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学院（中心、书院）本科生个人荣誉称号拟推荐人选名单汇总 

 

院评审小组组长签字（盖章）：           

 

竢实扬华奖章 

刘家豪 孔欣杰 

三好学生标兵（18名） 

刘君卿 侯琴 邓思琦 顾月 谭柯龙 金嗣东 唐泽龙 廖凌枫 

宋毅飞 闫凌森 杨鑫浩 何康辰 吴玮 贾芳 胡允浩 吴房浩 

陈鹏豪 方俊麟       

三好学生（143名） 

和牧辰 宋一帆 安琪 邓康烨 杨莉君 王靖 曾文馨 温露雄 

李明凯 李怡霏 阳怡 李明飞 陈林 王阳 陈鑫强 石鹏宇 

李劲松 秦晋哲 赵双月 庞博文 黄旭光 陈宗镭 闫晗 薛一朴 

丁峥元 赵大燕 苏圣 陈文博 李宇涵 刘震鑫 张凤娇 蒋欣洋 

刘睿 陈瑾如 罗俊豪 曾雨晴 卢锐恒 李欣宜 刘佳欣 徐启涵 

熊妮 卢诚城 郭旭 钟雨辛 赖岑枚 覃光怡 蔡檬屿 王宇 

梅诗曼 付铄雅 李良平 肖能飞 唐琪 苏筠 于楫玉 王养浩 

张星宇 熊静雯 司继盛 万冬静 木铭浩 吴炳文 曾沁琰 俞诣 

孙诗翔 江胤佐 张清 孙硕人 杨睿祈 赵圣雅 汪思敏 丁振宇 

郑泰川 徐启佳 王皓焱 王鹏旭 孙怡平 廖思凯 方一宇 杜欣洋 

宁尚涵 应豪 吴雪 王建宇 丁桢炎 杨佳 余鸿兰 罗俊辉 

邓靖博 梁源 邓艳槟 吴炯然 沈力瑜 金智棋 刘龙吉 代天傲 

叶子强 蒋滨 王商捷 舒新建 冯振洋 陈海乐 赵玲巧 曾玉宇 

赖苏玲 陈书畅 张靖滨 王萌萌 林晨曦 宋尤虹 聂否 刘恩驿 

王泓钰 陈淑婷 郭恺 张锴 冯天雄 徐润泽 颜飞扬 王珂 

李晨鸣 颜海月 黄亦成 曾童 唐惟易 周佳怡 訾孟瑶 张致平 

张伟琪 朱寅 蔡坷呈 张雨婷 杭成宇 王浩源 杨龙 曹津杰 

陈欣雨 柴艺函 陈姝旬 倪利 王雪瑶 王一凡 徐梓航  

        

