨浩（空乘 2001）

栗宝库（空乘 2001） 高宇旋（空乘 2001） 延雅霖（空乘 2001）

柏欣茹（空乘 2002） 刘文杰（空乘 2003） 贺诗媛（空乘 2003）

畅竟渊（空乘 2004） 梁雅楠（广编 2101） 王雅平（广编 2101）

张媛媛（广编 2101） 丁彤瑶（广编 2102） 来鑫宇（广编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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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梓旸（播音 2101） 李卓然（播音 2101） 王紫薇（播音 2102）

魏银珠（播音 2102） 黄思涵（空乘 2101） 王岩婷（空乘 2101）

王 帅（空乘 2102） 曹一帆（空乘 2103） 陈景元（空乘 2104）

范子娴（空乘 2105） 雷佳艺（空乘 2105） 徐一峰（空乘 2105）

呼延芳廷（广编 2001）

食品科学学院（29人）

白 雨（1801） 郭丽如（1801） 樊源渊（1802） 杨佳琪（1802）

郭心怡（1803） 王旭英（1803） 霍新宇（1804） 温嘉欣（1804）

计少雄（1901） 董小晖（1901） 黄明欣（1902） 郑 昱（1902）

张嘉芮（1902） 张慧宇（1903） 郑姗姗（1903） 陈淑瑜（1904）

武志娟（1904） 钱思宇（2001） 王晓艳（2001） 李佳思（2002）

刘 娜（2002） 郭宇璐（2003） 李彤辉（2003） 李柔冰（2003）

胡嘉怡（2003） 郭星妤（2003） 李媛靖（2004） 马嘉琪（2004）

闫雨翔（2004）

体育学院（63人）

辛凯莹（体教 1901） 王 欣（体教 1901） 王思源（体教 1902）

刘辰响（体教 1902） 孟丹玉（体教 1903） 刘杰骅（体教 1904）

张翔泳（体教 1904） 张师盈（体教 2001） 姚岩松（体教 2001）

曹成辉（体教 2001） 张家杰（体教 2001） 周天义（体教 2002）

王雨涵（体教 2002） 赵 鑫（体教 2003） 张文慧（体教 2003）

崔卫东（体教 2004） 董友香（体教 2004） 李柄萱（体教 2004）

刘建宏（体教 2101） 王豪杰（体教 2101） 王超宇（体教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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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仪（体教 2103） 吴克凡（体教 2104） 张天琦（体教 2104）

徐 琳（运训 1901） 范 鹏（运训 1902） 陈 庆（运训 1903）

郝佳哲（运训 2001） 韩 啸（运训 2002） 郝纪强（运训 2003）

汪文达（运训 2101） 李昕潼（运训 2102） 张智超（运训 2103）

杨静娴（社体 1801） 刘 江（社体 1801） 方 妍（社体 1801）

彭浩男（社体 1901） 郑鑫龙（社体 1901） 张庆彤（社体 1901）

茹婧雯（社体 1901） 黄怡洁（社体 2001） 王印凤（社体 2001）

赵 新（社体 2001） 肖光豫（民体 1801） 王娇娇（民体 1802）

闫宇阳（民体 1901） 杨 阳（民体 1901） 阿 茂（民体 1901）

程 轩（民体 1902） 孙一腾（民体 1902） 杜素平（民体 1902）

谢文博（民体 2001） 王智超（民体 2001） 李泽鑫（民体 2001）

杜文骞（民体 2001） 张守浩（民体 2002） 刘若楠（民体 2002）

霍文鑫（民体 2002） 高 珊（民体 2002） 李俊萱（民体 2101）

程兰惠（民体 2101） 刘 明（民体 2102） 柯雯璐（民体 2102）

现代文理学院（309 人）

中文系（46人）

张 政（汉语言 1801） 崔喆娜（汉语言 1802） 游济萍（汉语言 1803）

刘康宁（汉语言 1806） 郭颖枝（汉语言 1809） 代 杰（汉语言 1901）

李焱君（汉语言 1901） 冯 媛（汉语言 1901） 刘 展（汉语言 1901）

张 洋（汉语言 1901） 许佳滢（戏 文 1901） 王渊博（戏 文 1901）

张璐玥（戏 文 1901） 白少杰（戏 文 1901） 卜颖涵（戏 文 1901）

马艺磊（汉语言 1902） 李 秾（汉语言 1902） 骞子慧（汉语言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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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子浈（汉语言 1902） 张晓梅（汉语言 1903） 李于佳（汉语言 1903）

