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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杉达学院 2018~2019 学年谢希德奖学金、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获奖名单 
 

    谢希德综合奖学金特等奖（74 人）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b18031122 高晓峰 胜祥商学院 f16021133 王子 胜祥商学院 f16021630 刘镇珲 胜祥商学院 

f16022302 段钰 胜祥商学院 f16022308 楼恬甜 胜祥商学院 f16023104 李梦圆 胜祥商学院 

f16024102 陈晓君 胜祥商学院 f16033215 陶佳玮 胜祥商学院 f16052315 林威涛 胜祥商学院 

f17022106 刘媚薇 胜祥商学院 f17022108 罗晶 胜祥商学院 f17031303 曹歆怡 胜祥商学院 

f16051317 沈昕蕾 管理学院 f16071102 戴雯昕 管理学院 f16072112 孟譞 管理学院 

f16073118 吴凡 管理学院 f16075212 施唯 管理学院 b18011101 黄怡然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01 蔡璐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841 余悦腾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107 陶艺婧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17 柳李逸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16 刘若尘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35 周星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61216 王昕宇 外语学院 f16064114 宋盈亮 外语学院 f16065324 王雨卉 外语学院 

b18081212 岳媛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2103 火瑜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105 关晓馨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214 王彦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4083138 薛林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109 沈紫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31 张质云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203 何舒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5119 张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35 朱庆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321 王沁语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301 卜怡丹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111406 金梦婷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01 曹欣月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210115 阮昉钰 教育学院 

f17211130 张一婧 教育学院 f17065110 蒋子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6104 刘佳晶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06 杭义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18 黄洪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20 陈嘉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04 吕雯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17 邵深深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20 朱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09 楼凯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16 吴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05 刘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608 林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03 陈莹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17 闫心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19 周睿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19 周佳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06 高亚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05 金佳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04 陈欣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23 洪川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0 李怡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24 杨之佩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22 徐圣艺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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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311331 张书涵 嘉善光彪学院 t15102211 赵方城 沪东工学院 t17103104 谢冰清 沪东工学院 

t17104412 王思宇 沪东工学院 t17105101 丁雨洁 沪东工学院 t18101240 张海运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4 夏菲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6 王欢 沪东工学院    

 

    谢希德综合奖学金一等奖（235 人）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b18021105 葛静芝 胜祥商学院 b18022118 许舒彤 胜祥商学院 b18031107 刘金慧 胜祥商学院 

b18033117 周心怡 胜祥商学院 b18041119 周美倩 胜祥商学院 f16021215 郑旗 胜祥商学院 

f16021417 温舒媛 胜祥商学院 f16021501 蔡幸江 胜祥商学院 f16022233 薛伟 胜祥商学院 

f16022410 孙陈源 胜祥商学院 f16022427 王峦智 胜祥商学院 f16024216 舒智悦 胜祥商学院 

f16031105 何天阳 胜祥商学院 f16031224 徐得兰 胜祥商学院 f16031311 李业超 胜祥商学院 

f16031330 郑茵尹 胜祥商学院 f16033212 鲁雨 胜祥商学院 f16033220 张湄南 胜祥商学院 

f16033424 姚琪 胜祥商学院 f16033437 吴伟 胜祥商学院 f16041314 叶凡玮 胜祥商学院 

f16041617 周丽 胜祥商学院 f16052127 朱忆 胜祥商学院 f17021127 赵海庆 胜祥商学院 

f17021338 朱凯雨 胜祥商学院 f17021615 翁晓妍 胜祥商学院 f17022113 杨雪敏 胜祥商学院 

f17022116 张欣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1 白静 胜祥商学院 f17024204 何沁逸 胜祥商学院 

f17024303 贺宇佳 胜祥商学院 f17031105 丁明睿 胜祥商学院 f17031321 杨淑琪 胜祥商学院 

f17031419 夏天凤 胜祥商学院 f17033213 陆欣奕 胜祥商学院 f17033215 马姜丽 胜祥商学院 

f17033415 吴简凡 胜祥商学院 f17041116 张灵 胜祥商学院 f17041308 王蕾 胜祥商学院 

f17041409 彭玲娜 胜祥商学院 f17041615 陶静晔 胜祥商学院 b18071133 许亦昕 管理学院 

f16051208 金晶 管理学院 f16051302 丁纯岚 管理学院 f16052109 李仪婷 管理学院 

f16052404 蒋敏洁 管理学院 f16052501 陈琳 管理学院 f16071103 胡俐 管理学院 

f16071104 康玲 管理学院 f16072223 朱燕 管理学院 f16073111 李香香 管理学院 

f16073127 赵依佳 管理学院 f16075227 潘志霖 管理学院 f17071203 林寅新 管理学院 

f17071212 肖静雨 管理学院 f17072116 周心如 管理学院 f17073105 何芳芳 管理学院 

f17073114 杨安琪 管理学院 f17075221 何成瑞 管理学院 b18011106 张颖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23104 厉佳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4023418 付秋函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09 陈建雄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306 孙文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33 郑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02 黄晗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836 肖文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101 车颖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227 应乐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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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23317 吴媛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16 连明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22 唐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18 潘雍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28 李文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11 周婕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01 李思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07 沈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26 童宇恒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05 贾月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06 李海妍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61121 朱正赟 外语学院 

f14061102 徐青青 外语学院 f16061208 李珊珊 外语学院 f16061332 徐骅 外语学院 

f16062103 郭靓 外语学院 f16062206 李梦蝶 外语学院 f16064106 胡丹 外语学院 

f16065222 郑欣玥 外语学院 f16065311 计玉婷 外语学院 b18081114 赵月华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2113 王亚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117 孙悦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220 岳逸涵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115 张子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115 夏泓婧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25 周彤彤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110 裴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201 曹宇恬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215 王晴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5110 任世珺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34 朱敏英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117 吴梦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28 姚嘉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36 叶皓宸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204 范逸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206 胡佳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231 张佳成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19 宋子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20 宋紫涵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22 张铭津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05 罗颖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13 张愉松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01 陈雪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234 孟磊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113 王菁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08 屠稹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304 陈影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04 冯意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111103 林意洋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4111507 范吴仙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125 唐佳丽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134 朱佳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215 唐冰鑫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06 韩春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05 刘牧冉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06 黄紫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12 盛瑶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211 陆丽婷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427 郑迦棋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0 魏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22 杨丽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10 牟佳馨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210113 倪少庆 教育学院 f17210113 李晓琰 教育学院 f17211119 沈嘉妍 教育学院 

f17311205 陈建利 机电工程学院 f17051113 宋馨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316 莫金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317 卫佳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318 吴芳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17 张佳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207 姜慧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301 陈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431 李嘉彧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01 包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311 秦怡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19 郑天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103 高澳辉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6109 严瑜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19 马俊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04 高佳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06 鲍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531 杨奕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08 胡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28 宋辰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18 潘正阳 嘉善光彪学院 



  —  4  — 

f18015219 施晓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11 沈倩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02 龚琛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11 许佳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14 朱斯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405 纪向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22 李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19 张钰晗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02 顾怡铭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28 吴庆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04 黄晓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09 施青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02 陈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401 蔡文珈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8 徐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15 陶韵如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636 郑积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16 余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406 李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03 李楚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04 高亚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05 李煜旻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07 黄欣元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09 李家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02 邓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17 严泠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11 武筱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15 吴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21 张琳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507 陆雨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118 薛明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17 鄢凤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116 金艺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03 豆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09 沈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8107 翁可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209 曹博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307 章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128 尹陆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406 李佳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25 徐乐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31 诸玮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05 龚嘉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10 刘婧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11 罗沁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15 沈玛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1 徐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21 沈星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07 金丽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230 王家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30 邱宜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23 查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01 陈黎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17 张李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22 薛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20 王依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28 张逸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401 陈仕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15 汤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34 杨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06 顾艳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23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21 谭晨滟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12 潘朱燕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205 胡乐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19 覃翔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27 王文昊 嘉善光彪学院 t17101103 李悦莱 沪东工学院 t17102106 徐燕鸿 沪东工学院 

t17104218 朱顺顺 沪东工学院 t17104304 丁妍 沪东工学院 t17105106 潘润钰 沪东工学院 

t17106105 黄杰 沪东工学院 t18101107 顾张颖 沪东工学院 t18102142 朱毅玮 沪东工学院 

t18102207 葛坤祥 沪东工学院 t18104127 马骏 沪东工学院 t18104308 凌敏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5 孙家茵 沪东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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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希德综合奖学金二等奖（560 人）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b18021110 金子晶 胜祥商学院 b18021112 李悦菱 胜祥商学院 b18022105 段荣 胜祥商学院 

b18022111 蒋一珺 胜祥商学院 b18022128 陈雍昊 胜祥商学院 b18031110 盛佳安 胜祥商学院 

b18033116 张嫄 胜祥商学院 b18041107 汤喆 胜祥商学院 f15041205 张嘉钰 胜祥商学院 

f16041113 杨敏 胜祥商学院 f15061432 余志成 胜祥商学院 f16021103 陈丽颖 胜祥商学院 

f16021128 李泽 胜祥商学院 f16021209 王盈 胜祥商学院 f16021306 郝佳欣 胜祥商学院 

f16021320 袁梦妮 胜祥商学院 f16021433 王佳豪 胜祥商学院 f16021508 郭冬梅 胜祥商学院 

f16021611 王玉杰 胜祥商学院 f16021616 徐芷嫣 胜祥商学院 f16022101 曹玮玥 胜祥商学院 

f16022104 郭婧文 胜祥商学院 f16022206 姜冰莹 胜祥商学院 f16022304 洪婷婷 胜祥商学院 

f16022312 武晓莉 胜祥商学院 f16022313 于洪彬 胜祥商学院 f16024107 康心怡 胜祥商学院 

f16024111 刘静 胜祥商学院 f16024116 施玥 胜祥商学院 f16024144 郑英杰 胜祥商学院 

f16031205 戈宇航 胜祥商学院 f16031231 周霁妗 胜祥商学院 f16031310 李童 胜祥商学院 

f16031332 朱婉伊 胜祥商学院 f16031401 房彦龄 胜祥商学院 f16031415 彭文婷 胜祥商学院 

f16033213 沈寒倩 胜祥商学院 f16033310 龙凌霄 胜祥商学院 f16033311 卢慧萍 胜祥商学院 

f16033320 傅语晨 胜祥商学院 f16033323 徐晓彤 胜祥商学院 f16041111 徐铭珠 胜祥商学院 

f16041119 朱晓彩 胜祥商学院 f16041304 何思雨 胜祥商学院 f16041316 张淑琳 胜祥商学院 

f16041337 章银松 胜祥商学院 f16041508 裴子媛 胜祥商学院 f16041526 沈天威 胜祥商学院 

f16041601 戴安娜 胜祥商学院 f16051106 黄天慧 胜祥商学院 f16051311 陆晓雯 胜祥商学院 

f16051315 任怡雯 胜祥商学院 f16065220 赵思雅 胜祥商学院 f16072202 陈季君 胜祥商学院 

f16073208 李贤玥 胜祥商学院 f16075113 王婧雯 胜祥商学院 f17021110 许烨颖 胜祥商学院 

f17021212 陈鑫坤 胜祥商学院 f17021216 李沃华 胜祥商学院 f17021314 石海贝 胜祥商学院 

f17021403 胡祯颖 胜祥商学院 f17021405 金抒霞 胜祥商学院 f17021414 陆佳艳 胜祥商学院 

f17021512 陆钰倩 胜祥商学院 f17021515 颜依玲 胜祥商学院 f17022110 沈曦雯 胜祥商学院 

f17022217 周昭君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3 崔玲玲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8 李威融 胜祥商学院 