优秀学生干部（146 名） 

魏名广 庞岳棋 徐宇新 周栗弘 李仕俊 陈权 孟国斌 黄权胜 

王宇宸 黄文君 莫迪凯 王圣文 郭翔宇 周云骄 徐林溪 何润泽 

鲁力博 胡雯雨 王科锦 曾小二 高家豪 欧方维 简辉虎 黄怡 

董洁 宗佳昊 毛芊蕙 赵雪豹 孟祥多 潘才富 康梦瑶 佟秋硕 



刘欣锐 李林峰 贾锦竹 王璐璐 熊珮云 栗也茹 刘昱含 周丽霞 

肖佩炎 伍妍蝶 王岩 陈柯颖 史一诺 李自鹏 李天阳 赵盼 

张艺 宋琴 倪俊杰 乔晓云 李丹薇 郭廷宇 刘银凤 李佳辰 

陈忠涵 金佳宁 王承祥 洪禧佳 赵宇星 杨思远 王天淏 吴克楠 

李雨镝 薛洪涛 王韬轶 余梓玄 林恒 雷书绮 康新宇 宋孟霖 

雷哲 严雅岚 朱朗 陆柏宇 罗诗琪 孔德贵 李秋颖 罗文静 

张迅梓 赵元爽 潘蕾 唐靖沂 郑嘉仪 熊芳颖 裴一帆 叶乐毅 

孙睿 胡亚婕 张亚军 张原诚 刘浩然 何厚谊 曲航承 雷芸嘉 

刘博雅 游豪毅 李丹 吴婷 景荟洋 吴诗语 骆骁然 钟豪 

武润泽 欧琪钰 李果 张柳 朱昊天 荆浩宇 周欣成 廖才进 

赵一冰 张道宏 车晓琴 廖宇辉 陈子豪 王旺鑫 王萍萍 崔智源 

吴炜琳 缪微 段卓君 石晨 胡一楠 冯姝雅 赵睿 鄢思娅 

张悦晗 陈杰 张小龙 孙青楠 王文奕 魏煜江 杨驰 王泽泷 

李文华 张继松 王静 张雨洁 罗刚 朱泉舟 黄冬婷 张世涞 

蒋金秋 唐杰       

明诚奖（192名） 

余志明 李风池 赵镜渊 陈高新 王果信 欧佳宁 江华 马晓宝 

赵孟祺 汪怡 胡向理 朱羿筱 张永兴 齐英博 张伟健 钟元 

贾钰林 余贝琪 高超 李钰晴 冉怡明 芮佳敏 肖欣悦 刘昱均 

张宇飞 王晴 李思思 丁逸 杨张 刘泽宇 资棋莹 段修远 

王惠之 刘玉 姚扬 刘心瑶 张一然 邹芸竹 包依凡 曹国庆 

刘鹏仪 陈志杰 曹云波 彭伟杰 汪鑫伟 陈张欣语 梅淇 龙速 

邓金炎 高伟豪 王承志 闫拓 程晔 濮家仁 刘瑞萱 陆嘉豪 

蒋文杰 叶紫 冯佳龙 宋俊波 谢海龙 江楠 黎梓丰 卢天文 

孙铭铎 陶皖宁 王梓阳 胡坤鹏 杨晨曦 毛家兴 唐文欢 汪雨浓 

李晓栋 陈哲 石博昊 冯天韵 杨丽华 张卓群 张敖宁 翟林帆 

赵志岩 霍雨佳 金佳 赵泽雨 田熙 陈俊凯 蔡静静 田硕 

陈弈多 刘耀阳 田芸睿 杨丽 伏开心 刘静雯 张文玥 周继润 

马永祺 何向知 姜月瑶 彭伟芮 曾泓杰 魏雯 吴文清 包远莉 

孙佳航 唐柏江 陈晟祺 谢瑜婕 孟千 展小涵 尹文祺 郭沛兴 

贺思洁 薛茜芊 胡汝旭 邱俊宁 刘晶 超松 付文慧 樊润之 

林雨 雷昕怡 林欣蕊 陈秋源 丛榕 徐一昊 张志超 黄圣栋 

张逊 曹玉芹 魏锐 崔晋嘉 袁吉 高志成 李昌霖 柴江波 

赵愚安 刘洁铭 孙雨欣 谭佳雯 杨雅琳 王瑛娴 舒顺红 黎文涛 

黄义 田彬辰 钱薇 陈思思 刘骁毅 赵虎 李天琪 李乾睿 

刘宗昕 卢禹良 张瀞之 罗翔 朱迪 徐聪 卢茵 王红 

隋沛桐 胡永平 孙泽龙 周潼 张博 莎迪·阿

力甫 

陈鑫海 鞠京泽 

刘庆添 姬宇璐 李楚桐 刘星雨 周兆凯 孟佳辉 文俊杰 张竣杰 

王榕婧 许德宇 林涵宇 张恒润 洪禧娜 郑晶丹 单琦洋 彭梓洋 

黄奥 王千雨 罗一鸣 廖娟 皮微 刘哲宁 李怡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