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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晴川学院文件  

 

武汉晴川学字〔2022〕2 号 

 

 

关于颁发 2020—2021 学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决定 

 

校内各单位： 

根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和《关于开展 2021 年本专

科国家励志奖学金初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经学生本人申请、班级民主评议、各学院

推荐、学生工作处审核、学校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全校公示、上报省教育厅审查确认，决定向江如意等 338 名同学

颁发 2020-2021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希望获奖学生自强不息、再接再厉,继续发扬刻苦钻研的精

神, 心怀感恩,以更优异的成绩回报家庭、回报母校、回报社会。

同时，希望全校广大学生向获奖者学习，勤学惜时，奋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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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将自己培养成新时代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 

 

附件：武汉晴川学院2020—2021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武汉晴川学院 

                                   2022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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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晴川学院 2020-2021 学年国家励志 

奖学金获得者名单（338人） 

本科生（262 人） 

会计学院（51人）：江如意 易娟 唐文霞 张倩 何嘉琳 李成胜 曹

青霞 李海贝 贺梦杰 张胜 曾青青 孙俊杰 吴岩青 陈诚 刘冰 

罗如烟 杨媛媛 骆卉卉 刘家诚 郎国斌 郎莉 王斌 王丹 杨璐

瑶 唐柯 徐晶 周浩澜 张慧 郝燕 陈奕 杨梅 李元昭 周海燕 

刘雨旋 樊沁彤 李萌华 田绘莉 潘玥 贺嘉贝 刘志颖 张梦霞 

潘梦可 邓浪浪 刘汉洲 张庆 龚慧琳 张慧 邓丽斌 梁蕾蕾 李

祖伟 闻瑾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45 人）：邹倩 周锐 赵辰旋 覃康铖 何骞 

牛秋莉 祁家骅 陈恒 江修颖 熊何 谈志国 徐熙 刘意 邬龙威 

高安乐 张富勇 何远宁 梁晶晶 罗紫建 李江华 黄仁康 汪佳文 

王婷 范鹏飞 张俊 程良灿 习宏坤 郭正晓 曹承仁 林金龙 余

姜宏 邹晓东 黄安海 上官赋 雷威 刘茜娅 江涛 张苗苗 刘颖 

聂友江 易霄 王萍 易鑫 郭婷 李晓红  

传媒艺术学院（20 人）：熊思语 洪宇 彭美玲 节汶净 叶伟凌 闫

颉颉 李颖星 卢美玲 张庆祥 赖慧 周侦 李晶晶 祝慧怡 张小

倩 蓝德圣 欧阳兴花 李秀娟 何红 黄钦衢 任雪晴 

计算机学院（39 人）：项曹蓉 汪诗林 汪鼎 周浩 李昌 刘洲 彭

前杰 杨勇 严正 李路 程淋子 陈静 朱亮坤 孙奥 石安琪 陈泽

佳 平志宇 黄晓泞 杨子航 杨梓荣 尹晨 杨子聪 田彬 沈婷婷 

付京朝 陈晶 祁腾腾 尹腾 钟传定 刘慧敏 谭晓珑 杜映辉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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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 唐松 雷宇 齐韵琳 郭文迪 王成虎 杨香巧 

外国语学院（37 人）：郭芊利 翁柳千 杨晶明 朱林丽 黄婉玲 杨

勇 姚法镕 黄静宜 沙媛媛 吴晓婷 张雨 熊欣怡 关红欢 李荣 

秦一 陈子怡 舒传华 陈泽泽 黄幸子 杨君芳 朱雅芸 郑梦月 

刘小娟 方翠 封华 赖金玲 吴佳 甘浩然 叶晓飞 徐紫君 刘欢 

彭可鑫 鲁笛 蒋乐 徐佳 赵冬梅 王丹  

商学院（37人）：沈青圆 徐雨露 李可欣 赵凡凡 周晓娟 陆萌 胡

雨新 孟圆 卢家豪 吴兰艳 甄秋萍 黄鑫 陈石杏 卢思甜 肖雅

兰 陈晓倩 李秀 雷倩 喻继召 周思玉 伍婷 王一琼 张心怡 高

雅倩 冼小菲 张超越 杨奕雯 易梦倩 哈小军 龚晨 汤雪 王露

丹 葛芊 蔡红梅 林慧 陈寅 于婵 

北斗学院（20人）：郑希哲 张杰 张龙豪 王彬 孙家汀 冯小雪 陈

定干 韩苗 刘国庆 刘琳 任昕晨 黄宏波 陈如梦 胡涵雨 周萱 

房雨薇 蔡青青 汪宇鹏 陈万栎 王莲  

设计工程学院（13 人）：马庆禹 韩建浩 孙怡怡 左博杨 姚秋颖 

刘宇 梁龙妮 赖连生 张艺 胡汐雅 王月茹 冉莲 万赵伟  

专科生（76 人） 

会计学院（5 人）：万召祥 席吉坤 廖权 孙佳鹏 李子垚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15 人）：陈何迪 张咏琪 柯勇 席世钧 向

前进 陶振涛 谢洋 李黎 崔慧鹏 何明道 汪诗林 王玉田 赵健

钧 竹浩然 龙广武 

计算机学院（12 人）：皮明天 陈树秋 张芷悦 段邦国 张奥雪 王

璐 杨仟 汪楚越 王智慧 程建军 肖萱萱 陈可 

商学院（35人）：张佳乐 彭飞扬 王润霞 胡佩雯 张晶 黄光明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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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霞 刘子娇 郑南燕 赵婷婷 刘倩 张茹欣 刘军 倪云旭 张梦

瑶 郑雅琴 刘恒 欧雯雯 邵鑫 王明选 周平 王京 沈雪怡 许子

悦 付祥 季桃 胡阳 陈洁 邱梦瑶 邵滢 周洁 刘玉菲 张文荣 

徐紫轩 苗艺茹 

北斗学院（5 人）：胡洋舰 李虎 郭闯 唐涌杰 徐恩龙 

设计工程学院（4 人）：廖文哲 祁威 胡馨宁 刘忠然 

 

 

 

 

 

 

 

 

 

 

 

 

 

 

 

 

 

 

武汉晴川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2年 3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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