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化部 2020级学业奖学金评奖结果公示 

学号 姓名 类别 总分 等级 

20204209206 饶钰 硕士   特等 

20204209006 彭程 硕士   特等 

20204209209 王亚茹 硕士   特等 

20204209297 苏磊 硕士   特等 

20204209003 张敏杰 硕士   特等 

20204209004 马晓亮 硕士   特等 

20204209002 黄舒婷 硕士   特等 

20204209005 杨舒婷 硕士   特等 

20204209204 郭乐乐 硕士   特等 

20204209211 刘姝琪 硕士   特等 

20204209208 王欢欢 硕士   特等 

20204209007 孔苏苏 硕士   特等 

20204209296 李新月 硕士   特等 

20204209001 龙佳佳 硕士   特等 

20204209207 孟芳菲 硕士   特等 

20204209205 杨许东 硕士   一等 

20204209210 沙勇杰 硕士   一等 

20204509001 尹依娜 硕士   一等 

20204209067 孙玉倩 硕士 821  一等 

20204209161 杨海迪 硕士 820  一等 

20204209178 彭瑶 硕士 817  一等 

20204209078 胡彬静 硕士 812  一等 

20204209194 刘东梅 硕士 810  一等 

20204209071 张曼 硕士 807  一等 

20204209138 薛欣然 硕士 804  一等 

20204209064 徐一鑫 硕士 800  一等 

20204209132 王月 硕士 794  一等 

20204209123 许水莲 硕士 794  一等 

20204209074 江逸凡 硕士 792  一等 

20204209153 王欣欣 硕士 789  一等 

20204209057 戴宇阳 硕士 784  一等 

20204209034 于欣燕 硕士 784  一等 

20204209136 马丽潇 硕士 780  一等 

20204209120 林元城 硕士 780  一等 

20204209124 余青 硕士 780  一等 

20204209080 孙青 硕士 780  一等 

20204209147 王洁 硕士 779  一等 

20204209038 任烨煊 硕士 779  一等 

20204209126 陈莹 硕士 774  一等 

20204209077 戴红彬 硕士 771  一等 



20204209088 翟杭玲 硕士 771  一等 

20204209013 戈珅 硕士 770  一等 

20204209202 温雅莉 硕士 769  二等 

20204209102 张绪 硕士 768  二等 

20204209117 颜家骏 硕士 768  二等 

20204209177 虞枝红 硕士 767  二等 

20204209065 陈寅文 硕士 767  二等 

20204209092 邵军霞 硕士 767  二等 

20204209081 柴璐璐 硕士 766  二等 

20204209176 李小惠 硕士 765  二等 

20204209122 徐安琪 硕士 764  二等 

20204209125 周琪 硕士 764  二等 

20204209035 张佳华 硕士 761  二等 

20204209095 周文靖 硕士 761  二等 

20204209196 孙静 硕士 761  二等 

20204209058 金文辉 硕士 759  二等 

20204209084 沈莙皓 硕士 757  二等 

20204209108 高度 硕士 754  二等 

20204209016 胡泽宇 硕士 753  二等 

20204209089 张榴 硕士 753  二等 

20204209190 刘然 硕士 753  二等 

20204209032 连璐 硕士 752  二等 

20204209197 宋艳平 硕士 752  二等 

20204209168 沈丽娜 硕士 751  二等 

20204209096 屈丽萍 硕士 751  二等 

20204209174 殷永辉 硕士 751  二等 

20204209112 张顺虎 硕士 750  二等 

20204209015 胡科威 硕士 749  二等 

20204209024 张渴望 硕士 749  二等 

20204209059 王立新 硕士 749  二等 

20204209179 余瑞 硕士 747  二等 

20204209011 程高标 硕士 747  二等 

20204209201 王成 硕士 747  二等 

20204209189 王琴 硕士 746  二等 

20204209069 王新尧 硕士 746  二等 

20204209128 赵莜慧 硕士 746  二等 

20204209105 江山 硕士 745  二等 

20204209086 吴梦圆 硕士 744  二等 