f17022403 方鑫婷 胜祥商学院 f17024131 毛源欣 胜祥商学院 f17024218 张艺蒙 胜祥商学院 

f17024235 郑敏达 胜祥商学院 f17024301 方玥 胜祥商学院 f17024307 罗倩 胜祥商学院 

f17024312 陶新敏 胜祥商学院 f17031123 杨茜如 胜祥商学院 f17031204 何明鸿 胜祥商学院 

f17031215 阮子玉 胜祥商学院 f17031225 张宇琳 胜祥商学院 f17031309 桂南燕 胜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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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031313 马嘉懿 胜祥商学院 f17031420 谢梦煜 胜祥商学院 f17031425 朱海凡 胜祥商学院 

f17031501 边昊晟 胜祥商学院 f17031503 陈星霖 胜祥商学院 f17033209 李丹其 胜祥商学院 

f17033216 施莎丽 胜祥商学院 f17033217 孙凯文 胜祥商学院 f17033501 陈诗涵 胜祥商学院 

f17033522 黄帅 胜祥商学院 f17033531 张世豪 胜祥商学院 f17041201 鲍叶鑫 胜祥商学院 

f17041202 蔡依娟 胜祥商学院 f17041203 常丹 胜祥商学院 f17041234 杨豪杰 胜祥商学院 

f17041330 阙建宇 胜祥商学院 f17041406 李炜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1 孙钰融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6 王云云 胜祥商学院 f17041519 殷玥 胜祥商学院 f17041544 陈宁丽 胜祥商学院 

f17041627 董帅 胜祥商学院 f17052106 葛甜甜 胜祥商学院 f17052118 宋停 胜祥商学院 

f17052310 马媛媛 胜祥商学院 f17072105 刘佳宁 胜祥商学院 b18071101 陈青青 管理学院 

b18071118 吕维博 管理学院 f15071304 陈露尹 管理学院 f16051111 刘丽佳 管理学院 

f16051119 王珺 管理学院 f16051221 许敏洁 管理学院 f16051303 方佳珍 管理学院 

f16052106 金冰冰 管理学院 f16052112 陆文慧 管理学院 f16052231 李承淼 管理学院 

f16052304 付玲 管理学院 f16052305 谷霖 管理学院 f16052321 徐琪安 管理学院 

f16052520 潘越 管理学院 f16071112 徐安娜 管理学院 f16071215 杨至蕾 管理学院 

f16071304 刘贤敏 管理学院 f16071313 张莹莹 管理学院 f16071314 赵蓓妮 管理学院 

f16072103 方雨 管理学院 f16072209 苗青 管理学院 f16072214 徐弯湾 管理学院 

f16073101 常微 管理学院 f16073201 陈颖 管理学院 f16073205 胡淑琴 管理学院 

f16073207 黄志颖 管理学院 f16075105 李欢欢 管理学院 f16075112 陶玉洁 管理学院 

f16075215 王纾馨 管理学院 f17071131 吴启帆 管理学院 f17071201 江晓羽 管理学院 

f17071202 李瑞 管理学院 f17071210 田璐馨 管理学院 f17072103 黄颉 管理学院 

f17072111 吴星仪 管理学院 f17072207 钮敏宇 管理学院 f17073110 秦舒于 管理学院 

f17073202 黄容容 管理学院 f17073213 吴婷 管理学院 f17073321 冀佳龙 管理学院 

f17075103 傅悦 管理学院 f17075116 张怡睿 管理学院 f17075120 陈亦为 管理学院 

b18011118 李鑫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11120 蔺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23101 陈佳恬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14 洪梓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223 罗晓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235 赵家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311 董碧耀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04 贺晓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20 盛家骏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24 汪云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31 尤徐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01 陈瑜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05 张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18 李路遥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25 钱金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103 佘漪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134 尹铭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210 陈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  7  — 

f16023108 王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114 袁菲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126 潘柯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318 张晓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409 王筱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418 竺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105 张鑫凤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114 姜昕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34 朱韫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21 唐彦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12 黄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13 刘阿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31 周智骏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02 徐婧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03 徐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06 金彩凤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12 田佳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08 吴旖筱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12 朱倩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02 顾倾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23 林天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34 赵振朋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03 赖琪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03 陈燕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30 吴旌炜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18 雷光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61113 徐瑜瑾 外语学院 

f16061108 胡雯静 外语学院 f16061120 徐嘉颖 外语学院 f16061221 颜佳佳 外语学院 

f16061303 高苗苗 外语学院 f16061313 裴玉玮 外语学院 f16061325 张静怡 外语学院 

f16061503 黄沁雯 外语学院 f16061526 周嘉雯 外语学院 f16061612 罗雅琳 外语学院 

f16062210 陆帅颖 外语学院 f16062214 涂媛媛 外语学院 f16062216 卫佳欣 外语学院 

f16062217 夏颖 外语学院 f16064103 段可凡 外语学院 f16064225 钟晶晶 外语学院 

f16064227 朱嘉敏 外语学院 f16065115 颜丽雯 外语学院 f16065127 陆淏楠 外语学院 

f16065227 张添昱 外语学院 f16065310 黄思纯 外语学院 f16065317 刘孟杰 外语学院 

b18081113 张银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1225 周钲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2108 沈伊未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2127 汪勇军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102 陈心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222 张勋勋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4103 黄泽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4203 傅煜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21629 江川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111 徐怡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113 杨琼琼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225 楼临天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134 王慧超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211 沈思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228 孙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129 赖晓明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01 蔡赟琼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12 阮辰心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108 骆琪儿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5121 陈炎彬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07 顾静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33 周雨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208 林星彤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214 陶玉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108 陆懿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122 张宇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128 姜家豪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203 高婧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122 吴慧云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02 陈歌斐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07 高冠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13 倪爱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22 吴锦程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322 王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106 陆奕卿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115 吴焕春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117 杨哲懿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308 陆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101 褚淼淼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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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082115 殷文嫣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07 胡炯妃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14 刘昱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12 林嘉琪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08 秦慧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11 汪佳伊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09 王宁馨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03 褚添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17 宛然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32 陈伊斌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202 崔剑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106 梁向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213 王晓寅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103 李妍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110 王玥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28 钱佳祺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305 董龄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324 李一明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111107 陆玲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5111226 顾诗韵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133 赵思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204 戴钰卿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402 褚盼盼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407 金紫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417 沈苏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420 司马赞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05 高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07 胡璐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22 秦雨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02 胡莹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09 马思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21 周佳娜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220 钟鸣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18 谢炷瑜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204 龚舒宁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210 倪天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051103 陈玉婷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11 盛绮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201 褚佳瑜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07 胡忻妮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414 钱文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13 潘佳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1 吴苗翔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8 周欢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27 蒋天添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18 王奕新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23 钟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12 沈思源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01 蔡汝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11 沈诗颜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210103 顾诗佳 教育学院 

f16210104 顾雪颖 教育学院 f17022406 华祎扬 教育学院 f17210110 计旻君 教育学院 

f17210117 沈嘉曦 教育学院 f17211115 马诗雯 教育学院 f17211228 周立群 教育学院 

f17311131 张国盛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133 赵旭辉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211 李天 机电工程学院 

f15052403 周丽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7022101 郭晓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05 董茹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10 何滢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30 张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321 王一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326 俞安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112 柳成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218 谢雨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319 颜智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11 石秋雁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206 贾锦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211 梁秋学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219 王薇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325 杨歆妤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403 顾欣蕾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12 戚圆圆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19 严洁云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26 赵晗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02 蔡亦玮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03 曹广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19 徐慧轩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207 蒋雅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01 成蓓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09 彭碧云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10 陶郁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15 肖扬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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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064108 宋雨芮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113 许艺榕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22 孙庆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03 范婷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30 叶昕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211 董晨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22 钱旭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14 顾权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507 张梦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07 张花花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10 蔡朱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14 陈哲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12 宋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38 周毓旻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07 施伊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32 杨潜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04 余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05 朱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28 许志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04 李佳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10 沈佳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03 郭晋滔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04 何书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414 吴巧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07 沙一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17 张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25 雷鹏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27 林赢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216 陈斌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13 姚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425 吴逸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01 包婉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12 杨颜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206 刘念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18 张伊一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37 周奕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401 包仪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05 胡婷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09 汪心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06 李若情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10 刘芸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06 胡译匀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20 陈祯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18 闫雅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22 蒋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410 沈梦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413 瓮艳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16 谢晟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06 何霞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19 唐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405 李若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417 周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04 傅紫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07 黄艳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01 戴碧柔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2 邵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27 凌轶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04 郭慧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11 沈诗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04 李嘉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12 邵淑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32 彭星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627 芦小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102 何雨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03 傅芷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14 严艺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33 张宇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09 刘小云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405 胡海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516 王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07 邵可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13 吴阳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212 申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219 叶文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03 黄元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12 唐诗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01 陈朴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107 李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112 汤佳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06 黄一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02 丁晓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15 杨泽宸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05 蒋歆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18 谢文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20 杨嘉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201 陈思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09 李思瑾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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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61332 赵仁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413 唐佳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522 周盼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10 邱歆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31 曾海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105 高曼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03 但凤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22 陈文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19 张智慧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03 郭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10 孟碧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102 陈泠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110 吴馨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25 杨世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02 陈紫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25 庄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7118 易晏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101 刘玥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117 李忠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309 康思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323 徐德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110 陆慧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115 夏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16 邵雨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101 陈佳铭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125 陆丘文韬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214 沈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07 蒋申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10 沈佳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15 王中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408 罗晓霄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08 王梦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12 徐晓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17 苏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28 袁震铄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206 陈江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09 王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11 夏怡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19 赵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17 张一帆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01 包心蓓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12 谢千千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08 李嘉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01 陈宜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10 金玉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21 张建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107 薛奕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10 李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20 王梦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23 夏云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05 戴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14 施纪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202 顾若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208 李语涵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07 黄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25 袁佳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33 袁睿斌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9 陆陶滢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14 王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24 周婉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05 胡斌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16 徐梦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227 欧钊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07 蒋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20 张珮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04 龚晔菲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06 顾玉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21 徐晓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09 林子铭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24 张嘉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23 竹蕊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02 陈佳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03 陈思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18 张治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11 强瑞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107 黄思雅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114 沈丽莎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02 陈诗依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14 施晓庆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17 谢心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18 徐奕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209 柳蔚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08 黄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19 孟芷瑞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101 陈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114 邵旭睿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123 辛子怡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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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211216 缪怡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08 陆欣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207 黄巧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108 冯小帅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18 沈鸿亮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29 张梦辉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22 欧阳长炜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24 孙家乐 嘉善光彪学院 t17101147 郑大伟 沪东工学院 

t17101218 蒋邓辉 沪东工学院 t17101224 刘吕鸣 沪东工学院 t17101236 汪佳霖 沪东工学院 

t17102105 卫雯 沪东工学院 t17103102 胡小蝶 沪东工学院 t17104120 赵晴丽 沪东工学院 

t17104207 宋莹莹 沪东工学院 t17104212 严怡静 沪东工学院 t17104305 董玉莹 沪东工学院 

t17104404 杜丽雯 沪东工学院 t17104405 胡杨柳 沪东工学院 t17105102 贺婉婷 沪东工学院 

t17105234 王敏杰 沪东工学院 t17105238 余世佳 沪东工学院 t17106113 王思婷 沪东工学院 

t17106119 张欣怡 沪东工学院 t18101104 周佳颖 沪东工学院 t18101117 陆胤辰 沪东工学院 

t18101138 杨一鸣 沪东工学院 t18101226 苏永曲 沪东工学院 t18102108 杜光源 沪东工学院 

t18102310 华家俊 沪东工学院 t18102318 盛贵贤 沪东工学院 t18102327 张璞轩 沪东工学院 

t18103116 武鹏辉 沪东工学院 t18104104 金旖婷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9 张琪 沪东工学院 

t18104120 张芷岚 沪东工学院 t18104302 储香雨 沪东工学院 t18104313 沈莎莎 沪东工学院 

t18104407 陆思怡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2 瞿紫菱 沪东工学院 t18105116 胡加晨 沪东工学院 

t18105234 朱陈聪 沪东工学院 t18106109 徐颖琦 沪东工学院 
   

 

