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大学2019-2020学年单项奖学金公示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培养单位 专业 评定等级
1 2019010099 王倩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学 博士单项奖
2 2018022508 何丽桦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工程 硕士单项奖
3 2018022523 王博 材料与冶金学院 冶金工程 硕士单项奖
4 2019022507 吴昌梅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硕士单项奖
5 2019022532 汪恒 材料与冶金学院 冶金工程 硕士单项奖
6 2019022538 雷阳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工程 硕士单项奖
7 2019022545 沈洁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工程 硕士单项奖
8 2018023464 李宏娅 茶学院 农艺与种业 硕士单项奖
9 2019010071 郑权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博士单项奖
10 2019010072 杨文晟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博士单项奖
11 2018022005 杨正坤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单项奖
12 2018022043 郑宇杰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单项奖
13 2018022056 叶笑朗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单项奖
14 2018022057 杨颂瑞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单项奖
15 2018022061 徐蕾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单项奖
16 2018022092 李丝绦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单项奖
17 2018022105 侯汝冲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单项奖
18 2018022114 蔡乾宏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单项奖
19 2019021968 张婉云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士单项奖
20 2019022094 唐远志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硕士单项奖
21 2018022168 周恒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士单项奖
22 2018022180 朱拉沙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士单项奖
23 2018022231 梁远腾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硕士单项奖
24 2018022234 蒋飞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硕士单项奖
25 2019022217 颜坤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硕士单项奖
26 2019022223 柳波海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硕士单项奖
27 2018022931 洪磊 动物科学学院 畜牧 硕士单项奖
28 2018022932 韩一帆 动物科学学院 畜牧 硕士单项奖
29 2018022939 白天泉 动物科学学院 畜牧 硕士单项奖
30 2019022988 纪达 动物科学学院 水产养殖学 硕士单项奖
31 2019023045 肖明飞 动物科学学院 畜牧 硕士单项奖
32 2019023047 苏昕 动物科学学院 畜牧 硕士单项奖
33 2018020167 周文君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34 2018020195 杨锐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35 2018020240 申奥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36 2018020270 李彤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37 2018020276 李杰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38 2018020310 曹泽富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39 2018020344 袁栋 法学院 法律(法学) 硕士单项奖
40 2018020361 邱晨曦 法学院 法律(法学) 硕士单项奖
41 2018020391 陈心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硕士单项奖
42 2019020106 孙潇涵 法学院 法学 硕士单项奖
43 2019020127 谢光明 法学院 法学 硕士单项奖
44 2019020152 蒋兴云 法学院 法学 硕士单项奖
45 2019020188 邓可怡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46 2019020190 刘敏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47 2019020216 李沁尧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48 2019020248 张翔宇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49 2019020259 郭放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50 2019020262 韦欢欢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51 2019020286 王云菊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52 2019020315 龙明桃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53 2019020319 文静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54 2019020326 王娇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55 2019020328 周园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硕士单项奖
56 2019020379 宫雅柯 法学院 法律(法学) 硕士单项奖
57 2018021070 左罗 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理论 硕士单项奖
58 2018021086 胡士民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 硕士单项奖



59 2018021091 吕文雨 公共管理学院 人口学 硕士单项奖
60 2018021128 钟大勇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硕士单项奖
61 2018021153 杨林 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硕士单项奖
62 2019021055 许文汇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 硕士单项奖
63 2018020619 周彤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单项奖
64 2018020626 王海静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单项奖
65 2018020627 杜可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单项奖
66 2018020642 陈小丽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单项奖
67 2018020644 李霞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单项奖
68 2018020645 张少阳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单项奖
69 2018020681 吴柯霖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硕士单项奖
70 2018021745 张景宁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硕士单项奖
71 2018021748 王婷谊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硕士单项奖
72 2018021761 聂玉梅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硕士单项奖