20204209083 夏群蒙 硕士 744  二等 

20204209143 刘灿祥 硕士 744  二等 

20204209166 杨青 硕士 744  二等 

20204209040 刘文凯 硕士 743  二等 

20204209157 孟亚丽 硕士 743  二等 



20204209100 卢书娟 硕士 743  二等 

20204209073 杨刘君 硕士 743  二等 

20204209099 梁宇情 硕士 742  二等 

20204209184 黄子铭 硕士 741  二等 

20204209150 李秋逸 硕士 741  二等 

20204209186 邓泽峰 硕士 741  二等 

20204209148 朱亚楠 硕士 740  二等 

20204209191 屈洋旭 硕士 740  二等 

20204209052 胡胜楠 硕士 738  二等 

20204209017 李言 硕士 738  二等 

20204209029 董洪春 硕士 738  二等 

20204209188 杨小莹 硕士 738  三等 

20204209018 刘洋 硕士 737  三等 

20204209087 余蕙敏 硕士 737  三等 

20204209070 郁林峰 硕士 737  三等 

20204209145 朱晓楠 硕士 736  三等 

20204209114 何健 硕士 736  三等 

20204209192 曾鑫梓薇 硕士 736  三等 

20204209159 孙巍巍 硕士 736  三等 

20204209026 张义 硕士 736  三等 

20204209133 程红丽 硕士 735  三等 

20204209072 张芷若 硕士 735  三等 

20204209104 何红艳 硕士 735  三等 

20204209167 杨颖楠 硕士 735  三等 

20204209165 周一帆 硕士 734  三等 

20204209131 卢艳华 硕士 734  三等 

20204209021 王志康 硕士 734  三等 

20204209182 胡国君 硕士 733  三等 

20204209180 曾自强 硕士 732  三等 

20204209116 骆玉洁 硕士 732  三等 

20204209010 陈子源 硕士 731  三等 

20204209139 李卓林 硕士 730  三等 

20204209164 齐双 硕士 730  三等 

20204209181 屈子强 硕士 728  三等 

20204209061 赵海峰 硕士 727  三等 

20204209068 李壮 硕士 727  三等 

20204209023 徐斌 硕士 727  三等 

20204209203 段志丽 硕士 726  三等 

20204209062 李蓓 硕士 726  三等 

20204209135 梁馨怡 硕士 725  三等 

20204209193 张雅洁 硕士 725  三等 

20204209149 郝豪驰 硕士 724  三等 

20204209053 霍笑扬 硕士 724  三等 



20204209020 田如雯 硕士 724  三等 

20204209030 李岫锦 硕士 723  三等 

20204209054 刘志萍 硕士 723  三等 

20204209043 连婷 硕士 723  三等 

20204209162 张铃钰 硕士 722  三等 

20204209014 郭玉权 硕士 721  三等 

20204209028 章萍 硕士 721  三等 

20204209042 冯梦瑶 硕士 720  三等 

20204209115 黄鹏程 硕士 719  三等 

20204209173 任颖颖 硕士 719  三等 

20204209146 刘田田 硕士 719  三等 

20204209155 刘星辰 硕士 719  三等 

20204209185 成雄略 硕士 718  三等 

20204209055 侯详蝶 硕士 718  三等 

20204209106 苏芮 硕士 718  三等 

20204209025 张沈嵩 硕士 717  三等 

20204209103 邹智 硕士 717  三等 

20204209048 涉叶叶 硕士 717  三等 

20204209175 王兵兵 硕士 716  三等 

20204209060 武燕 硕士 716  三等 

20204209044 孙玮 硕士 716  三等 

20204209027 张志豪 硕士 716  三等 

20204209142 李金涛 硕士 715  三等 

20204209129 王玲 硕士 715  三等 

20204209163 梁永生 硕士 715  三等 

20204209110 王丽芳 硕士 715  三等 

20204209085 汪露 硕士 715  三等 

20204209051 梁家鸣 硕士 714  三等 

20204209019 苏文豪 硕士 714  三等 

20204209041 马泽远 硕士 714  三等 