 谢希德综合奖学金三等奖（894 人）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b18021101 陈琪 胜祥商学院 b18021102 陈娴怡 胜祥商学院 b18021111 李萍 胜祥商学院 

b18021124 叶青 胜祥商学院 b18022101 操玥 胜祥商学院 b18022103 董操慧 胜祥商学院 

b18022115 强文彦 胜祥商学院 b18022152 张凯凯 胜祥商学院 b18031102 陈茹蔚 胜祥商学院 

b18031113 徐晓雯 胜祥商学院 b18033101 范丽雯 胜祥商学院 b18033109 王婷 胜祥商学院 

b18041109 王悦 胜祥商学院 b18041125 王佳杰 胜祥商学院 f14041221 郭彤 胜祥商学院 

f14051407 陶鑫宇 胜祥商学院 f15065121 叶挺 胜祥商学院 f16021102 曾雨珊 胜祥商学院 

f16021123 董孝羽 胜祥商学院 f16021207 陶欣妍 胜祥商学院 f16021214 赵博暐 胜祥商学院 

f16021237 诸柏宇 胜祥商学院 f16021310 李燕 胜祥商学院 f16021315 王文婷 胜祥商学院 

f16021316 王玥 胜祥商学院 f16021414 孟悦 胜祥商学院 f16021438 张帝风 胜祥商学院 

f16021504 陈敏 胜祥商学院 f16021506 范珂昕 胜祥商学院 f16021526 龚波 胜祥商学院 

f16021609 孙楚岩 胜祥商学院 f16021628 黄高鹏 胜祥商学院 f16022103 方萱萱 胜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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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22106 刘康琪 胜祥商学院 f16022109 汪晓芸 胜祥商学院 f16022202 陈芳蕊 胜祥商学院 

f16022204 陈茜 胜祥商学院 f16022303 高珊 胜祥商学院 f16022306 李梦姣 胜祥商学院 

f16022309 莫歆涟 胜祥商学院 f16022406 陆立婷 胜祥商学院 f16022411 王倩倩 胜祥商学院 

f16023413 严贺青 胜祥商学院 f16024113 卢琲清 胜祥商学院 f16024124 张涛 胜祥商学院 

f16024207 蒋炜婷 胜祥商学院 f16024208 李萧 胜祥商学院 f16024209 刘璐 胜祥商学院 

f16024213 潘雨 胜祥商学院 f16024215 史金民 胜祥商学院 f16031117 王涵文 胜祥商学院 

f16031119 王睿婕 胜祥商学院 f16031131 朱俊蓉 胜祥商学院 f16031204 房相如 胜祥商学院 

f16031212 刘新蕾 胜祥商学院 f16031237 黄泽鑫 胜祥商学院 f16031317 邱思雨 胜祥商学院 

f16031327 张琦 胜祥商学院 f16031403 寒风神 胜祥商学院 f16031411 卢瑶 胜祥商学院 

f16031428 张玉玥 胜祥商学院 f16033116 马智宏 胜祥商学院 f16033118 彭艺玲 胜祥商学院 

f16033207 付文鸽 胜祥商学院 f16033217 徐雅岚 胜祥商学院 f16033313 毛静文 胜祥商学院 

f16033321 武亦欣 胜祥商学院 f16033322 项杭英 胜祥商学院 f16033401 蔡佳伟 胜祥商学院 

f16033405 郭秀梅 胜祥商学院 f16033427 朱思仪 胜祥商学院 f16041103 付婉露 胜祥商学院 

f16041212 童婷婷 胜祥商学院 f16041116 余雅洁 胜祥商学院 f16041125 江川 胜祥商学院 

f16041202 曾维玉 胜祥商学院 f16041315 张瑞琦 胜祥商学院 f16041413 颜相宜 胜祥商学院 

f16041416 袁丽丽 胜祥商学院 f16041501 樊栋萍 胜祥商学院 f16041503 高旭彦 胜祥商学院 

f16041514 吴欣怡 胜祥商学院 f16041602 龚婕雯 胜祥商学院 f16041605 李梦博 胜祥商学院 

f16041613 徐君怡 胜祥商学院 f16052119 孙静蓉 胜祥商学院 f16052314 梁思佳 胜祥商学院 

f16072101 陈嘉怡 胜祥商学院 f16075204 李淳 胜祥商学院 f17021109 徐雨贞 胜祥商学院 

f17021111 叶书凡 胜祥商学院 f17021207 饶思寒 胜祥商学院 f17021210 杨诺贝 胜祥商学院 

f17021313 秦玥 胜祥商学院 f17021322 泽里卓玛 胜祥商学院 f17021415 罗欣 胜祥商学院 

f17021422 武子怡 胜祥商学院 f17021423 许丽婧 胜祥商学院 f17021507 刘佳磊 胜祥商学院 

f17021521 周星辰 胜祥商学院 f17021603 陈研 胜祥商学院 f17021605 郭雨欣 胜祥商学院 

f17021606 贺泳绮 胜祥商学院 f17022102 何显分 胜祥商学院 f17022112 吴靖 胜祥商学院 

f17022205 冯卓 胜祥商学院 f17022203 陈莹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2 陈星旭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4 侯惠青 胜祥商学院 f17022408 李翼 胜祥商学院 f17022409 孙雅婷 胜祥商学院 

f17022413 叶琦 胜祥商学院 f17022423 蒙虎成 胜祥商学院 f17024109 姜雯霞 胜祥商学院 

f17024137 周跃政 胜祥商学院 f17024213 吴载慧 胜祥商学院 f17024215 杨钰钊 胜祥商学院 

f17024216 叶梦丽 胜祥商学院 f17024305 刘君利 胜祥商学院 f17024311 汤雨晴 胜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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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024328 李富鑫 胜祥商学院 f17024329 孟凡涛 胜祥商学院 f17031108 顾玉婷 胜祥商学院 

f17031211 刘艺 胜祥商学院 f17031304 陈怡妃 胜祥商学院 f17031312 凌丽红 胜祥商学院 

f17031331 陆文昊 胜祥商学院 f17031401 蔡佳妮 胜祥商学院 f17031405 顾婷 胜祥商学院 

f17031407 江怡韵 胜祥商学院 f17031417 唐佳怡 胜祥商学院 f17031502 陈星蓓 胜祥商学院 

f17031538 夏文超 胜祥商学院 f17033105 丁倩 胜祥商学院 f17033118 王雪梅 胜祥商学院 

f17033201 陈慧卿 胜祥商学院 f17033214 陆毓婷 胜祥商学院 f17033303 高倩瑶 胜祥商学院 

f17033312 阮方舟 胜祥商学院 f17033314 宋晨璐 胜祥商学院 f17033321 杨徐洁 胜祥商学院 

f17033405 洪太娜 胜祥商学院 f17033406 金智慧 胜祥商学院 f17033424 何恋 胜祥商学院 

f17033528 王文彦 胜祥商学院 f17041102 崔子悦 胜祥商学院 f17041108 金旭 胜祥商学院 

f17041113 潘蓥 胜祥商学院 f17041119 张雨婷 胜祥商学院 f17041127 王靖锋 胜祥商学院 

f17041218 杨鑫蕊 胜祥商学院 f17041301 富朵朵 胜祥商学院 f17041305 楼婧瑛 胜祥商学院 

f17041402 冯程晨 胜祥商学院 f17041403 冯小雨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4 唐水莲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7 徐佩佩 胜祥商学院 f17041430 潘倚诚 胜祥商学院 f17041507 江英莲 胜祥商学院 

f17041508 李宇涵 胜祥商学院 f17041520 余芸汐 胜祥商学院 f17041523 张熠 胜祥商学院 

f17041605 顾佳怡 胜祥商学院 f17041619 项诗笛 胜祥商学院 f17051332 朱滢 胜祥商学院 

f17052226 朱卓慧 胜祥商学院 f17071102 陈佩雯 胜祥商学院 f17071112 张静 胜祥商学院 

b18071103 夏晓君 管理学院 b18071107 戴一斌 管理学院 b18071126 涂元皓 管理学院 

b18071128 吴家峰 管理学院 b18073102 崔家怡 管理学院 f14052127 潘王涛 管理学院 

f14073136 刘凯骁 管理学院 f14073138 刘云聪 管理学院 f16051110 梁雪婷 管理学院 

f16051112 漆芃言 管理学院 f16051137 吴涛 管理学院 f16051207 韩金娟 管理学院 

f16051312 吕明焘 管理学院 f16051313 庞晓丹 管理学院 f16052104 陈依林 管理学院 

f16052120 田徐哲 管理学院 f16052125 张茜媛 管理学院 f16052209 李梦艳 管理学院 

f16052225 余雅婷 管理学院 f16052229 何轶卿 管理学院 f16052303 陈小结 管理学院 

f16052322 颜悦鑫 管理学院 f16052323 叶倩倩 管理学院 f16052325 朱浩敏 管理学院 

f16052509 沈洁 管理学院 f16052524 孙国豪 管理学院 f16071105 李雅晶 管理学院 

f16071110 王怡文 管理学院 f16071111 邢闻 管理学院 f16071114 赵莉娜 管理学院 

f16071117 程立军 管理学院 f16071209 李彩彩 管理学院 f16071226 刘松昂 管理学院 

f16071311 俞美茹 管理学院 f16072116 项冰钰 管理学院 f16072118 徐欣怡 管理学院 

f16072210 邵璐 管理学院 f16072215 许秋景 管理学院 f16073103 范佳琳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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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73104 管秋婷 管理学院 f16073108 黄怡芳 管理学院 f16073129 冯尧霆 管理学院 

f16075132 沈愉涛 管理学院 f16075214 唐颖 管理学院 f16075219 奚琦 管理学院 

f16075223 朱媛 管理学院 f16075229 宋宇睿 管理学院 f17071123 毛意成 管理学院 

f17071204 刘嘉瑾 管理学院 f17071209 唐新颖 管理学院 f17071309 王瑜溪 管理学院 

f17071311 吴艳梅 管理学院 f17071313 尹雨萱 管理学院 f17071327 李辉 管理学院 

f17072112 徐子麟 管理学院 f17072204 茅寒悦 管理学院 f17072210 王佳滢 管理学院 

f17072213 翁馨 管理学院 f17073101 蔡昱沁 管理学院 f17073203 李茂兰 管理学院 

f17073205 林洪丹 管理学院 f17073214 姚依雯 管理学院 f17073217 张艺 管理学院 

f17073218 周晓薇 管理学院 f17073304 宫睿 管理学院 f17075105 黄允 管理学院 

f17075115 张梦娟 管理学院 f17075202 陈勤真 管理学院 f17075212 吴函霓 管理学院 

b18011129 施泽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11140 张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11141 赵俊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23117 王寒啸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23123 徐超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04 王轶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06 姚静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23 骆铖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26 王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227 汤华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01 蔡亚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03 陈春寅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06 张甜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10 陈天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19 钱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24 王思涵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01 黄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21 施懿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03 田诗玥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06 张亦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10 丁思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27 沈俊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824 刘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105 覃佩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107 熊巧奕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204 凌彬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215 林胡程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106 马芳忆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109 王圆媛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116 周戬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211 乔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212 施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305 金子惠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308 马雯丽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316 翁静静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403 冯慧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405 贺一蔓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129 袁鸣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135 朱仁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01 方圆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06 张丽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15 李晓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33 周逸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07 蔡一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10 傅潘寅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14 蒋维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19 史崇汝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31 张羽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06 章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03 任佳缘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08 董鑫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11 巩起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13 郭宗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04 杨翊卿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19 朱苇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20 朱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24 崔文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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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012203 李荣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30 张寅斌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03 郭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04 孔繁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32 张浩云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10 陈云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20 麦锦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33 赵寅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01 程靖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06 罗巧玲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13 姚玉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21 李文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02 顾怡然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24 刘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11 徐昀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30 夏剑霆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61111 王蕊 外语学院 b18061114 严丹苡 外语学院 