73 2018021770 廖雯琪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硕士单项奖
74 2018021791 苏琪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硕士单项奖
75 2018021832 吕小虎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硕士单项奖
76 2018021850 董笑佟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硕士单项奖
77 2018021853 曹世仙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硕士单项奖
78 2019021697 吴江兰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硕士单项奖
79 2019021767 周文鼎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硕士单项奖
80 2019021768 李凤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硕士单项奖
81 2018022333 谭宇函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82 2018022345 游川川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83 2018022365 赵一舟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84 2018022376 文梦蝶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85 2018022385 沈鑫泽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86 2019022320 胡波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87 2019022354 阮久文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88 2019022371 马欢欢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89 2019022390 罗瑞士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90 2018021883 敖绍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单项奖
91 2018021970 黄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硕士单项奖
92 2019021837 张合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士单项奖
93 2019021915 杨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硕士单项奖
94 2019021917 潘承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硕士单项奖
95 2019021924 班晏子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硕士单项奖
96 2019021948 郭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硕士单项奖
97 2019021960 李俊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硕士单项奖
98 2019023228 梁晓鹏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硕士单项奖
99 2017020447 郭伟锋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士单项奖
100 2017020566 邓硕成 经济学院 金融 硕士单项奖
101 2018020456 王斐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士单项奖
102 2018020479 李佳欢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士单项奖
103 2018020601 李锦谊 经济学院 农村发展 硕士单项奖
104 2018020669 王运 经济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硕士单项奖
105 2019020527 程艳艳 经济学院 金融 硕士单项奖
106 2019020564 王新 经济学院 农村发展 硕士单项奖
107 2019020569 朱晓蔓 经济学院 农村发展 硕士单项奖
108 2019020576 许乾郎 经济学院 农村发展 硕士单项奖
109 2019020592 蔡仕茂 经济学院 农村发展 硕士单项奖
110 2019020593 陈涵 经济学院 农村发展 硕士单项奖
111 2019010145 张建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农药学 博士单项奖
112 2018022973 罗娜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有机化学 硕士单项奖
113 2019023070 鲍兆伟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有机化学 硕士单项奖
114 2019023089 王梅梅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有机化学 硕士单项奖
115 2019023165 叶雷 喀斯特重点实验室 地质工程 硕士单项奖
116 2018023028 尹烽宇 空间结构研究中心 结构工程 硕士单项奖
117 2019023141 张季阳 空间结构研究中心 结构工程 硕士单项奖
118 2019023146 李彦成 空间结构研究中心 结构工程 硕士单项奖
119 2018022535 吉雨田 矿业学院 测绘科学与技术 硕士单项奖



120 2018022546 商大成 矿业学院 矿业工程 硕士单项奖
121 2018022561 阴昊阳 矿业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硕士单项奖
122 2019022635 吴学海 矿业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硕士单项奖
123 2019022644 黄薇 矿业学院 矿业工程 硕士单项奖
124 2019022663 罗婷婷 矿业学院 矿业工程 硕士单项奖
125 2018023255 张亚萌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民族学 硕士单项奖
126 2018023258 李婧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民族学 硕士单项奖
127 2019023386 潘艳芬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民族学 硕士单项奖
128 2019023397 刘姣姣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民族学 硕士单项奖
129 2018022793 涂晶晶 林学院 林学 硕士单项奖
130 2018022841 谭诗梦 林学院 风景园林 硕士单项奖
131 2018022854 胡作佳 林学院 风景园林 硕士单项奖
132 2019022879 付婷 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 硕士单项奖
133 2019022963 李晓松 林学院 林业 硕士单项奖
134 2019021359 程小蝶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旅游管理 硕士单项奖
135 2018020430 邓园园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单项奖
136 2019020431 马文杉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硕士单项奖
137 2019020442 李静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单项奖
138 2019020443 刘欣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单项奖
139 2019020448 陈渝丹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硕士单项奖
140 2018023385 黄海涛 美术学院 设计学 硕士单项奖
141 2019023546 岳春勤 美术学院 设计学 硕士单项奖
142 2019023591 周慎卿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硕士单项奖
143 2019023596 卢欢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硕士单项奖
144 2018021661 杨薇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硕士单项奖
145 2018021680 汪沙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工程 硕士单项奖
146 2018021709 罗继伟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加工与安全 硕士单项奖