万知艺（汉语言 1903） 张 灿（汉语言 1903） 王文慧（汉语言 1904）

付超越（汉语言 1904） 郝 玥（汉语言 1904） 薛雄利（汉语言 1905）

姬子煜（汉语言 1905） 郝 虹（汉语言 1905） 张 瑞（汉语言 1906）

肖 晨（汉语言 1906） 靳家琪（汉语言 1906） 刘玉豪（汉语言 1907）

侯宇晴（汉语言 1907） 孙雅芝（汉语言 1907） 孟 涵（汉语言 2001）

王 晴（汉语言 2001） 王春霞（汉语言 2001） 李鑫燕（汉语言 2001）

裴卓清（汉语言 2001） 杨海凡（戏 文 2001） 张宇浩（戏 文 2001）

杜美丽（戏 文 2001） 侯晓雅（汉语言 2002） 孙晨杰（汉语言 2002）

孔令垚（汉语言 2002）

政法系（16人）

张雅婷（思政 1901） 杜 敏（思政 1901） 牛晓霄（法学 1901）

徐昊波（法学 1901） 李林琪（法学 1902） 张 爽（法学 1902）

范泽慧（法学 1903） 赵雪玲（法学 1903） 李安娜（思政 2001）

王丽坤（思政 2001） 宋曌钰（思政 2001） 王梦媛（思政 2001）

张 瑞（思政 2001） 刘雨昕（法学 2001） 杜 樊（思政 2001）

毕娇娇（法学 2001）

历史系（13人）

董广翔（历史 1801） 史雪梅（历史 1801） 张洁滔（旅游 1801）

张 锐（历史 1901） 弓黎斌（旅游 1901） 刘 芳（旅游 1901）

韩舒同（历史 2001） 康童童（历史 2001） 贾璇璇（旅游 2001）

高艺蕾（旅游 2001） 刘亚伯（旅游 2101） 段 钰（旅游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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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昱（旅游 2101）

外语系（20人）

韩 婷（商英 1901） 王 慰（英语 1901） 田彩霞（商英 1901）

王新荣（商英 1901） 李婧瑞（英语 1901） 王玮琪（英语 1901）

武进财（英语 1902） 常磊香（英语 1902） 朱 妍（英语 1903）

乔文泽（英语 1903） 张维一（英语 2001） 郭慧娟（英语 2001）

乔一丹（英语 2001） 王慧颖（英语 2001） 王孜轩（英语 2001）

王 慧（英语 2001） 杨 宇（英语 2101） 闫 琪（英语 2101）

李佳鑫（英语 2101） 张铭娟（英语 2101）

教育系（34人）

郑佳玲（心理 1801） 邵梓博（学前 1801） 张 露（学前 1802）

郭慧娟（学前 1803） 梁千龙（学前 1803） 侯晓婷（学前 1804）

原梦聪（学前 1804） 王凯媛（学前 1804） 刘嘉欣（学前 1805）

王晓慧（学前 1806） 刘瑞娜（学前 1806） 李耀何（学前 1807）

李 晶（心理 1901） 王 迪（心理 1901） 郑子怡（心理 1901）

贾佳琪（学前 1901） 吕苗苗（学前 1901） 庞征楠（学前 1902）

王书方（学前 1902） 郭祉琪（学前 1903） 张 梦（学前 1904）

冯彦清（学前 1904） 姚瑞娜（学前 1905） 马翠翠（学前 1906）

郭文慧（学前 1907） 刘海霞（学前 1907） 梁瑞娜（学前 1908）

谢景荟（心理 2001） 丰晓珂（学前 2001） 武艺格（学前 2001）

杨凯茵（学前 2001） 韩如旋（学前 2001） 梁诗南（心理 2001）

孙 媛（学前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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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系（23人）