b18062101 陈歆洺 外语学院 b18066108 朱慧敏 外语学院 f16061105 何丽君 外语学院 

f16061107 洪蜜雪 外语学院 f16061126 赵庭钰 外语学院 f16061203 洪思梦 外语学院 

f16061220 徐俊娴 外语学院 f16061301 蔡梦燕 外语学院 f16061307 林玲 外语学院 

f16061403 方涵 外语学院 f16061404 方季雯 外语学院 f16061428 陈剑啸 外语学院 

f16061512 谭羽婷 外语学院 f16061515 文静 外语学院 f16061520 翟羽佳 外语学院 

f16061523 赵艺琳 外语学院 f16061525 周佳悦 外语学院 f16062115 唐蕾 外语学院 

f16062118 徐玮 外语学院 f16062119 许梦颖 外语学院 f16062131 刘宇豪 外语学院 

f16062133 王文豪 外语学院 f16062303 冯荔阳 外语学院 f16064105 顾玥玲 外语学院 

f16064121 许焱 外语学院 f16064127 周欣玉 外语学院 f16064208 雷沛铷 外语学院 

f16064226 朱蓓怡 外语学院 f16065103 蒋蔚 外语学院 f16065122 周佳音 外语学院 

f16065125 陈超一 外语学院 f16065221 郑冰沁 外语学院 f16065314 李媛 外语学院 

f16065328 徐瑶逸 外语学院 b18081117 冯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1201 陈欣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1207 吕慧冬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1208 聂月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2106 阮崇晗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2109 汤丹慧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116 宋坤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122 王忠圆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212 孙敏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223 林嘉坤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4105 殷广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102 陈雅新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105 金豆豆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108 司淼楠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118 钟甜甜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226 潘艺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130 张家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205 顾嘉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210 沈思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223 陈宇晖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231 徐之虓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123 郑依依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10 刘泳兰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20 许陆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28 薛觅成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118 张雪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205 李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210 牟佳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5114 徐至萱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5127 徐符闻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02 陈君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21 王琳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41 徐俊杰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42 叶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221 薛文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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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91224 杨紫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124 邹思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205 金雪莉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214 王逍遥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109 贺江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125 徐冰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04 杜雨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05 凡柳菲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10 金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19 王苗苗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23 夏颖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31 陈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311 刘宛鹭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102 韩筱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120 周紫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125 施小屹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209 刘佳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305 韩晨晨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129 徐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131 庄瑞安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209 沈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215 徐蓉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218 周婉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220 樊绍越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17 邱叶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21 卫慧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33 陆胡锋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20 许嘉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21 詹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06 吕珂儿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11 宋韵华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10 宋李楠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25 吴锴成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08 舒宇晓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21 严天语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05 顾佳寅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22 叶莹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205 高梦晴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207 顾佳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214 林心如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221 王晓凤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105 瞿蕾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115 王一帆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117 熊天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211 王添逸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224 庄如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112 徐靖叶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116 张满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122 顾逸豪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12 吴峥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13 杨思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05 贾沛颖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13 闫羽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25 马悠扬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26 孙稚然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111111 倪舒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b18111122 杨雯倩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5111135 严国栋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5111234 张斌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5112131 黄晓璐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109 顾佳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132 张颖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208 李欢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212 孙连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08 李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09 林智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11 钱诗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12 尚依蕾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13 邵卓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19 王晨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25 温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27 伍靓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410 漏宴萍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07 吕兰鑫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10 潘珺伶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11 羌璐君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12 任孜涵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205 敬甬楠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02 樊沁予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07 金思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08 李芸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10 秦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19 徐晨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09 沈淑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14 孙玮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21 袁嘉茵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205 冀佳芸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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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111212 沈君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14 沙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409 李燃玥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2 吴燕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3 谢如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4 杨旸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03 曹帆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10 申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17 王思艺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18 王依妮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13 沈绮媛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21 许梦露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10 罗婧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16 王诗含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06 胡嘉依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14 汤也清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19 薛笑圆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065102 胡诗丹 教育学院 

f16210130 赵佳珉 教育学院 f17051220 吴嘉薇 教育学院 f17075125 吕元超 教育学院 

f17210112 乐晨毓 教育学院 f17210134 周静凡 教育学院 f17210138 陈恩楠 教育学院 

f17211118 钱书慧 教育学院 f17211128 张靖人 教育学院 f17211202 蔡嘉欣 教育学院 

f17211221 杨宇蒙 教育学院 f17311113 郭致远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120 李小龙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132 张峻綮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225 夏雨鑫 机电工程学院 f15061431 张孙朋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114 陶阳毅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119 吴一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132 诸怡珺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04 陈欣燕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32 周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301 鲍依玮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324 杨帆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124 张欢欢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207 傅黎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211 刘梦桥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225 朱春旭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239 杨骏豪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322 张曦月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323 周伊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14 吴钱珠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16 夏敏隽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106 华茜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108 林可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109 林祯慧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114 偶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123 俞昕言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316 任思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328 周薇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413 邵秋锦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415 汪粟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426 张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507 匡心谣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519 王磊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521 徐岚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03 杜慧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28 庄韫齐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29 曹亦贝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04 成捷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13 戚佳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205 胡诗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219 肖冯泽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313 涂海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332 诸宏毅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11 汪哲元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23 朱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127 卓家俊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210 吴菲燕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223 林小虎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5104 陈瑜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5123 王梦薇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6105 刘赛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05 郭宇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21 邱芷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05 王松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06 杨净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201 陈奕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209 陈星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212 顾宇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03 郝梦媛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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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11305 修嘉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18 李敏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11 陈子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20 刘召铭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506 吴怡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508 朱佳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04 马奕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06 谢婉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37 张睿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09 刘歆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13 田晓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17 张芝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34 殷子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06 任文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29 汪健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08 陈淇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17 刘子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21 王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16 刘正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18 师旭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22 王思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05 李孟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20 刘芯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207 李佳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01 陈佳元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11 孟舒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21 左婧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30 马智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408 林振亚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410 卢浉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02 杜艳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08 陶静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13 余娟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24 乐晋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01 蔡妍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03 付季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11 杨雪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12 张湘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06 李海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10 施梦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25 裴博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406 刘娟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421 林昊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13 虞仁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32 张贾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33 赵钢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203 丁谊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04 高予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11 王嘉滢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14 徐李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403 耿莹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409 任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422 唐雨欢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15 傅志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01 陈盈如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12 马晶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27 吕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10 阮佳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24 火星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31 袁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420 张吴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426 王柳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08 邱逸心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20 周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32 夏端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09 梁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17 陶云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03 方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16 师晶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18 孙严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25 姜俊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404 高镱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412 宋培科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05 郭怡帆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09 孟雨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12 王蓓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13 王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02 丁佳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27 林诚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11 马煜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19 张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20 赵津京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12 沈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20 许馨月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23 周之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03 李冰清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27 何奇航 嘉善光彪学院 



—  19  — 

f18033529 李剑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33 苏皓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34 魏宗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611 孙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104 金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01 陈文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05 洪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06 刘静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20 周淼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02 陈欣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15 谢安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24 富天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420 朱佳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09 陶柯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19 张鑫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25 黄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32 罗家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37 郑江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03 陈韵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10 毛林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16 杨葳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17 杨雨萱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20 张徐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24 黄昕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16 张俊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24 王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402 车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408 乐静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417 杨佳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05 胡晨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29 陆贤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108 林晨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118 张依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12 沈晶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18 张续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03 干源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04 李鑫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09 陶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20 朱亚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28 钱威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10 吴欣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15 张婧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02 曹煜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05 范惠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07 官梦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220 姚怡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222 张芯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01 陈沁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05 何嘉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12 罗雪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401 蔡佳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412 罗丹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05 黄佳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09 祁瑾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17 袁瑜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18 翟忠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23 朱永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104 邓家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115 吴依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125 林佳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05 惠晓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25 吴俊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01 桂雨亭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15 王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18 张丹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13 陆遂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16 孟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23 杨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28 张雯忻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10 卢琪萱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14 王鸿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05 顾雅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12 汪潘蕾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7103 陈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103 孙琪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118 刘嘉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201 程送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207 向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231 郑浩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329 张徐驰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119 张龙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01 蔡雨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05 龚肖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24 纪萌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105 邝沛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208 李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220 周静文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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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73228 王莘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02 常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04 单超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09 陆馨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19 张馨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416 余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417 张晗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117 姚依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122 林志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18 朱臻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22 马俞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01 丁佳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14 骆兴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21 西泽垚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219 施云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230 朱卡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03 冯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03 金知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14 俞静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16 张思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17 张心如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03 郭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04 何君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06 陆玮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26 陆志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07 顾歆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20 夏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08 蒋依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14 刘淑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19 徐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20 袁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105 李倩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116 张毅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7 李雯瑾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9 潘雪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21 吴文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31 张兴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01 陈浩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26 朱佳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225 左迎盈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229 孙许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19 脱钰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24 虞可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26 赵佳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207 黄欣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221 吴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3 国晓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5 何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8 卢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201 陈嘉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204 董有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04 傅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15 谢双庆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21 周心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22 陈默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232 徐金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03 段辰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13 吴楚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34 张崇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06 骆龙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07 钱美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14 徐闻娜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09 金杨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1 刘明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3 陆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08 虎妍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14 邵顾玥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03 陈佳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04 陈嘉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09 韩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404 蒋萍菲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12 王宇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13 吴启航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20 仲晨嫣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23 周卓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23 周静媛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03 何依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12 齐天昊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13 沈玛锞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29 胡思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03 杜舒晴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20 徐紫琼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21 许钦佩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25 张咏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207 凌雨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14 刘雨竹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23 唐佳雯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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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210129 虞文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127 张晨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04 陈冰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10 何月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18 施楚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26 张妍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28 周依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03 费泠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13 石林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17 汪雪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214 邵乐越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221 张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226 张赟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103 尉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117 吕全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03 徐翃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21 王奕铖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06 公文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28 余龙辉 嘉善光彪学院 t15103140 李晓凯 沪东工学院 t16101233 张聪 沪东工学院 

t17101101 计思园 沪东工学院 t17101102 瞿芳 沪东工学院 t17101128 孙宇晓 沪东工学院 

t17101133 肖知允 沪东工学院 t17101137 杨锦涛 沪东工学院 t17101138 杨阳 沪东工学院 

t17101245 郁承炜 沪东工学院 t17102112 胡弘毅 沪东工学院 t17102135 许智霆 沪东工学院 

t17103111 方挺 沪东工学院 t17104103 陈嫚 沪东工学院 t17104116 杨胜男 沪东工学院 

t17104117 余梦萍 沪东工学院 t17104119 张园园 沪东工学院 t17104234 郁淳逸 沪东工学院 

t17104301 查晶 沪东工学院 t17104306 李毓灵 沪东工学院 t17104315 杨雨婷 沪东工学院 

t17104417 尤佳 沪东工学院 t17105107 钱前 沪东工学院 t17105108 唐宁 沪东工学院 

t17105113 许杉杉 沪东工学院 t17105123 蒋嘉诚 沪东工学院 t17105236 叶凯伦 沪东工学院 

t17106101 陈佳蕾 沪东工学院 t17106116 肖州敏 沪东工学院 t17106122 周钰 沪东工学院 

t18101108 季旭东 沪东工学院 t18101119 彭瀚宇 沪东工学院 t18101132 王瑞 沪东工学院 

t18101143 朱春林 沪东工学院 t18101230 魏萧剑 沪东工学院 t18101236 杨运国 沪东工学院 

t18102104 张慧如 沪东工学院 t18102132 徐俊涛 沪东工学院 t18102141 朱博容 沪东工学院 

t18102214 罗星宇 沪东工学院 t18102219 唐欧言 沪东工学院 t18102301 陈钰婷 沪东工学院 

t18102313 刘佳源 沪东工学院 t18103104 陈韬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0 沈欣韵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8 薛惠元 沪东工学院 t18104201 蔡梦如 沪东工学院 t18104202 陈王琪 沪东工学院 

