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学校运动会节目参与者名单

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农学院 2018214514 2018级农学1班 王永建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518 2018级农学1班 张舒晴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22 2018级农学1班 刘博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534 2018级农学1班 高帆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35 2018级农学1班 陈瑞卿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487 2018级农学2班 李烨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05 2018级农学2班 张彦冰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41 2018级农学2班 朱芮娴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64 2018级农学2班 王铭昊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570 2018级农学2班 许海东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0363 2018级农学3班 黄羿雯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40 2018级农学3班 陈政翰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542 2018级农学3班 孙钰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47 2018级农学3班 田晨 花操

农学院 2018216978 2018级农学3班 沈逸铭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513 2018级农学4班 王瑾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25 2018级农学4班 刘琦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61 2018级农学4班 田新迪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6586 2018级农学4班 付小斌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0424 2018级植科1班 孟江昊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0426 2018级植科1班 朱影 花操

农学院 2018210633 2018级植科1班 韦楠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76 2018级植科1班 马乙傲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82 2018级植科1班 梁冠宇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591 2018级植科1班 耿梦清 花操

农学院 2018216983 2018级植科1班 姚海曼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580 2018级植科2班 王家星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590 2018级植科2班 宗德乾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592 2018级植科2班 陈肇行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6594 2018级植科2班 方肄臻 花操

农学院 2018216982 2018级植科2班 蒙慧中 花操

农学院 2018217287 2018级植科2班 吴小双 花操

农学院 2018217289 2018级植科2班 张倩宇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617 2018级中药1班 陈连强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637 2018级中药1班 刘德凤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641 2018级中药1班 冀忠会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0565 2018级中药2班 马传智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621 2018级中药2班 杨增财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631 2018级中药2班 刘菲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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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农学院 2018214634 2018级中药2班 卢大双 花操

农学院 2018217482 2018级中药2班 党硕文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643 2018级种子1班 赵键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657 2018级种子1班 王海琰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671 2018级种子1班 常洪庆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679 2018级种子1班 赵晨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650 2018级种子2班 张洪鲁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653 2018级种子2班 王束束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684 2018级种子2班 宋海阔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4648 2018级种子3班 高思萌 花操

农学院 2018214659 2018级种子3班 赵锦桦 花操

农学院 2018216602 2018级种子3班 杜媛媛 花操

农学院 2018217297 2018级种子3班 姜英芳 花操

农学院 2018210041 2018级农学免1 赵建童 跆拳道

农学院 2018210045 2018级农学免1 相力靖 花操

农学院 2018210055 2018级农学免1 王文欣 花操

农学院 2018210061 2018级农学免1 王秋爽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2



2019年学校运动会节目参与者名单

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植保学院 2018217127 2018级森保1班 何展一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7379 2018级森保1班 戴豪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7385 2018级森保1班 梁宏伟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6722 2018级烟草1班 徐赞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5865 2018级植保3班 姜振宇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0120 2018级植保免1 郭召晨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0123 2018级植保免1 赵宇航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0131 2018级植保免1 张长江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0132 2018级植保免1 侯西镇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0133 2018级植保免1 田翔宇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0146 2018级植保免1 孙明国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0147 2018级植保免1 张浩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0148 2018级植保免1 邹长喜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7114 2018级植检1班 杨益权 跆拳道

植保学院 2018215908 2018级制药2班 赵秉洋 跆拳道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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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林学院 20173466 2017级风景2班 高鑫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0208 2017级景观2班 张明雷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513 2017级林学1班 郑春龙 花操

林学院 20173522 2017级林学1班 宋泽宇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530 2017级林学1班 张树森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553 2017级林学1班 李昊岩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570 2017级林学1班 付恒飞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7803 2017级林学1班 田永任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532 2017级林学2班 陈相霞 花操