20204209050 曾维翼 硕士 714  三等 

20204209090 方苗苗 硕士 713  三等 

20204209039 任周鸿 硕士 713  三等 

20204209091 黄象钢 硕士 713  三等 

20204209119 李江蓉 硕士 712  三等 

20204209137 王恒晓 硕士 712  三等 

20204209154 陈少昂 硕士 712  三等 

20204209056 陈状 硕士 712  三等 

20204209082 陶苏艳 硕士 711  三等 

20204209063 尹经莉 硕士 711  三等 

20204209152 王鹏凯 硕士 711  三等 

20204209113 陈传令 硕士 709  三等 

20204209076 沈艺 硕士 709  三等 



20204209127 徐莎 硕士 709  三等 

20204209200 张海洋 硕士 707  三等 

20204209012 冯仰翀 硕士 707  三等 

20204209008 蔡杰 硕士 707  三等 

20204209109 朱旭 硕士 706  三等 

20204209130 来雨洁 硕士 706  三等 

20204209151 刘晨 硕士 706  三等 

20204209094 洪英 硕士 706  三等 

20204209047 李咸贞 硕士 705  三等 

20204209037 彭露 硕士 705  三等 

20204209187 田乐晨 硕士 705  三等 

20204209169 吴娟 硕士 704  三等 

20204209107 王飞 硕士 704  三等 

20204209158 张佳祺 硕士 704  三等 

20204209199 魏玉兰 硕士 704  三等 

20204209097 胡蕾 硕士 703  三等 

20204209144 田石印 硕士 703  三等 

20204209170 朱明森 硕士 703  三等 

20204209075 葛俊俊 硕士 702  三等 

20204209046 成沁蓉 硕士 702  三等 

20204209183 吴跳 硕士 702  三等 

20204209171 胡嘉曼 硕士 701  三等 

20204209156 王鑫鑫 硕士 701  三等 

20204209036 贾朝红 硕士 700  三等 

20204209134 李硕 硕士 700  三等 

20204209033 鲁礼凡 硕士 699  三等 

20204209121 马欣雨 硕士 699  三等 

20204209111 吴爽 硕士 699  三等 

20204209022 魏娴 硕士 697  三等 

20204209195 古倩 硕士 697  三等 

20204209049 王东闽 硕士 696  三等 

20204209066 罗鲜 硕士 695  三等 

20204209045 王艳伟 硕士 695  三等 

20204209098 李肖肖 硕士 694  三等 

20204209101 马品品 硕士 694  三等 

20204209031 李晴 硕士 694  三等 

20204209141 李彤 硕士 694  三等 

20204209140 王晓锋 硕士 693  三等 

20204209198 胡颖 硕士 693  三等 

20204209118 江港钟 硕士 693  三等 

20204209239 沈琦 硕士 819  一等 

20204209252 蒋齐磊 硕士 758  一等 

20204209236 刘雨欣 硕士 752  一等 



20204209246 李苗苗 硕士 748  一等 

20204209242 孙志伟 硕士 747  一等 

20204209229 赵博文 硕士 745  一等 

20204209292 朱炜晨 硕士 745  一等 

20204209240 王静怡 硕士 744  一等 

20204209241 张志靓 硕士 740  一等 

20204209232 李蕊 硕士 708  二等 

20204209243 岳增昊 硕士 739  二等 

20204209214 李灿灿 硕士 738  二等 

20204209244 胡彪 硕士 737  二等 

20204209269 陈转 硕士 736  二等 

20204209261 陈玉香 硕士 735  二等 

20204209216 梁津玮 硕士 733  二等 

20204209258 张文瑞 硕士 730  二等 

20204209268 李东云 硕士 730  二等 

20204209255 徐斌 硕士 727  二等 

20204209284 何雄飞 硕士 726  二等 

20204209254 任姝稣 硕士 725  二等 

20204209253 李晨明 硕士 724  二等 

20204209275 代文静 硕士 722  二等 

20204209276 张富凯 硕士 721  二等 

20204209218 马亚飞 硕士 719  二等 

20204209263 彭海艳 硕士 717  二等 