t18104206 龚诗音 沪东工学院 t18104303 华未来 沪东工学院 t18104314 沈心悦 沪东工学院 

t18104409 陶慧 沪东工学院 t18104419 朱佳怡 沪东工学院 t18104426 戚俊峰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7 章岩 沪东工学院 t18105115 高弘宇 沪东工学院 t18105123 唐杰 沪东工学院 

t18105225 孙明昇 沪东工学院 t18106105 屠颖莹 沪东工学院 t18106110 张晶容 沪东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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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希德奖学金单科一等奖（240 人次）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f17021127 赵海庆 胜祥商学院 f17021402 范子隽 胜祥商学院 f17021403 胡祯颖 胜祥商学院 

f17021512 陆钰倩 胜祥商学院 f17022106 刘媚薇 胜祥商学院 f17022409 孙雅婷 胜祥商学院 

f17022413 叶琦 胜祥商学院 f17024235 郑敏达 胜祥商学院 f17024303 贺宇佳 胜祥商学院 

f17024336 袁凯淳 胜祥商学院 f17031212 刘奕奕 胜祥商学院 f17031217 邰逸群 胜祥商学院 

f17031303 曹歆怡 胜祥商学院 f17031414 倪舒颖 胜祥商学院 f17033405 洪太娜 胜祥商学院 

f17041119 张雨婷 胜祥商学院 f17041403 冯小雨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6 王云云 胜祥商学院 

f17041615 陶静晔 胜祥商学院 f17071313 尹雨萱 管理学院 f17072112 徐子麟 管理学院 

f17073206 刘曼文 管理学院 f17075105 黄允 管理学院 f17011206 张丽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05 袁欣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16 刘若尘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15 王奕玮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11 周婕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02 顾倾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07 沈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22 李逸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06 李海妍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81206 胡佳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117 张旎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27 肖智雄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14 周家琪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09 王宁馨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17 宛然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32 陈伊斌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211 王添逸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28 钱佳祺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04 冯意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19 宋子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20 许嘉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112222 张欣妍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10 牟佳馨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21 袁嘉茵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07 胡忻妮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0 魏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210138 陈恩楠 教育学院 f17211228 周立群 教育学院 

f17311133 赵旭辉 机电工程学院 f17061123 俞昕言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403 顾欣蕾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12 戚圆圆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03 曹广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311 秦怡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10 陶郁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108 宋雨芮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6108 严晓凡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06 杭义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18 张依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04 黄晓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410 沈梦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15 吴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201 陈思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209 施唯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17 闫心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17 闫心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514 宋欣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23 朱永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03 但凤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17 鄢凤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25 吴俊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110 吴馨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03 豆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04 陈欣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7118 易晏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8107 翁可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03 冯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12 谢千千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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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83215 沈玛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113 黄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23 唐莅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10 李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06 戴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07 黄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19 脱钰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3 国晓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24 黄智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07 蒋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3 陆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21 徐晓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22 薛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14 邵顾玥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01 陈奕伶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114 沈丽莎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21 许钦佩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210 陆晨昱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32 张鑫圆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16 缪怡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22 徐圣艺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08 陆欣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16 沈媛媛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112 柳成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220 徐意寅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12 汪洲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108 宋雨芮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213 许庆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30 叶昕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12 顾永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37 张睿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20 陈嘉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06 任文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05 朱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18 潘正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11 沈倩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11 孟舒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07 沙一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20 朱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208 倪丽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10 施梦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11 吴思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13 虞仁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37 周奕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05 胡婷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10 刘芸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10 施文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25 蒋梅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04 管心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8 徐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12 沈宸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32 彭星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09 王诗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03 陈莹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14 吴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04 高亚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16 杨葳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05 李煜旻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402 车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07 黄欣元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29 陆贤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09 李家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17 严泠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10 吴欣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118 薛明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17 鄢凤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30 章雨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22 张雅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24 邢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7103 陈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118 刘嘉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05 龚肖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214 沈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12 王成一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107 胡丝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216 任斐暘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05 龚嘉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12 谢千千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11 罗沁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20 夏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2 施雨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20 王梦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01 陈浩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27 陈龙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220 王玥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3 国晓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16 徐梦玲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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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93303 段辰枫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08 虎妍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22 杨佳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01 曹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28 张逸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01 陈奕伶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20 姚奕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209 柳蔚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230 朱诚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12 刘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22 徐圣艺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13 石林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126 徐晨玮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31 张书涵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05 王松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01 黄欣蕾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06 鲍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18 黄洪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20 陈嘉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32 杨潜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05 朱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17 刘子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11 沈倩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20 朱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27 林赢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13 张逸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13 姚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206 刘念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37 周奕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05 胡婷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09 施青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25 蒋梅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03 方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8 徐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07 罗晓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608 林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20 周淼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406 李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13 吴阳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03 陈韵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417 杨佳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01 陈朴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12 沈晶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02 邓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02 丁晓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11 武筱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209 曹博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23 洪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214 沈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02 常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25 徐乐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31 诸玮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0 李怡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31 张书涵 嘉善光彪学院 

t17103104 谢冰清 沪东工学院 t17104234 郁淳逸 沪东工学院 t17104305 董玉莹 沪东工学院 

t18101240 张海运 沪东工学院 t18102142 朱毅玮 沪东工学院 t18102207 葛坤祥 沪东工学院 

t18103116 武鹏辉 沪东工学院 t18104120 张芷岚 沪东工学院 t18104407 陆思怡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5 孙家茵 沪东工学院 t18106109 徐颖琦 沪东工学院 t18101240 张海运 沪东工学院 

t18102142 朱毅玮 沪东工学院 t18103104 陈韬 沪东工学院 t18104120 张芷岚 沪东工学院 

t18104407 陆思怡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6 王欢 沪东工学院 t18106113 林帅 沪东工学院 

 

  谢希德奖学金单科二等奖（439 人次）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f17021105 蒋诗雪 胜祥商学院 f17021207 饶思寒 胜祥商学院 f17021307 寇一迪 胜祥商学院 

f17021338 朱凯雨 胜祥商学院 f17021607 姜婧琦 胜祥商学院 f17021615 翁晓妍 胜祥商学院 



—  25  — 

f17022110 沈曦雯 胜祥商学院 f17022209 刘承铭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4 侯惠青 胜祥商学院 

f17022403 方鑫婷 胜祥商学院 f17024213 吴载慧 胜祥商学院 f17024221 朱迎春 胜祥商学院 

f17031225 张宇琳 胜祥商学院 f17031321 杨淑琪 胜祥商学院 f17031331 陆文昊 胜祥商学院 

f17031407 江怡韵 胜祥商学院 f17031431 孟永超 胜祥商学院 f17033118 王雪梅 胜祥商学院 

f17033403 褚启华 胜祥商学院 f17033406 金智慧 胜祥商学院 f17041136 张鑫童 胜祥商学院 

f17041308 王蕾 胜祥商学院 f17041408 宓晟甜 胜祥商学院 f17041526 高鹏博 胜祥商学院 

f17041527 胡栩越 胜祥商学院 f17041610 凌奕君 胜祥商学院 f17052106 葛甜甜 胜祥商学院 

f17052118 宋停 胜祥商学院 f17072105 刘佳宁 胜祥商学院 f17093319 左琪 胜祥商学院 

f17071223 黄季唯 管理学院 f17071327 李辉 管理学院 f17072104 凌雯洁 管理学院 

f17072216 周婧怡 管理学院 f17073222 顾少杰 管理学院 f17073228 田凤祥 管理学院 

f17075103 傅悦 管理学院 f17075110 唐雨洁 管理学院 f17011216 连明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17 柳李逸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21 唐彦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12 黄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22 唐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03 任佳缘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08 黄俊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14 王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20 朱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06 邵奕韵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08 吴旖筱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01 陈志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04 孔繁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21 李文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26 童宇恒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08 李金歌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13 徐涵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32 徐子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37 朱忆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81102 韩筱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204 姜晓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215 徐蓉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14 刘昱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05 罗颖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06 吕珂儿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07 乔琳璐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11 汪佳伊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13 张愉松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06 沈哲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13 曹哲辉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04 苟欣钰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206 倪莎莎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213 王晓寅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02 金慧丽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13 杨思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30 徐李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21 詹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22 张铭津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12 林嘉琪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17 肖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112110 申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11 钱莉芸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12 沈思源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14 谭欣颖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08 钱怿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12 盛瑶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18 徐晨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211 陆丽婷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20 吴琪婧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427 郑迦棋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3 谢如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8 周欢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210107 黄斯嫣 教育学院 f17210113 李晓琰 教育学院 f17211119 沈嘉妍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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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211130 张一婧 教育学院 f17311113 郭致远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132 张峻綮 机电工程学院 

f17061131 李易柏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207 姜慧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301 陈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325 杨歆妤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510 李缘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528 钟烨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13 戚佳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231 徐浩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01 成蓓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15 肖扬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23 朱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127 卓家俊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216 张林可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5110 蒋子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6104 刘佳晶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6116 薛朋朋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13 刘畅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19 马俊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20 周咏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25 蒋滨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28 吴庆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16 吴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01 蔡静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09 励嘉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15 吴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30 夏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05 何嘉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09 李思瑾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21 张琳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32 赵仁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413 唐佳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522 周盼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14 魏曙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23 朱永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31 曾海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05 惠晓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22 陈文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19 周佳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102 陈泠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116 金艺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05 金佳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25 庄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18 张梦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24 邢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7104 陈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05 龚嘉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06 黄智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04 何君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06 陆玮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01 包心蓓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10 卢文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13 马雯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18 吴雅琼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08 蒋依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31 潘瑜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105 李倩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116 张毅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1 徐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9 潘雪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17 汪千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21 吴文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20 俞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26 朱佳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26 赵佳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6 李维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204 董有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10 李昀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213 王怡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219 袁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17 张李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20 朱玉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1 刘明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27 朱明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08 虎妍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09 林子铭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28 张逸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404 蒋萍菲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407 李莉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03 陈思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20 仲晨嫣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06 林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11 强瑞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107 黄思雅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21 于欣妍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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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113124 杨之佩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08 黄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21 谭晨滟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114 邵旭睿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226 张赟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04 陈欣燕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24 严雨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317 卫佳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13 王梓轩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22 沈兆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113 许艺榕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223 林小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04 高佳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11 陈玮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14 黄在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20 陆奕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01 黄欣蕾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02 王楣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04 马奕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18 黄洪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21 丁宇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38 周毓旻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07 施伊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28 宋辰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19 施晓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37 朱云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05 李孟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208 李佩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01 陈佳元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20 朱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410 卢浉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25 刘蕴逸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04 郭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12 张湘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14 朱斯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421 林昊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425 吴逸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07 林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33 赵钢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14 徐李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38 庄思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10 杨雪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15 傅志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06 李若情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18 张依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16 吴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420 张吴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05 刘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06 黄露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18 孙严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7 邢点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9 杨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04 黄诗芸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10 罗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13 陶悦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29 李剑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128 宋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03 傅芷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420 朱佳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02 胡侨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07 邵可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17 杨雨萱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224 陆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425 毛艺帆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01 陈朴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06 黄一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18 张续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02 邓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02 丁晓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09 陶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05 蒋歆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09 王宜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104 邓家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03 但凤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19 张智慧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03 郭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06 高亚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13 陆遂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33 逢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05 金佳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23 张雨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04 陈欣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22 黄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7127 吴永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8107 翁可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102 钱思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331 朱珩凌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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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72206 胡佳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23 洪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201 程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04 单超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10 沈佳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406 李佳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12 徐晓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22 马俞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17 苏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31 诸玮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09 凌佳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29 姜祎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04 何君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01 包心蓓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08 李嘉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27 诸艺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19 徐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20 袁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106 邹美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1 徐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3 乐嘉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16 滕翊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18 汪轶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23 夏云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10 吕贤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221 吴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225 赵若涵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5 何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201 陈嘉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10 李昀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213 王怡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06 胡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07 蒋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03 仇晓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07 胡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0 李怡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1 刘明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3 陆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22 薛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34 徐文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28 朱颖晴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406 金凤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05 高心云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18 张治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07 陆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13 沈玛锞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207 凌雨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03 戴峥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29 虞文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133 郑永恩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16 缪怡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207 黄巧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114 李旭峰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05 高钧毅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18 陆琦巍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207 蒋雅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22 刘乙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211 董晨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03 郝梦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20 陆奕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09 陈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30 吴轩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508 朱佳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17 顾剑帆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17 张芝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38 周毓旻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35 张德邻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38 诸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17 邵深深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10 沈佳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213 徐静园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28 罗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402 陈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434 张祉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02 杜艳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11 许佳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17 张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01 陈鑫林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36 张宇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223 刘申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225 滕振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11 吴思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25 裴博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01 包婉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204 范佳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212 徐萌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14 徐李源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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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23319 张钰晗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406 李孟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10 杨雪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06 何霞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16 邵方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04 管心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409 卢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05 郭怡帆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2 邵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04 黄诗芸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27 凌轶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28 洪俊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29 李剑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03 傅芷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16 余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26 马维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516 王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516 王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03 李楚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04 高亚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10 毛林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05 李煜旻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425 毛艺帆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05 胡晨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29 陆贤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104 冯琬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118 张依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03 干源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17 严泠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05 蒋歆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18 周海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207 向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309 康思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14 平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16 邵雨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103 冯佳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107 李肖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05 方辉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15 王中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417 张晗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111 王双双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22 马俞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30 赵昕扬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216 任斐暘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108 冯小帅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11 李云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19 覃翔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22 欧阳长炜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28 余龙辉 嘉善光彪学院 t17101138 杨阳 沪东工学院 t17101242 杨士琛 沪东工学院 