林学院 20173537 2017级林学2班 王晓霞 花操

林学院 20173551 2017级林学2班 王宝莹 花操

林学院 20173555 2017级林学2班 孙凡 花操

林学院 20173583 2017级林学2班 张梦棋 花操

林学院 20173591 2017级林学2班 刘广芳 花操

林学院 20173592 2017级林学2班 王子雯 花操

林学院 20177206 2017级林学2班 蔡林豆 花操

林学院 20173523 2017级林学2班 邓桢雍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563 2017级林学2班 张昊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575 2017级林学2班 陈培宽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7211 2017级林学2班 覃相龙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539 2017级林学3班 蒋晓君 花操

林学院 20173559 2017级林学3班 孟妍 花操

林学院 20173561 2017级林学3班 赵昱舒 花操

林学院 20173565 2017级林学3班 宋雪 花操

林学院 20177209 2017级林学3班 杨紫丹 花操

林学院 20177501 2017级林学3班 马芮 花操

林学院 20177802 2017级林学3班 张玉琪 花操

林学院 20177804 2017级林学3班 曲滢滢 花操

林学院 20177810 2017级林学3班 蓟凤霞 花操

林学院 20173577 2017级木材1班 王玉欣 花操

林学院 20173582 2017级木材1班 聂圆 花操

林学院 20173589 2017级木材1班 徐倩倩 花操

林学院 20173594 2017级木材1班 米允琪 花操

林学院 20173597 2017级木材1班 许萌蕾 花操

林学院 20175899 2017级木材1班 李梦羽 花操

林学院 20173610 2017级生态1班 刘文苑 花操

林学院 20173617 2017级生态1班 刘剑平 花操

林学院 20173623 2017级生态1班 王东明 花操

林学院 20173633 2017级生态1班 韩文凤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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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林学院 20173639 2017级生态1班 王晓悦 花操

林学院 20173649 2017级生态1班 王凯新 花操

林学院 20173612 2017级生态1班 李东晨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619 2017级生态1班 郭世友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626 2017级生态1班 魏一凡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631 2017级生态1班 唐炳祥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647 2017级生态1班 董记亮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659 2017级生态1班 陈恒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632 2017级生态2班 刘晓丹 花操

林学院 20173654 2017级生态2班 杨丽娜 花操

林学院 20176715 2017级生态2班 张宁 花操

林学院 20173634 2017级生态2班 邱建林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640 2017级生态2班 张杰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645 2017级生态2班 李明 跆拳道

林学院 20173669 2017级水保1班 刘雪妍 花操

林学院 20176724 2017级水保1班 刘海珠 花操

林学院 20177826 2017级水保1班 朱娇娇 花操

林学院 20173670 2017级水保2班 孙玉清 花操

林学院 20176721 2017级水保2班 张文芳 花操

林学院 20177820 2017级水保2班 唐颖 花操

林学院 20173677 2017级园林1班 王胜男 花操

林学院 20173693 2017级园林1班 卢晓阳 花操

林学院 20177228 2017级园林1班 龙世燕 花操

林学院 20177834 2017级园林1班 陈奕蓉 花操

林学院 20173689 2017级园林2班 王明婕 花操

林学院 20173709 2017级园林2班 张瀚露 花操

林学院 20173718 2017级园林2班 赵雨霏 花操

林学院 20175988 2017级园林2班 李晓霜 花操

林学院 20176740 2017级园林2班 白丽君 花操

林学院 20173680 2017级园林3班 阎娟 花操

林学院 20173716 2017级园林3班 顾思逸 花操

林学院 20176735 2017级园林3班 陈晓曼 花操

林学院 20177229 2017级园林3班 韦秉灵 花操

林学院 20177522 2017级园林3班 刘骁健 花操

林学院 20173715 2017级园林3班 宗泽广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0610 2018级蚕学1班 梁媚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922 2018级蚕学1班 杨璐璐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61 2018级林学1班 魏冉冉 花操

林学院 2018210616 2018级林学1班 喻炳尧 跆拳道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5



2019年学校运动会节目参与者名单

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林学院 2018210617 2018级林学1班 赖文龙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375 2018级林学1班 石林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6938 2018级林学1班 张智浩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345 2018级林学2班 庄元偲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47 2018级林学2班 宋欣程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70 2018级林学2班 姜芙蓉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74 2018级林学2班 徐娜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553 2018级林学2班 段慧珍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942 2018级林学2班 彭璟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946 2018级林学2班 岑国秀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43 2018级林学2班 李杰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352 2018级林学2班 李浩宇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363 2018级林学2班 李申奥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6556 2018级木材1班 李畅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557 2018级木材1班 王锐淼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564 2018级木材1班 胡立霞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951 2018级木材1班 许明霞 花操