20204209260 陶蕾 硕士 717  二等 

20204209277 李子夜 硕士 715  二等 

20204209227 叶若楠 硕士 715  二等 

20204209273 吴海兵 硕士 712  二等 

20204209289 梁澜澜 硕士 711  三等 

20204209215 李秋逸 硕士 711  三等 

20204209225 伍业勇 硕士 711  三等 

20204209274 张伟超 硕士 710  三等 

20204209281 李梦麒 硕士 710  三等 

20204209212 曹浩宇 硕士 709  三等 

20204209259 陈杰 硕士 709  三等 

20204209245 陈宇豪 硕士 709  三等 

20204209220 秦海敬 硕士 708  三等 

20204209290 任思华 硕士 707  三等 

20204209230 周东亚 硕士 706  三等 

20204209291 杨尊 硕士 705  三等 

20204209238 李玲玲 硕士 704  三等 

20204209234 张晓芳 硕士 703  三等 

20204209228 俞润炜 硕士 701  三等 

20204209217 卢贝贝 硕士 700  三等 



20204209219 庞慧敏 硕士 700  三等 

20204209286 翁宇晨 硕士 699  三等 

20204209271 秦正 硕士 699  三等 

20204209251 陈帅杰 硕士 698  三等 

20204209282 牛林燕 硕士 696  三等 

20204209279 孙韬 硕士 696  三等 

20204209222 王乾翔 硕士 696  三等 

20204209233 张晓剑 硕士 696  三等 

20204209270 刘圆圆 硕士 695  三等 

20204209266 徐婉蓉 硕士 695  三等 

20204209288 张业浩 硕士 694  三等 

20204209295 赵煜栋 硕士 694  三等 

20204209223 吴斌 硕士 692  三等 

20204209285 王啸 硕士 690  三等 

20204209248 张伟 硕士 690  三等 

20204209287 刘家豪 硕士 690  三等 

20204209235 罗才辉 硕士 687  三等 

20204209264 付泽 硕士 687  三等 

20204209249 谢冰珂 硕士 684  三等 

20204209262 衡璇 硕士 683  三等 

20204209256 胡露威 硕士 683  三等 

20204209237 付樯 硕士 683  三等 

20204209231 高钒 硕士 681  三等 

20204209250 徐国栋 硕士 680  三等 

20204209221 时宇 硕士 679  三等 

20204209257 杨亚杰 硕士 677  三等 

20204209213 冯鉴 硕士 677  三等 

20204209280 罗娟 硕士 672  三等 

20204209278 张凯 硕士 672  三等 

20204209247 李文靖 硕士 672  三等 

20204209324 李庆宁 硕士 756  一等 

20204209300 张梦玲 硕士 733  一等 

20204209322 周燕茹 硕士 732  一等 

20204209309 万里程 硕士 729  一等 

20204209310 张杼铸 硕士 727  二等 

20204209323 陈泽坤 硕士 723  二等 

20204209301 强可杰 硕士 719  二等 

20204209311 张浩宇 硕士 715  二等 

20204209321 金智宇 硕士 709  二等 

20204209312 项信 硕士 706  二等 

20204209328 王校振 硕士 704  二等 

20204209308 缪烨 硕士 703  二等 

20204209315 赵玉兰 硕士 698  二等 



20204209299 林勇 硕士 696  三等 

20204209330 周畅 硕士 694  三等 

20204209303 於文军 硕士 694  三等 

20204209325 张浩东 硕士 694  三等 

20204209320 罗婧雯 硕士 690  三等 

20204209316 熊祯 硕士 690  三等 

20204209305 章子俊 硕士 689  三等 

20204209307 李梦媛 硕士 688  三等 

20204209298 冯旭晨 硕士 688  三等 

20204209306 黄国庆 硕士 688  三等 

20204209332 崔茜 硕士 681  三等 

20204209326 仲昭灿 硕士 679  三等 

20204209304 毛冬凌 硕士 676  三等 

20204209314 张秋阳 硕士 673  三等 

20204209327 王鲁平 硕士 673  三等 

20204209313 卢莹 硕士 669  三等 