t17103102 胡小蝶 沪东工学院 t17104103 陈嫚 沪东工学院 t17104218 朱顺顺 沪东工学院 

t17104306 李毓灵 沪东工学院 t18101117 陆胤辰 沪东工学院 t18101119 彭瀚宇 沪东工学院 

t18102104 张慧如 沪东工学院 t18102108 杜光源 沪东工学院 t18102306 方颖轩 沪东工学院 

t18102325 杨钊晔 沪东工学院 t18103104 陈韬 沪东工学院 t18103110 刘爽爽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4 夏菲 沪东工学院 t18104201 蔡梦如 沪东工学院 t18104308 凌敏 沪东工学院 

t18104426 戚俊峰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6 王欢 沪东工学院 t18105123 唐杰 沪东工学院 

t18106103 马宇婕 沪东工学院 t18106119 张涵奕 沪东工学院 t17104111 刘洁 沪东工学院 

t18101107 顾张颖 沪东工学院 t18101226 苏永曲 沪东工学院 t18102101 傅何雯 沪东工学院 

t18102141 朱博容 沪东工学院 t18103105 陈星阳 沪东工学院 t18103116 武鹏辉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4 夏菲 沪东工学院 t18104201 蔡梦如 沪东工学院 t18104409 陶慧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5 孙家茵 沪东工学院 t18105115 高弘宇 沪东工学院 t18106105 屠颖莹 沪东工学院 

t18106109 徐颖琦 沪东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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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学生干部（355 人）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b17041118 游正 胜祥商学院 b18021138 李德陈 胜祥商学院 b18022105 段荣 胜祥商学院 

b18022152 张凯凯 胜祥商学院 b18031124 黄磊 胜祥商学院 b18033120 何洋洋 胜祥商学院 

f14024231 陈柯宇 胜祥商学院 f15012227 徐国光 胜祥商学院 f16021215 郑旗 胜祥商学院 

f16021315 王文婷 胜祥商学院 f16021412 路华丽 胜祥商学院 f16021506 范珂昕 胜祥商学院 

f16021619 张佳雯 胜祥商学院 f16022109 汪晓芸 胜祥商学院 f16022209 于芳 胜祥商学院 

f16022311 王悦 胜祥商学院 f16022325 王寅鹏 胜祥商学院 f16022411 王倩倩 胜祥商学院 

f16031337 蒋劲宇 胜祥商学院 f16033209 何浩婧 胜祥商学院 f16033240 赵波涛 胜祥商学院 

f16033306 管玥 胜祥商学院 f16033427 朱思仪 胜祥商学院 f16041119 朱晓彩 胜祥商学院 

f16041208 娄诗梦 胜祥商学院 f16041329 吴峥越 胜祥商学院 f16041432 王琪皓 胜祥商学院 

f16041526 沈天威 胜祥商学院 f16041602 龚婕雯 胜祥商学院 f16051231 金恒毅 胜祥商学院 

f16072101 陈嘉怡 胜祥商学院 f16072202 陈季君 胜祥商学院 f16091123 王文佳 胜祥商学院 

f17021107 王梦瑶 胜祥商学院 f17021113 陈阳 胜祥商学院 f17021301 陈玲玲 胜祥商学院 

f17021307 寇一迪 胜祥商学院 f17021514 徐宇琳 胜祥商学院 f17021531 潘贤锐 胜祥商学院 

f17022112 吴靖 胜祥商学院 f17022323 祁杰 胜祥商学院 f17022424 石嘉瑞 胜祥商学院 

f17024116 庞嘉颖 胜祥商学院 f17024209 王瑷迪 胜祥商学院 f17024329 孟凡涛 胜祥商学院 

f17024332 王亮 胜祥商学院 f17031211 刘艺 胜祥商学院 f17031306 董心悦 胜祥商学院 

f17031421 徐宝钰 胜祥商学院 f17031506 黄妍 胜祥商学院 f17033118 王雪梅 胜祥商学院 

f17033209 李丹其 胜祥商学院 f17033303 高倩瑶 胜祥商学院 f17033415 吴简凡 胜祥商学院 

f17033504 高铃妤 胜祥商学院 f17041108 金旭 胜祥商学院 f17041203 常丹 胜祥商学院 

f17041330 阙建宇 胜祥商学院 f17041426 胡途 胜祥商学院 f17041508 李宇涵 胜祥商学院 

f17041642 张宸 胜祥商学院 f17071112 张静 胜祥商学院 j11062222 王辉 胜祥商学院 

b18071118 吕维博 管理学院 b18073101 曹靖怡 管理学院 f14052129 瓮华伟 管理学院 

f16051112 漆芃言 管理学院 f16051208 金晶 管理学院 f16051317 沈昕蕾 管理学院 

f16052229 何轶卿 管理学院 f16052231 李承淼 管理学院 f16052404 蒋敏洁 管理学院 

f16052501 陈琳 管理学院 f16071102 戴雯昕 管理学院 f16071215 杨至蕾 管理学院 

f16071301 杭圣嘉 管理学院 f16072103 方雨 管理学院 f16072209 苗青 管理学院 

f16073127 赵依佳 管理学院 f16073204 侯峥旭 管理学院 f16075129 刘迦步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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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75201 蔡闽箐 管理学院 f17071134 邢志伟 管理学院 f17071209 唐新颖 管理学院 

f17071311 吴艳梅 管理学院 f17072116 周心如 管理学院 f17072226 吴文羽 管理学院 

f17073101 蔡昱沁 管理学院 f17073203 李茂兰 管理学院 f17073305 黄慕秋 管理学院 

f17075120 陈亦为 管理学院 f17075212 吴函霓 管理学院 b18011141 赵俊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23117 王寒啸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5011520 刘俊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09 陈建雄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237 邹志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314 胡彦彬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15 蒋中一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21 施懿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25 钱金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809 方涵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114 蒋珂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202 崔文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116 周戬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130 石逸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327 李文帅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434 詹博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12 华培正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19 史崇汝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06 章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02 高敏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08 黄俊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21 曹雄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13 陈佳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24 沈高严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03 彭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24 王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26 童宇恒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05 贾月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06 李海妍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61118 周雯韬 外语学院 f14061102 徐青青 外语学院 

f16061120 徐嘉颖 外语学院 f16061235 邹咚 外语学院 f16061332 徐骅 外语学院 

f16061418 王馨蓓 外语学院 f16061517 吴雨菲 外语学院 f16062110 倪梦菱 外语学院 

f16062210 陆帅颖 外语学院 f16062301 陈嘉冰 外语学院 f16064103 段可凡 外语学院 

f16064210 李睿媛 外语学院 f16065122 周佳音 外语学院 f16065225 苗健 外语学院 

f16065311 计玉婷 外语学院 b18081203 华芸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2109 汤丹慧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105 关晓馨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207 刘家园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110 肖风华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202 方瞿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130 张家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205 顾嘉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129 赖晓明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12 阮辰心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113 徐佳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226 王杰夫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5127 徐符闻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35 朱庆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224 杨紫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124 邹思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226 王靖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109 贺江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07 高冠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327 赵晨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104 李纯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224 陶思毅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220 樊绍越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231 张佳成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16 潘美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33 陆胡锋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16 郁非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11 汪佳伊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14 陈天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18 徐佳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208 韩绮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105 瞿蕾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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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092106 梁向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05 罗青青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13 杨思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301 卜怡丹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05 贾沛颖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111124 赵诗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120 倪陈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203 陈豫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25 温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412 马海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435 岑琪盛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03 樊嘉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10 潘珺伶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212 王俊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10 秦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19 徐晨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03 侯雨萌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08 黄佳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22 杨淑婷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414 钱文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3 谢如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03 曹帆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18 王奕新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02 陈杰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06 胡嘉依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210127 徐秋雨 教育学院 f17210105 龚佳怡 教育学院 

f17211115 马诗雯 教育学院 f17211204 陈蓉 教育学院 f17311205 陈建利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225 夏雨鑫 机电工程学院 f15061431 张孙朋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132 诸怡珺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10 何滢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326 俞安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120 魏伊芸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230 胡俊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09 潘紫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109 林祯慧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233 赵秦峰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333 王哲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507 匡心谣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04 冯宸歆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08 巩梓萱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202 冯辛钰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326 阮欣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30 张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208 钱葛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5125 徐鸽鸽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6104 刘佳晶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05 郭宇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30 叶昕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201 陈奕霖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02 陈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536 员尔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14 陈哲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13 田晓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22 黄子恒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18 潘正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24 吴佳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22 王思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20 刘芯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17 伍雅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415 邢传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02 杜艳丽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06 李浩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25 雷鹏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27 张阁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405 纪向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28 王忠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226 毛一铭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08 彭雯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422 唐雨欢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09 汪心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27 吕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08 解依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03 洪晓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426 王柳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32 夏端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25 陈伟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34 张志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417 周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03 丁淑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3 沈思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18 张家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19 徐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24 张修溶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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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33607 李流畅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109 商清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16 余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02 陈欣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420 朱佳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503 程心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14 吴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206 江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08 彭歌言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408 乐静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25 朱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106 黄紫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10 李文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28 张琪皓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11 武筱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15 吴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09 李思瑾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413 唐佳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507 陆雨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21 张馨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104 邓家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03 但凤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17 鄢凤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14 唐梦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102 陈泠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34 金韬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24 赵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14 谢玉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7105 陈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117 李忠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207 向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329 张徐驰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119 张龙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01 蔡雨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101 陈佳铭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228 王莘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07 蒋申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431 朱海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12 徐晓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21 西泽垚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206 陈江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27 黄河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01 曹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02 费丹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05 陈钇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01 陈宜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10 金玉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116 张毅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9 潘雪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20 王梦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26 朱佳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216 舒小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33 袁睿斌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207 黄欣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14 王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207 胡晨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15 谢双庆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24 黄智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32 徐浩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07 钱美融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01 陈昕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8 肖思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402 陈思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413 王晓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420 于婉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24 陈岑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104 程文高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15 汤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01 陈岚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228 沈清迩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26 吴梓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113 陆诗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01 蔡雪逸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26 张子静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223 张琬伶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117 吕全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18 沈鸿亮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17 陆锟 嘉善光彪学院 

t16101233 张聪 沪东工学院 t17101102 瞿芳 沪东工学院 t17101224 刘吕鸣 沪东工学院 

t17102119 骆嘉岑 沪东工学院 t17103119 王全 沪东工学院 t17104120 赵晴丽 沪东工学院 

t17104139 朱辰勇 沪东工学院 t17104412 王思宇 沪东工学院 t17105107 钱前 沪东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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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7105237 叶涛 沪东工学院 t17106105 黄杰 沪东工学院 t18101230 魏萧剑 沪东工学院 

t18101240 张海运 沪东工学院 t18102102 瞿翊婷 沪东工学院 t18102207 葛坤祥 沪东工学院 

t18102318 盛贵贤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4 夏菲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9 张琪 沪东工学院 

t18104302 储香雨 沪东工学院 t18104314 沈心悦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2 瞿紫菱 沪东工学院 

t18106110 张晶容 沪东工学院       

 