林学院 2018217259 2018级木材1班 叶晓睿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948 2018级木材1班 杨旭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6950 2018级木材1班 叶林根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6955 2018级木材1班 沈玉龙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378 2018级生态1班 孟巍静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83 2018级生态1班 邢欣茹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91 2018级生态1班 张品蔚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97 2018级生态1班 靳慧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04 2018级生态1班 林美微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16 2018级生态1班 闫霏霏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18 2018级生态1班 马钰琪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957 2018级生态1班 霍珏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959 2018级生态1班 徐天予 花操

林学院 2018217268 2018级生态1班 高露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93 2018级生态1班 姚国成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11 2018级生态1班 李笑宇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379 2018级生态2班 邵国媚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82 2018级生态2班 宋瑶瑶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84 2018级生态2班 曲朔瑶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86 2018级生态2班 王若雨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98 2018级生态2班 郭心如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06 2018级生态2班 张晓姗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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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林学院 2018214409 2018级生态2班 高婷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12 2018级生态2班 曹喆 花操

林学院 2018217264 2018级生态2班 初倩雯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377 2018级生态2班 赵宇昊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387 2018级生态2班 王怀煜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394 2018级生态2班 王继正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10 2018级生态2班 郑业旭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14 2018级生态2班 程经翔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7269 2018级生态2班 解连海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0359 2018级水保1班 王贵芳 花操

林学院 2018210542 2018级水保1班 曹媛 花操

林学院 2018210623 2018级水保1班 杨韵钰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575 2018级水保1班 魏雷晗冰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576 2018级水保1班 徐佳润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962 2018级水保1班 余波萍 花操

林学院 2018217275 2018级水保1班 石正阳 花操

林学院 2018216578 2018级水保1班 史宏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7272 2018级水保1班 王寿彭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22 2018级园林1班 韩佳怡 花操

林学院 2018210361 2018级园林1班 毛迎耀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0554 2018级园林2班 李文珏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24 2018级园林2班 高雪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46 2018级园林2班 杨丽娜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64 2018级园林2班 杨晶渊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67 2018级园林2班 商琪琪 花操

林学院 2018214470 2018级园林2班 郑鲁梦 花操

林学院 2018210416 2018级园林2班 李梓维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0552 2018级园林2班 黄畅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31 2018级园林2班 郭浩东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50 2018级园林2班 方小龙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57 2018级园林2班 郑金辉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0553 2018级园林3班 颜彦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32 2018级园林3班 房晨曦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51 2018级园林3班 刘王剑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53 2018级园林3班 宁乐元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4471 2018级园林3班 高家辉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6968 2018级园林3班 贾一凡 跆拳道

林学院 2018216974 2018级园林3班 潘承洪 跆拳道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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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园艺学院 2018215689 2018级茶学 周  文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690 2018级茶学 张一品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691 2018级茶学 袁晓宁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692 2018级茶学 刘  彬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698 2018级茶学 张  青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11 2018级设施 孙昕瑜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7352 2018级设施 王  阁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15 2018级园艺1班 王一涵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16 2018级园艺1班 姜雨晴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19 2018级园艺1班 邱慧敏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40 2018级园艺1班 宋潇潇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6686 2018级园艺1班 李  霞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0657 2018级园艺2班 曾雪珍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33 2018级园艺2班 任鑫如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65 2018级园艺2班 孙怡宁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80 2018级园艺2班 辛友艳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52 2018级园艺3班 梁文妍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67 2018级园艺3班 牛晓彤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93 2018级园艺3班 邱文敬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56 2018级园艺4班 赵振蕊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57 2018级园艺4班 张梦晴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68 2018级园艺4班 葛明月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78 2018级园艺4班 卢子月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7094 2018级园艺4班 谢雨滢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0446 2018级园艺5班 王世凤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6684 2018级园艺5班 马晓楠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0560 2018级园艺6班 宁  瑾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776 2018级园艺6班 于佳玉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5808 2018级园艺6班 梁朕莎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0085 2018级园艺公费 王  丹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0090 2018级园艺公费 王雅琪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0094 2018级园艺公费 徐忠宏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0101 2018级园艺公费 仇如诗 花操

