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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晴川学院文件  

 

武汉晴川学字〔2022〕4 号 

 

 

关于颁发 2020—2021 学年 
晴川奖学金的决定 

 

校内各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武汉晴川学院 2021 年度学校奖助学金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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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学院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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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向

周航等 669 名同学颁发 2020-2021 学年晴川奖学金。 

希望获奖学生能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力争上游，争取在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再创佳绩;希望全体在校生以受表彰的学生为

榜样，勤于学习，积极进取，为实现自己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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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武汉晴川学院 2020—2021 学年晴川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武汉晴川学院 

                                 2022 年 3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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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武汉晴川学院 2020—2021 学年晴川奖学金 

获得者名单（669人） 

本科生（545 人） 

甲等（9 人） 

会计学院（2 人）：周航 马怡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1 人）：周海天 

传媒艺术学院（1 人）：陈玲优 

计算机学院（1 人）：陈子璇 

外国语学院（1 人）：刘依妮 

商学院（1 人）：谭明星 

北斗学院（1 人）：史光耀 

设计工程学院（1 人）：李佳敏 

乙等（21 人）                           

会计学院（5 人）：江雨薇 李若楠 罗越 邓春晖 邹欣雨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2 人）：翟瑾康 邓佳琦 

传媒艺术学院（4 人）：卫子琪 张雨萱 刘洋 黄永杲 

计算机学院（5 人）：陈晗 李寒霜 叶介芳 刘诗昭 乐雅彤 

外国语学院（2 人）：周画 孙露 

北斗学院（2 人）：叶铖 胡金发 

设计工程学院（1 人）：毛茹茜 

丙等（515 人） 

会计学院（99 人）：丁文雅 杨滨茹 王珺 慈翔 余梦婷 罗艺 王昕玥 

牛吴霞 曾倩如 黄茵 黄紫嫣 张紫怡 王燕蕾 刘先科 伍照明 陈炤

宏 戴军涛 韩乐 石新怡 周子鈞 黄静静 刘其硕 桂世琪 瞿诗麦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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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罗炜 尉康洁 曹俊 马铭 张玖静 彭昕雅 李佳政 叶芷菲 李文渟 

李琴 占望霞 宋怡琳 熊丁丁 林晓颖 周绮慧 贾晨萱 雷婧怡 琚志

林 李艾霖 周玉哲 张宇凡 熊诗成 黄诗琦 田恬 夏传力 陈琪 潘盈

宇 郑耀春 戴昌彦 何思其 周蓉 王淑芳 熊晓颖 云斯琪 李刘丽 肖

慧敏 王润东 刘艳芳 倪兆婷 向若彤 贺贝佳 杨应芳 李睿希 邵雪

婷 郭紫嫣 王明慧 刘格格 祁春晖 代牵 但崇干 雷伊妮 陆恺仪 汪

梦灵 夏思 张冉 孙荣华 叶丽 金月明珠 梁雨杭 胡佳 王睿 李佳斌 

任佩玉 陈雨晴 陈星宇 杨倩 但梦蓉 李子缘 甘婵媛 奚望 叶子璇 

王亚萍 黄诗颖 何枕沄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60 人）： 王群源 夏添 邓汪洋 蔡百胜 柳慧

兵 刘壮 吴世东 王洁丽 董源林 张洪波 张周明 胡金泽 赖雨希 石

灿 刘思娇 李梦娜 熊文聪 童文馨 游安文 乔柏杨 周梦阳 刘晶 刘

振东 鲁雨琪 宁钰 陈锦瑞 王欣玥 王君恒 张松 章毛毛 肖煜 吴心

超 肖柯 程星 周博文 刘晓明 陈军 李子晗 姬长豪 王博文 包炬勇 

贺少龙 江莎 杨志鸿 黄士垲 曹琴 郭昌豪 刘航 余璐 操梦琳 孙锦

平 彭清 吴天林 刘钡 饶宗阳 张宏博 余芃辉 石成然 郑佳康 杨威

廉 

传媒艺术学院（79 人）：张红岩 胡静静 王纪凯 吴欣雨 方小龙 戚

梓菁 夏萍萍 王佳欣 殷悦 魏冰楠 高徐丹 秦沛洁 邱婧怡 兰秀娟 

张震宇 邓言娟 颜子栋 王璐 满文丽 李婉晨 陈柏翰 徐静雨 胡晨

颍 徐凯莉 童滢滢 雷依平 肖晓玥 吴桐 曹欣睿 张海钰 乐雨霖 易

心语 夏玉 王瑶 赵奕欣 张梓妍 姚雨杭 陈珍 郝文静 杨嘉怡 曾昕

乐 王凯 罗陈千千 毕嘉荣 张陶雯 孙俊彬 宫元彤 刘泓妤 翁茹也 

栾慧媛 张航 杨心玥 何妍潞 刘文瑄 杨娟 何文慧 李露 王薇 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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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敏 雷治美 严子俊 邓丝文 王佳玲 陆思宇 邵龙 丁雨萌 苏英