   优秀学生（780 人）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学号 姓名 学院 

b18021105 葛静芝 胜祥商学院 b18021106 顾歆怡 胜祥商学院 b18021123 许斐颖 胜祥商学院 

b18022103 董操慧 胜祥商学院 b18022118 许舒彤 胜祥商学院 b18022120 余韵莉 胜祥商学院 

b18022130 高明豪 胜祥商学院 b18031107 刘金慧 胜祥商学院 b18031112 夏小燕 胜祥商学院 

b18033110 王雁 胜祥商学院 b18033117 周心怡 胜祥商学院 b18041108 王文君 胜祥商学院 

b18041119 周美倩 胜祥商学院 f14031135 罗杰文 胜祥商学院 f14041221 郭彤 胜祥商学院 

f15033130 刘阳 胜祥商学院 f15033303 陈静楠 胜祥商学院 f15041102 杜涵钰 胜祥商学院 

f15041205 张嘉钰 胜祥商学院 f16021102 曾雨珊 胜祥商学院 f16021123 董孝羽 胜祥商学院 

f16021128 李泽 胜祥商学院 f16021133 王子 胜祥商学院 f16021306 郝佳欣 胜祥商学院 

f16021320 袁梦妮 胜祥商学院 f16021417 温舒媛 胜祥商学院 f16021504 陈敏 胜祥商学院 

f16021510 蒋昕旖 胜祥商学院 f16021609 孙楚岩 胜祥商学院 f16021615 忻晓舟 胜祥商学院 

f16022101 曹玮玥 胜祥商学院 f16022104 郭婧文 胜祥商学院 f16022212 张芷瑶 胜祥商学院 

f16022227 漆益 胜祥商学院 f16022302 段钰 胜祥商学院 f16022313 于洪彬 胜祥商学院 

f16022314 俞佳佳 胜祥商学院 f16022315 朱艳杰 胜祥商学院 f16022402 方陈陈 胜祥商学院 

f16022406 陆立婷 胜祥商学院 f16022414 张伟光 胜祥商学院 f16022427 王峦智 胜祥商学院 

f16023104 李梦圆 胜祥商学院 f16023413 严贺青 胜祥商学院 f16024102 陈晓君 胜祥商学院 

f16024134 李宸峙 胜祥商学院 f16024204 方梦云 胜祥商学院 f16024206 蒋曙 胜祥商学院 

f16024208 李萧 胜祥商学院 f16024218 吴婷怡 胜祥商学院 f16031117 王涵文 胜祥商学院 

f16031129 张燕燕 胜祥商学院 f16031131 朱俊蓉 胜祥商学院 f16031217 盛晓倩 胜祥商学院 

f16031311 李业超 胜祥商学院 f16031330 郑茵尹 胜祥商学院 f16031332 朱婉伊 胜祥商学院 

f16031402 傅基艳 胜祥商学院 f16031419 万璐虹 胜祥商学院 f16031422 王子璇 胜祥商学院 

f16033102 程思敏 胜祥商学院 f16033129 胡瑞霖 胜祥商学院 f16033221 张倩 胜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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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33224 张悦 胜祥商学院 f16033310 龙凌霄 胜祥商学院 f16033320 傅语晨 胜祥商学院 

f16033323 徐晓彤 胜祥商学院 f16033424 姚琪 胜祥商学院 f16033437 吴伟 胜祥商学院 

f16041304 何思雨 胜祥商学院 f16041337 章银松 胜祥商学院 f16041416 袁丽丽 胜祥商学院 

f16041511 童晨 胜祥商学院 f16041601 戴安娜 胜祥商学院 f16041605 李梦博 胜祥商学院 

f16041609 孙哲媛 胜祥商学院 f16052127 朱忆 胜祥商学院 f16052315 林威涛 胜祥商学院 

f16065120 张雪晴 胜祥商学院 f16072102 陈思燚 胜祥商学院 f16073107 黄倩 胜祥商学院 

f16075204 李淳 胜祥商学院 f17021110 许烨颖 胜祥商学院 f17021127 赵海庆 胜祥商学院 

f17021210 杨诺贝 胜祥商学院 f17021212 陈鑫坤 胜祥商学院 f17021305 龚一鸣 胜祥商学院 

f17021310 李玮 胜祥商学院 f17021408 李文君 胜祥商学院 f17021414 陆佳艳 胜祥商学院 

f17021502 孔祥瑾 胜祥商学院 f17021507 刘佳磊 胜祥商学院 f17021523 朱雅欣 胜祥商学院 

f17021536 张智君 胜祥商学院 f17021602 曹睿颖 胜祥商学院 f17022106 刘媚薇 胜祥商学院 

f17022205 冯卓 胜祥商学院 f17022217 周昭君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1 白静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3 崔玲玲 胜祥商学院 f17022403 方鑫婷 胜祥商学院 f17022404 冯淑婷 胜祥商学院 

f17024109 姜雯霞 胜祥商学院 f17024114 马新婷 胜祥商学院 f17024133 任转坤 胜祥商学院 

f17024205 李静 胜祥商学院 f17024216 叶梦丽 胜祥商学院 f17024301 方玥 胜祥商学院 

f17024303 贺宇佳 胜祥商学院 f17024311 汤雨晴 胜祥商学院 f17024312 陶新敏 胜祥商学院 

f17031105 丁明睿 胜祥商学院 f17031108 顾玉婷 胜祥商学院 f17031215 阮子玉 胜祥商学院 

f17031225 张宇琳 胜祥商学院 f17031232 徐天毅 胜祥商学院 f17031303 曹歆怡 胜祥商学院 

f17031309 桂南燕 胜祥商学院 f17031321 杨淑琪 胜祥商学院 f17031411 刘佳颖 胜祥商学院 

f17031419 夏天凤 胜祥商学院 f17031420 谢梦煜 胜祥商学院 f17031501 边昊晟 胜祥商学院 

f17031538 夏文超 胜祥商学院 f17033213 陆欣奕 胜祥商学院 f17033214 陆毓婷 胜祥商学院 

f17033312 阮方舟 胜祥商学院 f17033314 宋晨璐 胜祥商学院 f17033315 田雪艳 胜祥商学院 

f17033407 靳蕾 胜祥商学院 f17033424 何恋 胜祥商学院 f17033507 骆新琳 胜祥商学院 

f17033531 张世豪 胜祥商学院 f17041116 张灵 胜祥商学院 f17041118 张雪 胜祥商学院 

f17041201 鲍叶鑫 胜祥商学院 f17041202 蔡依娟 胜祥商学院 f17041305 楼婧瑛 胜祥商学院 

f17041308 王蕾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1 孙钰融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8 叶婷婷 胜祥商学院 

f17041427 林嘉豪 胜祥商学院 f17041520 余芸汐 胜祥商学院 f17041539 翁嘉明 胜祥商学院 

f17041544 陈宁丽 胜祥商学院 f17041606 何珊伊 胜祥商学院 f17041633 宁祥 胜祥商学院 

f17052118 宋停 胜祥商学院 f17067109 孔知依 胜祥商学院 b18071101 陈青青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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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071128 吴家峰 管理学院 b18071133 许亦昕 管理学院 b18073102 崔家怡 管理学院 

f14073138 刘云聪 管理学院 f15071304 陈露尹 管理学院 f16051119 王珺 管理学院 

f16051135 滕家骏 管理学院 f16051224 张舒禕 管理学院 f16051227 朱琳玮 管理学院 

f16051331 廖可为 管理学院 f16051332 陆逸 管理学院 f16052104 陈依林 管理学院 

f16052120 田徐哲 管理学院 f16052210 李锐 管理学院 f16052212 刘茜 管理学院 

f16052226 赵宇菲 管理学院 f16052305 谷霖 管理学院 f16052308 黄春艳 管理学院 

f16052321 徐琪安 管理学院 f16052322 颜悦鑫 管理学院 f16052509 沈洁 管理学院 

f16052520 潘越 管理学院 f16071103 胡俐 管理学院 f16071104 康玲 管理学院 

f16071209 李彩彩 管理学院 f16071226 刘松昂 管理学院 f16071304 刘贤敏 管理学院 

f16071313 张莹莹 管理学院 f16071314 赵蓓妮 管理学院 f16072112 孟譞 管理学院 

f16072214 徐弯湾 管理学院 f16072215 许秋景 管理学院 f16072223 朱燕 管理学院 

f16073101 常微 管理学院 f16073201 陈颖 管理学院 f16073205 胡淑琴 管理学院 

f16073207 黄志颖 管理学院 f16075105 李欢欢 管理学院 f16075112 陶玉洁 管理学院 

f16075212 施唯 管理学院 f16075227 潘志霖 管理学院 f17071131 吴启帆 管理学院 

f17071202 李瑞 管理学院 f17071235 荀禄隐 管理学院 f17071303 陈雅瑞 管理学院 

f17071331 陆佳浩 管理学院 f17072103 黄颉 管理学院 f17072111 吴星仪 管理学院 

f17072204 茅寒悦 管理学院 f17072207 钮敏宇 管理学院 f17073105 何芳芳 管理学院 

f17073114 杨安琪 管理学院 f17073202 黄容容 管理学院 f17073213 吴婷 管理学院 

f17073217 张艺 管理学院 f17073304 宫睿 管理学院 f17075103 傅悦 管理学院 

f17075112 杨冉琼 管理学院 f17075201 陈梦瑶 管理学院 f17075221 何成瑞 管理学院 

b18011106 张颖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11107 朱云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11126 钱宇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23105 潘婧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23120 卫亦金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4023418 付秋函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5011520 刘俊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01 蔡璐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04 王轶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123 骆铖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235 赵家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306 孙文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311 董碧耀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03 陈春寅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04 贺晓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420 盛家骏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24 汪云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31 尤徐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533 郑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01 陈瑜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02 黄晗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705 张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836 肖文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1841 余悦腾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105 覃佩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106 王嘉蕾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12205 刘欣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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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12227 应乐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107 陶艺婧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211 乔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228 罗伟忠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316 翁静静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326 李恩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402 陈子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6023431 汤健燃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135 朱仁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13 江灵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15 李晓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216 连明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05 章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19 史崇汝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34 周硌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06 章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13 刘阿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16 刘若尘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31 周智骏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02 徐婧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20 宋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12 田佳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14 王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17 许璐怿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12 朱倩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30 张寅斌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04 孔繁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22 梁建坤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10 陈云瀚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18 刘李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03 赖琪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07 吴姗姗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11 许育瑄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03 陈燕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07 沈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17 黄文龙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24 刘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01 陈书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b18061107 毛雨婷 外语学院 