园艺学院 2018210113 2018级园艺公费 袁珍珍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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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学院 2018213189 2018级动检1班 田春雷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95 2018级动检1班 周凯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98 2018级动检1班 王昌明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0480 2018级动检2班 刘俣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96 2018级动检2班 赵昂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7500 2018级动检2班 黄志强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82 2018级动检2班 杜佳璐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86 2018级动检2班 贺筱萍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92 2018级动检2班 周文亚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7234 2018级动检2班 刘文心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0468 2018级动科1班 张睿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082 2018级动科1班 曹熙康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087 2018级动科1班 石祥达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070 2018级动科1班 解净如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071 2018级动科1班 陈怡馨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867 2018级动科1班 王成梅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083 2018级动科2班 张云龙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090 2018级动科2班 李慕紫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862 2018级动科2班 丁龙鹰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7227 2018级动科2班 丁碧荷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7472 2018级动科2班 斯郎卓玛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057 2018级动科3班 马健原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063 2018级动科3班 刘海东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072 2018级动科3班 陈志豪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093 2018级动科3班 郭开鑫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0467 2018级动科3班 缪亚燕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074 2018级动科3班 孔静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01 2018级动医1班 乔炳晨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29 2018级动医1班 刘子凯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54 2018级动医1班 徐熙玮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55 2018级动医1班 朱昱东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0476 2018级动医1班 张雪纯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23 2018级动医1班 张晓雯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38 2018级动医1班 史雨婷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508 2018级动医1班 陈慧娟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18 2018级动医2班 崔亨康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21 2018级动医2班 张治中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53 2018级动医2班 徐康祺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68 2018级动医2班 田文杰 红旗队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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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学院 2018213142 2018级动医2班 唐超楠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73 2018级动医2班 程雨佳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77 2018级动医2班 张秋媛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511 2018级动医2班 王卓媛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0417 2018级动医3班 王星宇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16 2018级动医3班 张志杰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28 2018级动医3班 孙明成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63 2018级动医3班 刘晓龙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0589 2018级动医3班 孙宁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17 2018级动医3班 韩欣怡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47 2018级动医3班 李欣颖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506 2018级动医3班 娄梦洁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0472 2018级动医4班 杨博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15 2018级动医4班 黄志伟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39 2018级动医4班 袁齐心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45 2018级动医4班 冯朝阳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6512 2018级动医4班 夏晨霞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871 2018级动医4班 刘亚倩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7229 2018级动医4班 甘靖凡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08 2018级动医5班 韩宇辉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27 2018级动医5班 张泽恺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31 2018级动医5班 宫俊宇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33 2018级动医5班 张雲龙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125 2018级动医5班 孙亚楠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41 2018级动医5班 贝蕾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46 2018级动医5班 党悦旖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178 2018级动医5班 边姝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206 2018级水产1班 熊澳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7239 2018级水产1班 文群虎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7245 2018级水产1班 易晓东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210 2018级水产1班 武锐钰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212 2018级水产1班 孙宏华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526 2018级水产1班 郑霞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887 2018级水产2班 樊炎昌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7240 2018级水产2班 贾志辉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7244 2018级水产2班 邓均升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0597 2018级水产2班 苏肖琴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0598 2018级水产2班 李其倚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892 2018级水产2班 赵云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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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学院 2018213220 2018级制药1班 韩海波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228 2018级制药1班 唐光耀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242 2018级制药1班 王伟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7248 2018级制药1班 黄国斌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224 2018级制药1班 赵潇冉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229 2018级制药1班 邱靖媛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897 2018级制药1班 杨诺宁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7250 2018级制药1班 王蕾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0409 2018级制药2班 王增宝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223 2018级制药2班 李顺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239 2018级制药2班 马怀学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6534 2018级制药2班 栾钊 红旗队