安旺龙（经济 1801） 高晓萌（经济 1801） 王瑞鹏（财管 1801）

王晨阳（财管 1802） 周 兰（财管 1802） 马瑞萍（财管 1803）

王伟彬（财管 1804） 张瑞林（财管 1805） 贺宏育（财管 1805）

李亚心（财管 1901） 武 焱（财管 1901） 李怡婷（财管 1902）

王莉钦（财管 1903） 常婉倩（财管 1904） 芦朝阳（财管 1904）

谢亚娟（财管 1905） 高 妍（财管 2001） 李佳敏（财管 2001）

徐静蕾（财管 2001） 冯佩芸（财管 2101） 薛文慧（财管 2101）

刘璟珑（财管 2101） 郜靖瑶（财管 2101）

美术系（10人）

王 浩（油画 1901） 孙芝涵（油画 1901） 张宇婷（国画 1901）

杨鹏宇（国画 1901） 苏煜蓉（国画 1902） 薛可妍（国画 2001）

侯连春（油画 2001） 独紫珊（数媒 2001） 裴睿婕（数媒 2001）

周雯洁（数媒 2001）

书法系（8 人）

周莉婷（书法 1901） 姜福颖（书法 1902） 胡文慧（书法 2001）

史骐榕（书法 2001） 李 杰（书法 2001） 李世君（书法 2101）

王 楠（书法 2101） 张艳芳（书法 2101）

音乐系（10人）

刘宇洋（音乐 1901） 陈一欢（音乐 1901） 蔚雨婷（舞蹈 1901）

赵 钊（舞蹈 1901） 郭海朝（音乐 1902） 李思凡（音乐 1902）

张馨天（音乐 2001） 李 滢（舞蹈 2001） 王晨昱（音乐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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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溢涛（音乐 2101）

物信系（14人）

张晓艺（电子 1901） 张雅路（电子 1901） 宋雨霏（电子 2001）

毋江涛（电子 2001） 韩石磊（电子 2001） 靳 茜（电子 2001）

孙淼雨（应物 2001） 吴琦琦（应物 2001） 李龙慧（电子 2001）

张津梓（应物 2001） 李佳欣（应物 2001） 郑 莉（电子 2001）

杜梦宇（应物 2101） 廉佳漪（应物 2101）

数计系（22人）

刘 源（数学 1801） 门 宇（计科 1801） 李 鑫（数学 1801）

李 震（数学 1802） 杨亚男（数学 1803） 张 瑞（数学 1901）

罗利莹（数学 1901） 厍治红（数学 1901） 王馨甜（计科 1901）

张姣姣（计科 1901） 张若兰（计科 1901） 施 涛（数学 1902）

高溧霞（数学 1902） 陈 媛（数学 1902） 王灵燕（数学 1903）

张 晔（数学 1904） 王晓芳（数学 2001） 苏 楠（数学 2001）

高宏宇（数学 2001） 张雨婕（数学 2001） 杨 然（数学 2101）

王相栋（计科 2101）

生物系（25人）

刘俊妮（生科 1801） 房小玉（生科 1801） 马思敏（生科 1801）

仇珂珂（食科 1801） 宁姝琪（食科 1801） 张艺文（生科 1802）

付少民（生科 1802） 王 琪（生科 1802） 王夏星（食科 1802）

王 宇（食科 1802） 张 盈（生科 1901） 张 吉（生科 1901）

李梅梅（食科 1901） 李 田（食科 1901） 赵 洁（生科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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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瑾（生科 1902） 郗 珂（生科 2001） 崔莹莹（生科 2001）

