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业奖学金等次

1 2020045101011 王晓温 教育管理 一等奖
2 2020045101013 王媛媛 教育管理 一等奖
3 2020045101016 余杏琪 教育管理 一等奖
4 2020045114001 曹欢 现代教育技术 一等奖
5 2020045114009 唐文璐 现代教育技术 一等奖
6 2020045107002 陈超宇 学科教学（生物） 一等奖
7 2020045107013 王琴 学科教学（生物） 一等奖
8 2020045107021 郑骆丽 学科教学（生物） 一等奖
9 2020045107022 朱欣宇 学科教学（生物） 一等奖
10 2020045104004 陈思伊 学科教学（数学） 一等奖
11 2020045104007 费文清 学科教学（数学） 一等奖
12 2020045104013 李玉 学科教学（数学） 一等奖
13 2020045104015 石莹蓥 学科教学（数学） 一等奖
14 2020045104021 王晶晶 学科教学（数学） 一等奖
15 2020045104025 吴秀云 学科教学（数学） 一等奖
16 2020045102006 李婷婷 学科教学（思政） 一等奖
17 2020045102009 汪童 学科教学（思政） 一等奖
18 2020045111003 徐雅琪 学科教学（音乐） 一等奖
19 2020045103005 高为 学科教学（语文） 一等奖
20 2020045103012 梁佳敏 学科教学（语文） 一等奖
21 2020045103025 汪茜雅 学科教学（语文） 一等奖
22 2020045103029 魏诗颖 学科教学（语文） 一等奖
23 2020045103034 夏润 学科教学（语文） 一等奖
24 2020045103035 杨启华 学科教学（语文） 一等奖
25 2020045103038 张雪 学科教学（语文） 一等奖
26 2020045113003 陈晓枫 学科教学（美术） 一等奖
27 2020045113006 顾静 学科教学（美术） 一等奖
28 2020045113012 沈佳 学科教学（美术） 一等奖
29 2020045113017 杨晴 学科教学（美术） 一等奖
30 2020045108014 谭文莉 学科教学（英语） 一等奖
31 2020045108017 文雅婷 学科教学（英语） 一等奖
32 2020045108018 项思琪 学科教学（英语） 一等奖
33 2020045108006 丛奇 学科教学（英语） 一等奖
34 2020045108009 伦倚琼 学科教学（英语） 二等奖
35 2020045108001 曹梦悦 学科教学（英语） 二等奖
36 2020045108008 刘柳杉 学科教学（英语） 二等奖
37 2020045108019 谢欣宇 学科教学（英语） 二等奖
38 2020045101004 雷琳 教育管理 二等奖
39 2020045101006 毛彦兵 教育管理 二等奖
40 2020045101015 杨静晶 教育管理 二等奖
41 2020045101017 余亚 教育管理 二等奖
42 2020045114002 柴艳妮 现代教育技术 二等奖
43 2020045114004 程雨彤 现代教育技术 二等奖
44 2020045114013 易心语 现代教育技术 二等奖
45 2019045114001 贺寒月 现代教育技术 二等奖
46 2020045106001 陈秋敏 学科教学（化学） 二等奖
47 2020045106007 薛蓉 学科教学（化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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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020045107003 胡潇丹 学科教学（生物） 二等奖
49 2020045107005 黄锐 学科教学（生物） 二等奖
50 2020045107009 吕健 学科教学（生物） 二等奖
51 2020045107011 汪玉露 学科教学（生物） 二等奖
52 2020045107014 吴慧 学科教学（生物） 二等奖
53 2020045107020 庾佳苗 学科教学（生物） 二等奖
54 2020045104006 方慧林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55 2020045104008 付连平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56 2020045104009 付爽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57 2020045104017 宋召静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58 2020045104018 谭禄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59 2020045104027 熊一凡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60 2020045104030 杨文畅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61 2020045104032 于潮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62 2020045104033 余文奇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63 2020045104034 张珊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64 2020045104038 朱亚萍 学科教学（数学） 二等奖
65 2020045102003 程炜英 学科教学（思政） 二等奖
66 2020045102005 戢欣怡 学科教学（思政） 二等奖
67 2020045102007 苏燚 学科教学（思政） 二等奖
68 2020045102011 伍娟 学科教学（思政） 二等奖
69 2020045105006 赵鑫 学科教学（物理） 二等奖
70 2020045105007 周丽川 学科教学（物理） 二等奖
71 2020045111002 彭良伟 学科教学（音乐） 二等奖
72 2020045108021 叶召雨 学科教学（英语） 二等奖
73 2020045103002 陈龙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74 2020045103010 李连娣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75 2020045103013 刘慧萍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76 2020045103014 刘懿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77 2020045103018 彭洁琳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78 2020045103019 彭蕾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79 2020045103022 邵华婷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80 2020045103024 谭庆华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81 2020045103030 吴金盾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82 2020045103031 吴婷婷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83 2020045103033 吴仪 学科教学（语文） 二等奖
84 2020045113001 查慧琦 学科教学（美术） 二等奖
85 2020045113005 谷利利 学科教学（美术） 二等奖
86 2020045113010 刘翌 学科教学（美术） 二等奖
87 2020045113014 吴悦 学科教学（美术） 二等奖
88 2020045113015 熊量笙 学科教学（美术） 二等奖
89 2020045113020 张诗玉 学科教学（美术） 二等奖
90 2020045108003 陈婷 学科教学（英语） 三等奖
91 2020045108005 陈誉文 学科教学（英语） 三等奖
92 2020045108007 李京晓 学科教学（英语） 三等奖
93 2020045108010 马雪萍 学科教学（英语） 三等奖
94 2020045101003 董婷婷 教育管理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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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2020045101005 李娟 教育管理 三等奖
96 2020045101008 孙少婷 教育管理 三等奖
97 2020045101009 唐园 教育管理 三等奖
98 2020045101012 王新月 教育管理 三等奖
99 2020045101014 辛丽平 教育管理 三等奖
100 2020045114003 陈力 现代教育技术 三等奖
101 2020045114005 金煜辉 现代教育技术 三等奖
102 2020045114006 李黄义 现代教育技术 三等奖
103 2020045114007 李会丹 现代教育技术 三等奖
104 2020045114010 王杰 现代教育技术 三等奖
105 2020045114012 杨苏 现代教育技术 三等奖
106 2020045106002 董贝贝 学科教学（化学） 三等奖
107 2020045106003 杜蕊 学科教学（化学） 三等奖
108 2020045106004 龚明丽 学科教学（化学） 三等奖
109 2020045106006 卢洁 学科教学（化学） 三等奖