霆 何智辉 李秀英 沈柯瑶 倪凡淇 王欣冉 任佩雯 李柯欣 孙延玮 

张乐 温振墉 谭傑斌 

计算机学院（98 人）：包启宏 严京 邓小龙 喻柯 刘平论 高阳 廖广

庆 陈娈 张炼 段锐 李威 周志豪 卜文权 杨佳乐 张申奥 姜博宇 

葛松松 孙迪 冉陈阳 罗富辉 曾骏毅 朱文辉 徐千炼 李湘 蔡佩洋 

叶鑫宇 文婧婷 周煌 吴博 梁泷 李依宸 刘晴 李家豪 郜民杰 丁明

鉴 王子怡 翁嘉琪 刘旦 李瑶瑶 龚瑾 梁雨娴 陈世贺 谢子依 贺娟 

蒋旭 石鑫磊 钟展鹏 黄彤彤 宋煜晖 付彦晟 冯宇昊 操奇智 陈艳 

刘雷伟 张睿嘉 陈向阳 李元华 朱倩文 周思 陈肖肖 冯伟娜 孙秋

琴 胡雨轩 叶汝豪 周雪冰 张子典 陈志威 熊鸿康 刘程爽 周凯 骆

德才 刘子蔚 吴金菊 陈梦君 邓帅 许乐 裴俊玲 唐佳晨 陈青 夏敏 

杨楠 许芬琪 方赞 张晓雪 杨云翱 章俊杰 罗小琳 杨洋 张益康 金

欧洋 尹洪明 陈晓龙 薛振峰 鲁宇艺 陈前 许斌斌 张涛 彭梦琦 

外国语学院（65 人）：苏万紫 甘治鹏 朱凯丽 李涵萌 贺维怡 施莹 

乔睿 李千 何梦园 陈籽妍 黄欣格 王格雅 杨烨 郭姗姗 王雪 冯琴 

高梦婷 刘文仪 赵小岩 邓章唯美 曾芷婷 黄志超 单莹 荣康敏 阳

妹华 王婷婷 柯欣 郑千瑞 朱雯雅 鲁倩倩 高任飞 刘雨瑶 薛子悦 

陈菲 徐敏 周琳 周宇洁 明熹月 黄祎翎 贺宇琪 彭敏婕 连毓秀 王

家和 杨丹 何幸怡  马明雪 陈曦燕 张梦洁 周倩 刘惠珊 李宇琴 

陈文洁 张秋云 卞小芳 林志浩 李思凡 陈若男 曾一荣 陈皖君 王

晶玲 张婷婷 王辉 张润滨 王欣怡 刘津津 

商学院（50 人）：黄洋 卢小宝 陈俐燕 韩飒爽 胡雨晨 程昊 马萱 李

梦樊 刘苗苗 黄若晴 易丹丹 张洁颖 刘溶 张弋戈 姚杰 杨逾卢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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媛媛 熊雯萱 项晓涵 盛欣欣 张婷 赵心怡 王子捷 朱琳依 张露 包

佳丽 石洪梅 毛净云 赵静怡 李佳艺 金申奥 刘丹 唐语泽 罗金蔚 

陈霞 陈颜悦 谭晓雨 王瀚意 任奇亮 冯朦 熊冬冬 陈翔 马嘉欣 王

心怡 李凉 伞苗 刘英 向婉婷 胡仁霸 邹陈 

北斗学院（29 人）：杨雅文 涂佳奕 曾睿洋 王梓岩 汪芊芊 张奕洋 

李兆龙 缪邵杰 郁一博 帅欣宇 冯炜 蒋雯婧 张洲杰 郭傲雪 何蕴

哲 朱佳伟 杨虎 严紫嫣 李帅闯 王浩 周梦梦 陈伟 周卓炎 刘佳茗 

王龙盼 卞海宁 张博文 郭祥云 潘家巍 

设计工程学院（35 人）：姜文瑞 覃文康 孟丹 周雅伦 吴玲君 唐添 

黄颢 王楠 付鹏越 鄢徐奥 曾逸维 周正豪 叶林奇 吕子婷 袁一鸣 

张珂琪 唐浩 王艺璇 张明 叶枫 陈逸佳 周强 吴云楚 王一方 乔钰

鑫 佘启畅 冶思源 李宜秋 李安晓 熊小瑶 刘倩如 张梓燕 腾春钢 

易梦华 周晓芸 

专科生（124 人） 

甲等（1 人） 

计算机学院（1 人）：雍佳辉 

乙等（5 人） 

会计学院（1 人）：郑攀博 

计算机学院（1 人）：李嘉娜 

商学院（3 人）：代晨阳 程琳 李永波 

丙等（118 人） 

会计学院（13 人）： 孟杨 王真情 高彦龙 张圆圆 周婧 王彩云 韩

欢 倪欢欢 刘孜豪 耿浩浩 元艳萍 柳翰霖 周子纯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10 人）： 陈何迪 席世钧 张咏琪 向前进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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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 张云俊 书煌 杨瑶 赵和星 谭远志 

计算机学院（36 人）：吴梓萌 张世鹏 刘天成 郭杰 司马飞 项韩彬 

刘子杰 李晨光 王逸帆 许进一 王彦栋 徐露露 张景华 马谊鑫 童

彭威 陈报林 黄康 毛宏伟 马旭樊 耿建恒 吕思超 彭俊冬 杨倩 严

霞 刘欣 候勇 王哲 唐杰 张诚 贾路寒 李超 凌甄 秦博宇 胡盼 陈

申奥 刘明阳 

商学院（43 人）：付宜欣 罗雨洁 占佳琪 王慧 陈强 孙坤豪 陈童 蹇

嘉 黄雪 晏宇 刘浩 熊智杰 沈谢敏 邓洋 汪柳 谭施陈 杨乐 谢素

雯 熊香妃 赵雨欣 赵静婷 杨梅 胡洋睿 屈圣伟 涂庆奥 刘金 汪浩 

马甲琪 李文华 孙梦艺 朱玉萍 李梦琪 贺芊 李梦雪 王心悦 游紫

茜 张梦丽 刘力歌 佘浩宇 谭越 宋永庆 颜娇 刘琪 

北斗学院（7 人）：江期强 陈俊旺 胡午阳 胡卉 袁鹏 杨文天 张祚

玮 

设计工程学院（9 人）：段雪婷 张自辉 方红琴 何涛 吴璇 张涵 涂

静 吴佳乐 王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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