魏智慧（食科 2001） 张鑫月（食科 2001） 樊泽琳（生科 2001）

古倬晓（生科 2002） 谢滕辉（生科 2002） 付海燕（生科 2002）

乔丽盼（生科 2101）

化学系（26人）

王瑞霞（化学 1801） 陈梓静（化学 1901） 宋振东（能化 1901）

周志勇（能化 1901） 武亚莉（能化 1901） 侯 静（化学 1902）

曹 敏（化学 2001） 张 睿（化学 2001） 乔巧云（化学 2001）

郭文娜（能化 2001） 李国芳（能化 2001） 张佳佳（能化 2001）

王 婧（能化 2001） 孙旭欣（化学 2001） 陈宇杰（化学 2001）

葛汪洋（化学 2001） 庞小玉（化学 2002） 刘 丹（化学 2002）

王 园（化学 2002） 潘 燕（化学 2002） 王一丹（化学 2002）

陈晓影（化学 2002） 李 政（化学 2101） 田培鑫（化学 2101）

杜刘婷（能化 2101） 顾 鑫（化学 2102）

地理系（19人）

高慧钧（地科 1901） 李志强（地科 1901） 李凯慧（环科 1901）

白姝雯（环科 1901） 魏超亮（地科 1902） 孙文欣（地科 1902）

郭钰莹（地科 2001） 闫佳敏（地科 2001） 曹映煊（地科 2002）

郑雁昕（地科 2002） 闫怡欣（地科 2002） 赵 渊（地科 2101）

李雅婷（地科 2101） 张 睿（地科 2101） 孙心悦（环科 2101）

丁柯柯（环科 2101） 张 佳（地科 2102） 王 婕（地科 2102）

贾雨倩（地科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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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系（17人）

殷洁豪（播音 1801） 韩雅媛（广编 1801） 周 楠（广编 1801）

张钰涓（播音 1802） 贾子凌（播音 1901） 张可心（广编 1901）

马龙飞（广编 1901） 周 敏（广编 1901） 杨思雨（广编 2001）

李 韬（广编 2001） 李锦欣（广编 2001） 常筱雅（航服 2101）

李紫煜（航服 2102） 白 毅（航服 2102） 王新宇（航服 2102）

孟千惠（航服 2103） 成心研（航服 2104）

体育系（6 人）

王姝凝（体教 1803） 刘齐天（体教 1901） 呼 冰（体教 1902）

张淑茹（体教 1902） 郭山玉（体教 1902） 阴艳波（体教 1903）

实验中学（63人）

许舜喻（160） 张廉昌（160） 陈毅豪（344） 尉忠泽（344）

崔钧清（345） 范雨婷（346） 张竞文（346） 郝 秀（347）

石紫菱（347） 贾睿芳（348） 陈泓林（349） 严锦松（349）

郑宝丽（350） 周欣彤（350） 李泽坤（351） 刘佳瑞（352）

赵 毅（352） 葛羽尤（353） 刘焌靖（353） 任兴霞（354）

辛柯洁（354） 王博瑞（355） 韩苏芳（355） 宿 煜（356）

李亚潞（356） 杨凯杰（357） 吴玉敏（357） 杜昕阳（358）

余 欣（358） 张瑞娟（359） 李佳乐（359） 张欣悦（360）

陈万万（361） 刘 丹（361） 张泽琰（362） 徐 越（362）

武倩宇（363） 董佳佳（363） 张宸心（364） 梁思哲（365）

魏枫欣（365） 郭雨霏（366） 商玉妹（366） 张艺美（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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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辰（368） 周 健（368） 柏静汝（369） 马心仪（369）

吕 荣（370） 陈思妍（370） 董一轩（371） 胡亚萍（371）

郝雅婷（372） 郭梓桐（372） 王新玥（373） 李心茹（373）

杜易珊（374） 王博雅（375） 郭宇骅（375） 曹司彤（376）

赵紫璇（376） 李林芸（377） 吉雨子欣（364）

共青团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2022 年 4 月 25 日



- 42 -

发：各学院团委

共青团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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