110 2020045107001 艾海青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11 2020045107004 黄俊威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12 2020045107006 李林玉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13 2020045107007 李小军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14 2020045107010 庞雅心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15 2020045107012 王海荣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16 2020045107015 吴佳慧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17 2020045107016 肖潇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18 2020045107017 徐亮亮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19 2020045107018 徐文娜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20 2020045107019 余丽思 学科教学（生物） 三等奖
121 2020045104001 白海涛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22 2020045104003 陈明沅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23 2020045104005 邓静怡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24 2020045104010 韩月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25 2020045104011 胡瑶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26 2020045104012 柯杰凯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27 2020045104014 潘自发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28 2020045104016 宋笑颖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29 2020045104019 王点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0 2020045104020 王慧慧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1 2020045104022 王磊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2 2020045104023 王倩倩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3 2020045104024 王誉锟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4 2020045104028 徐玲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5 2020045104031 殷璐佳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6 2020045104035 张银银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7 2020045104036 周春燕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8 2020045104037 周泽芸 学科教学（数学） 三等奖
139 2020045102001 陈琪 学科教学（思政） 三等奖
140 2020045102002 程铃弘 学科教学（思政） 三等奖
141 2020045102008 谭亚 学科教学（思政）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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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2020045102012 向文香 学科教学（思政） 三等奖
143 2020045102013 张钦华 学科教学（思政） 三等奖
144 2020045102014 赵静 学科教学（思政） 三等奖
145 2020045102015 周俞 学科教学（思政） 三等奖
146 2020045105001 黄俊 学科教学（物理） 三等奖
147 2020045105003 刘传宁 学科教学（物理） 三等奖
148 2020045105004 王浦宇 学科教学（物理） 三等奖
149 2020045111001 丁灿 学科教学（音乐） 三等奖
150 2020045111004 张倩雯 学科教学（音乐） 三等奖
151 2020045108011 牛璀玺 学科教学（英语） 三等奖
152 2020045108013 任君 学科教学（英语） 三等奖
153 2020045108015 汤子琪 学科教学（英语） 三等奖
154 2020045108020 杨细芳 学科教学（英语） 三等奖
155 2020045108022 余先颖 学科教学（英语） 三等奖
156 2020045103001 陈丽芝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57 2020045103004 方世喜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58 2020045103007 何景硕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59 2020045103009 黄可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0 2020045103011 李睿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1 2020045103015 罗曼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2 2020045103016 潘畅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3 2020045103017 潘丹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4 2020045103020 冉诗琴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5 2020045103021 饶欣惠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6 2020045103023 孙锡敏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7 2020045103026 王陈希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8 2020045103027 王晶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69 2020045103032 吴晓凡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70 2020045103036 姚莎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71 2020045103037 余琪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72 2020045103039 周沃野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73 2020045103040 朱亚君 学科教学（语文） 三等奖
174 2020045113002 陈珮婷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175 2020045113004 董建松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176 2020045113007 胡静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177 2020045113008 靳文强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178 2020045113009 兰伟哲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179 2020045113011 彭怡君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180 2020045113013 孙嘉彤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181 2020045113016 熊文狄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182 2020045113018 张梦玉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183 2020045113019 张倩 学科教学（美术）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