147 2018021715 陈月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加工与安全 硕士单项奖
148 2019021644 郭雪峰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单项奖
149 2019010126 莫飞旭 农学院 农产品质量安全 博士单项奖
150 2018022643 王秋艳 农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硕士单项奖
151 2018022674 李定银 农学院 植物保护 硕士单项奖
152 2018022679 冉飞 农学院 植物保护 硕士单项奖
153 2018022721 周元进 农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硕士单项奖
154 2018022728 岳宁波 农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硕士单项奖
155 2018022741 吴学三 农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硕士单项奖
156 2018022745 王骏 农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硕士单项奖
157 2018022747 田维久 农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硕士单项奖
158 2018022750 史登林 农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硕士单项奖
159 2019022775 莫盛龙 农学院 农艺与种业 硕士单项奖
160 2018022684 杨玉婷 农学院 农艺与种业 硕士单项奖
161 2018010005 仇志浪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博士单项奖
162 2019010021 赵虹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博士单项奖
163 2019010023 李洪英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 博士单项奖
164 2019021382 陶怡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硕士单项奖
165 2019021406 刘艳江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硕士单项奖
166 2019021420 陈凤娇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硕士单项奖
167 2019021444 艾仁丽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工程 硕士单项奖
168 2018023296 杨善慧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硕士单项奖
169 2018023301 刘彦云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硕士单项奖
170 2019023437 魏斐斐 数学与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硕士单项奖
171 2019023470 刘玲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硕士单项奖
172 2019010085 陈庆芝 土木工程学院 桥梁与隧道工程 博士单项奖
173 2019022252 唐摩天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硕士单项奖
174 2019022285 陶永虎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硕士单项奖
175 2019022315 杨倩 土木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硕士单项奖
176 2018020042 杨頔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硕士单项奖
177 2018020046 刘尧越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硕士单项奖
178 2018020082 胡浪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硕士单项奖
179 2019020006 王荣艳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单项奖
180 2019020010 张晓梅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单项奖



181 2019020017 吴雪冬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单项奖
182 2019020029 瞿鑫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硕士单项奖
183 2019020093 陈苒 外国语学院 日语笔译 硕士单项奖
184 2018023176 孙旭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硕士单项奖
185 2018023172 张维珍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硕士单项奖
186 2018023182 陆岩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硕士单项奖
187 2019023332 林曾霞 文学与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 硕士单项奖
188 2018023328 吴光耀 物理学院 物理学 硕士单项奖
189 2018023075 贾正伟 现代制造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机械工程 硕士单项奖
190 2018023096 袁建 现代制造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工业设计工程 硕士单项奖
191 2018023097 颜宝明 现代制造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工业设计工程 硕士单项奖
192 2018023440 张洪霏 烟草学院 作物学 硕士单项奖
193 2018021544 蔡杰 药学院 制药工程 硕士单项奖
194 2018023166 曹雪梅 医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硕士单项奖
195 2019023289 田臣 医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硕士单项奖
196 2018023350 曾一灵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硕士单项奖
197 2018023353 金晓璇 音乐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硕士单项奖
198 2018023376 胡亚妮 音乐学院 音乐 硕士单项奖
199 2019010180 王品惠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博士单项奖
200 2018023232 王占发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哲学 硕士单项奖
201 2019023375 郭希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哲学 硕士单项奖
202 2019010042 高磊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球化学 博士单项奖
203 2018021556 赵小云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学 硕士单项奖
204 2018021568 张文平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硕士单项奖
205 2018021643 李蕾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硕士单项奖
206 2019021509 白洋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学 硕士单项奖
207 2019021521 严慧琴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学 硕士单项奖
208 2019021522 俞银银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学 硕士单项奖
209 2019021594 赵若涵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硕士单项奖
210 2019023151 于乾程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硕士单项奖
211 2019023166 吴诗雨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硕士单项奖
212 2019023170 张兴勇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硕士单项奖
213 2019023175 王涛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硕士单项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