b18061111 王蕊 外语学院 b18062101 陈歆洺 外语学院 b18066102 李久如 外语学院 

f16061108 胡雯静 外语学院 f16061128 朱一琳 外语学院 f16061208 李珊珊 外语学院 

f16061221 颜佳佳 外语学院 f16061316 苏沪蕾 外语学院 f16061326 张雯玉 外语学院 

f16061403 方涵 外语学院 f16061409 毛成荣 外语学院 f16061503 黄沁雯 外语学院 

f16061525 周佳悦 外语学院 f16061612 罗雅琳 外语学院 f16061618 王雨薇 外语学院 

f16062103 郭靓 外语学院 f16062133 王文豪 外语学院 f16062206 李梦蝶 外语学院 

f16062214 涂媛媛 外语学院 f16062308 陆金燕 外语学院 f16064114 宋盈亮 外语学院 

f16064128 朱俪贤 外语学院 f16064226 朱蓓怡 外语学院 f16064227 朱嘉敏 外语学院 

f16065121 赵怡 外语学院 f16065127 陆淏楠 外语学院 f16065217 项一舟 外语学院 

f16065219 叶慧敏 外语学院 f16065316 刘春晓 外语学院 f16065324 王雨卉 外语学院 

b18081101 陈思臻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1119 刘树坤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1201 陈欣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2108 沈伊未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2113 王亚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109 李奇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130 龚飞扬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3205 姜嵩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b18084103 黄泽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4083138 薛林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5021622 赵士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5091127 陈轶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118 钟甜甜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206 顾丹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1227 沈嘉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109 沈紫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121 赵诗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2223 陈宇晖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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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082226 计金皓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01 蔡赟琼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16 王芃然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25 周彤彤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3231 张质云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105 李玉鑫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215 王晴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4216 吴婧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5110 任世珺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85114 徐至萱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07 顾静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21 王琳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22 王琳娜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134 朱敏英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1214 陶玉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122 张宇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203 高婧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2205 金雪莉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110 黄丹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112 李宋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122 吴慧云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13 倪爱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22 吴锦程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223 夏颖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326 杨萌萌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6093339 赵伟权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106 陆奕卿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206 胡佳悦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220 黄少丞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101 褚淼淼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315 张岚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1319 邹媛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118 周昕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107 毛静娜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115 殷文嫣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09 金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2129 徐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06 龚缘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34 郑天晨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115 倪明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3212 林嘉琪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10 宋李楠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06 吕珂儿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124 钱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05 乔晨楠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4213 张愉松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85101 陈雪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25 赵贝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03 褚添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105 顾佳寅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117 熊天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1207 顾佳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113 王菁妍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110 王玥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203 费诗伊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2224 庄如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28 钱佳祺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122 顾逸豪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212 吴峥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25 马悠扬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04 冯意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7093413 闫羽柯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f14111507 范吴仙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b18111105 卢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b18111107 陆玲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207 韩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5111226 顾诗韵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125 唐佳丽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26 翁艳华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08 李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321 王兰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05 高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401 白玉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432 袁诗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22 秦雨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06 韩春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07 胡璐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13 史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1530 杨静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102 胡莹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04 顾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204 金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2205 敬甬楠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204 龚舒宁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06 黄紫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113107 金思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212 沈君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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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111112 盛瑶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205 冀佳芸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20 吴琪婧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213 沈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14 沙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0 魏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427 郑迦棋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430 韩冰洋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22 杨丽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2 吴燕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06 杜笳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16 王若天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27 蒋天添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10 潘星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04 龚澜歆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14 谭欣颖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17 王奕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14 汤也清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6210116 尚佳艺 教育学院 f16210112 倪春昳 教育学院 f17210134 周静凡 教育学院 

f17210110 计旻君 教育学院 f17210112 乐晨毓 教育学院 f17211221 杨宇蒙 教育学院 

f17211109 金瑶 教育学院 f17211110 李文 教育学院 f17211231 邹佳施 教育学院 

f17211235 杨华宇 教育学院 f17311120 李小龙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211 李天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131 张国盛 机电工程学院 f17311133 赵旭辉 机电工程学院 f17051113 宋馨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5052403 周丽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7023405 李成丽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30 张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119 吴一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24 严雨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316 莫金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243 朱宣皓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1306 顾学蕾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317 卫佳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112 柳成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218 谢雨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08 潘卉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318 吴芳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319 颜智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114 偶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7052411 石秋雁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101 卜逸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301 陈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207 姜慧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219 王薇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426 张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311 梁婷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415 汪粟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12 戚圆圆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510 李缘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515 邵好莱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18 王晨路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1626 赵晗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103 曹广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219 肖冯泽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205 胡诗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207 蒋雅楠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330 张晨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307 刘慧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311 秦怡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29 杨东卫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01 成蓓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2419 郑天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213 许庆卿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101 陈慧涵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4103 高澳辉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22 孙庆贺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6109 严瑜洁 嘉善光彪学院 f17067119 马俊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211 董晨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04 高佳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105 王松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06 鲍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322 钱旭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02 王楣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508 朱佳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408 曹蔡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507 张梦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12 宋倩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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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11531 杨奕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1618 黄洪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05 任佳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26 秦屹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138 周毓旻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17 刘子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2228 宋辰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105 朱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10 沈佳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17 邵深深 嘉善光彪学院 f18015228 许志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03 郭晋滔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111 沈倩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213 徐静园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414 吴巧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20 朱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335 王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615 杨钧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11 许佳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1513 余娟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223 刘申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115 朱雪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210 唐娅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13 姚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225 滕振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10 施梦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01 包婉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325 裴博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2421 林昊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229 王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132 张贾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206 刘念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26 李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10 邵静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314 徐李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15 傅志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401 包仪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3505 胡婷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10 阮佳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06 李若情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110 刘芸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04 黄晓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20 陈祯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228 吴庆龙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410 沈梦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16 吴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24331 袁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02 陈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05 刘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109 施青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16 师晶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06 何霞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214 莫妍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401 蔡文珈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19 唐欣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325 姜俊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07 黄艳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1420 朱亦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104 傅紫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8 徐佳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01 戴碧柔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212 邵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11 沈诗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327 凌轶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04 郭慧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04 李嘉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15 陶韵如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420 许馨月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627 芦小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532 彭星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608 林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104 金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33636 郑积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102 何雨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03 陈莹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01 陈文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203 傅芷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430 裘顺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315 谢安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405 胡海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03 李楚妍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516 王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536 周鑫波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212 申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41607 邵可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104 高亚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05 李煜旻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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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51219 叶文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03 黄元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01 陈朴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324 王洋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417 杨佳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112 汤佳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1529 陆贤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107 李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02 邓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09 李家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212 沈晶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15 杨泽宸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317 严泠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402 丁晓霞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02 曹煜祺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05 蒋歆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52510 吴欣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220 姚怡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105 范惠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201 陈思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407 李俊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11 刘沁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332 赵仁磊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525 林世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412 罗丹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504 顾佳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05 惠晓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09 祁瑾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1617 袁瑜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13 秦佳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217 张诗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11 蔺青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110 吴馨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325 吴俊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2403 郭娴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25 杨世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116 金艺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4206 高亚茹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6104 陈欣雯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03 豆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5125 庄慧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118 刘嘉熠 嘉善光彪学院 

f18067103 陈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101 刘玥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307 章勤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209 曹博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231 郑浩伟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115 夏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1323 徐德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110 陆慧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103 冯佳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128 尹陆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2223 洪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02 常春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127 王泓懿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214 沈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408 罗晓霄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315 王中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3406 李佳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25 徐乐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08 王梦炜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5216 叶柯瑶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27 余振森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01 丁佳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11 李治华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05 刘珞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76131 诸玮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129 姜祎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04 何君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06 刘雨露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1218 张卓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27 郁晨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117 张一帆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2201 包心蓓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13 马雯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06 黄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111 罗沁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101 程叶君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08 蒋依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3215 沈玛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08 李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01 徐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4221 沈星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101 陈浩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12 彭妤暘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5135 康彦澄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225 左迎盈 嘉善光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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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8086114 施纪辰 嘉善光彪学院 f18086206 雷雨琦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26 赵佳敏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02 陈文仪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105 韩宇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5 何婧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1222 薛晓乐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03 国晓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05 胡斌辉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23 查倩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2124 周婉婷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202 皋川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14 王亚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121 周心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21 张诗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08 李佳奕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310 刘雨霏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0 李怡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03 范子沫 嘉善光彪学院 f18093414 徐闻娜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10 孟思婕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115 梅家樑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03 陈月娇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06 陈薇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17 王珺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220 王依宁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12 王宇佳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309 韩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408 刘诗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14 唐莉馨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513 吴启航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04 金裳琪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125 张悦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1623 周静媛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115 谭伊娟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30 怀鑫磊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06 黄允贝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2214 施晓庆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25 张咏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15 吴佳庆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124 杨之佩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08 黄欣怡 嘉善光彪学院 

f18113229 周强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05 董苗苗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127 张晨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0128 夏静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125 杨乐尧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10 何月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04 陈冰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1207 程鑫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17 汪雪颖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03 费泠悦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105 李雅妮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03 徐翃 嘉善光彪学院 

f18212214 邵乐越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108 冯小帅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31 张书涵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221 王奕铖 嘉善光彪学院 f18311327 王文昊 嘉善光彪学院 t17101140 袁嘉辉 沪东工学院 

t15103140 李晓凯 沪东工学院 t17101113 高昇 沪东工学院 t17101225 陆霄宇 沪东工学院 

t17101207 陈浩元 沪东工学院 t17101218 蒋邓辉 沪东工学院 t17103102 胡小蝶 沪东工学院 

t17102109 董杜锋 沪东工学院 t17102112 胡弘毅 沪东工学院 t17104116 杨胜男 沪东工学院 

t17104103 陈嫚 沪东工学院 t17104111 刘洁 沪东工学院 t17104305 董玉莹 沪东工学院 

t17104137 张炜 沪东工学院 t17104212 严怡静 沪东工学院 t17104404 杜丽雯 沪东工学院 

t17104328 唐成 沪东工学院 t17104330 王晨亮 沪东工学院 t17105130 钱毅 沪东工学院 

t17105110 王婕 沪东工学院 t17105113 许杉杉 沪东工学院 t17106110 钱祺靖 沪东工学院 

t17105221 郝凯龙 沪东工学院 t17105235 许一丰 沪东工学院 t18101107 顾张颖 沪东工学院 

t17106129 黄俊杰 沪东工学院 t18101104 周佳颖 沪东工学院 t18101204 张佳燕 沪东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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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101138 杨一鸣 沪东工学院 t18101143 朱春林 沪东工学院 t18102205 张时怡 沪东工学院 

t18102130 吴昀澎 沪东工学院 t18102142 朱毅玮 沪东工学院 t18102325 杨钊晔 沪东工学院 

t18102301 陈钰婷 沪东工学院 t18102310 华家俊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6 谢炳阳 沪东工学院 

t18103116 武鹏辉 沪东工学院 t18104110 沈欣韵 沪东工学院 t18104303 华未来 沪东工学院 

t18104206 龚诗音 沪东工学院 t18104235 胡锦民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5 孙家茵 沪东工学院 

t18104313 沈莎莎 沪东工学院 t18104331 朱佳瑜 沪东工学院 t18105234 朱陈聪 沪东工学院 

t18105106 王欢 沪东工学院 t18105110 蔡世杰 沪东工学院 t18106103 马宇婕 沪东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