20204209329 杜鑫皓 硕士 669  三等 

20204209302 冯宁宁 硕士 668  三等 

20204209317 高燕 硕士 659  三等 

20204509002 刘彦彤 硕士 789  一等 

20204509005 高韦华 硕士 782  一等 

20205209019 王凯 硕士 755  一等 

20204509004 丁文 硕士 754  一等 

20204509006 古愉 硕士 751  二等 

20204509003 陈婷 硕士 748  二等 

20205209012 刘化超 硕士 727  二等 

20205209022 邓靖宇 硕士 714  二等 

20204509007 吕琴 硕士 713  二等 

20205209002 常佳浩 硕士 695  二等 

20205209017 刘健 硕士 692  二等 

20204509008 井波 硕士 684  二等 

20205209007 张磊 硕士 682  三等 

20205209006 马陆政 硕士 681  三等 

20205209015 隋杨杨 硕士 677  三等 

20205209016 吴文宁 硕士 675  三等 

20205209010 王玉昆 硕士 672  三等 

20205209011 庄英 硕士 666  三等 

20205209009 张丽君 硕士 663  三等 

20205209004 余桂勋 硕士 657  三等 

20205209014 刘智铭 硕士 654  三等 

20205209020 石灿 硕士 654  三等 

20205209013 仇实 硕士 653  三等 

20205209008 杨志林 硕士 651  三等 



20205209005 耿继韬 硕士 646  三等 

20205209021 孙杨 硕士 646  三等 

20205209003 张一博 硕士 633  三等 

20205209018 易晓伟 硕士 625  三等 

20205209001 肖俊 硕士 607  三等 

20204009017 姚青 博士   特等 

20204009040 何加钦 博士   特等 

20204009042 程成 博士   特等 

20204009027 李聪 博士   特等 

20204009044 曹强 博士   特等 

20204009020 衡星宇 博士   一等 

20204009043 吉瑞 博士   一等 

20204009018 崔贯虹 博士   一等 

20204009041 王冠 博士   一等 

20204009016 吴晋 博士   一等 

20204009019 曲艳 博士   一等 

20204009011 刘继阁 博士 91  特等 

20204009003 祝一鸣 博士 91  特等 

20204009014 范宏宇 博士 91  特等 

20204009032 周航 博士 90  特等 

20204009028 谈蓉 博士 90  特等 

20204009047 赵永燕 博士 88  一等 

20204009036 刘宇奇 博士 88  一等 

20204009005 张鹏 博士 88  一等 

20204009012 徐想 博士 88  一等 

20204009038 曾光 博士 87  一等 

20204009029 丁承强 博士 87  一等 

20204009030 杨合一 博士 87  一等 

20204009035 丁臻尧 博士 87  一等 

20204009025 王阿强 博士 87  二等 

20204009021 王梦凡 博士 87  二等 

20204009006 陈勇捷 博士 87  二等 

20204009023 汪杰 博士 86  二等 

20204009031 徐泽明 博士 86  二等 

20204009004 鞠国栋 博士 86  二等 

20204009026 刘欢 博士 86  二等 

20204009007 王成 博士 86  二等 

20204009008 郭佳坤 博士 85  二等 

20204009048 李维政 博士 85  二等 

20204009013 马浩天 博士 85  二等 

20204009033 陈星同 博士 85  二等 

20204009009 傅建妃 博士 85  二等 

20204009015 蔡艳苹 博士 85  二等 



20204009022 陈玉玲 博士 85  二等 

20204009024 张威 博士 84  二等 

20204009049 胡泽君 博士 84  二等 

20204009045 邹修洋 博士 84  二等 

20204009050 陈偲偲 博士 84  二等 

20204009039 金刘君 博士 82  二等 

20204009046 张亚丽 博士 79  二等 

20204009037 王继贤 博士 78  二等 

20204009034 张泽龙 博士 75  二等 

20204009001 周生锁 博士   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