动科学院 2018213226 2018级制药2班 苏灿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241 2018级制药2班 王箫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3243 2018级制药2班 王小冰 花操

动科学院 2018216532 2018级制药2班 李雅倩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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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院 2018213350 2018级工商10班 高孟军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51 2018级工商10班 李振杰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05 2018级工商10班 吕康宁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31 2018级工商10班 陈晓范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714 2018级工商10班 史  闯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247 2018级工商11班 杨文骥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261 2018级工商11班 胡晓宇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289 2018级工商11班 王茂廷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38 2018级工商11班 王晨瑜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55 2018级工商11班 杨秀凯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43 2018级工商12班 陈清华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89 2018级工商12班 袁良友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530 2018级工商12班 董  明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53 2018级工商12班 王付强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65 2018级工商13班 张勇奇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92 2018级工商13班 赵永伟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08 2018级工商14班 薛艳阳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265 2018级工商15班 邱  照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279 2018级工商15班 逄正一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03 2018级工商15班 王子旭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68 2018级工商15班 冯  帆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540 2018级工商15班 王子晨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90 2018级工商16班 栾泰成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96 2018级工商16班 王振杰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49 2018级工商16班 于冠鑫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516 2018级工商16班 杨昊然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286 2018级工商17班 顾浩林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39 2018级工商17班 刘砚杰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552 2018级工商17班 隋佳良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38 2018级工商17班 陈  林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62 2018级工商17班 朱东辰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00 2018级工商18班 李  晨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63 2018级工商18班 李和谌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77 2018级工商18班 徐鹏飞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254 2018级工商1班 于金超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19 2018级工商1班 李星辰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93 2018级工商1班 程创业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69 2018级工商2班 刘恩赐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69 2018级工商2班 袁  丁 跆拳道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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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院 2018213593 2018级工商2班 王子豪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6898 2018级工商2班 王汝桐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55 2018级工商3班 崔晓冉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88 2018级工商3班 姚承志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96 2018级工商3班 李  章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723 2018级工商3班 贾昌陆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6543 2018级工商3班 骆宏伟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66 2018级工商4班 朱泽瑞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75 2018级工商4班 成  悦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87 2018级工商4班 施豪正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20 2018级工商4班 张艺泷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43 2018级工商4班 倪天宇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287 2018级工商5班 刘洪涛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47 2018级工商5班 宋轶众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23 2018级工商5班 许昌浩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53 2018级工商5班 刘铭海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6544 2018级工商5班 洪  康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27 2018级工商6班 吕振溪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80 2018级工商6班 贾万豪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595 2018级工商6班 孙伟铭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03 2018级工商6班 杨  宸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30 2018级工商6班 孙  涛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272 2018级工商7班 尚钲涛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54 2018级工商7班 王栋昊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569 2018级工商7班 张滨铄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599 2018级工商7班 王仕一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40 2018级工商8班 张云轩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425 2018级工商8班 刘  尧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533 2018级工商8班 赵义帅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81 2018级工商8班 陈建学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713 2018级工商8班 刘泽宇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08 2018级工商9班 宋瑞轩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25 2018级工商9班 魏  来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326 2018级工商9班 禹文龙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563 2018级工商9班 刘昌庚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674 2018级工商9班 李  龙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935 2018级经济10班 徐焕懿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413 2018级经济13班 王一淞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509 2018级经济13班  赵  戎 跆拳道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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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院 2018213821 2018级经济13班 李瑞延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929 2018级经济13班 赵星浩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953 2018级经济13班 赵庆泽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001 2018级经济13班 杨小龙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010 2018级经济13班 郭德森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074 2018级经济13班 常世阅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091 2018级经济13班 满文明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094 2018级经济3班 叶  林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772 2018级经济4班 王中豪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918 2018级经济4班 王福煊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003 2018级经济4班 赵  鹏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110 2018级经济4班 王  良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6906 2018级经济4班 凌琪斌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353 2018级经济5班 刘继庆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766 2018级经济5班 陈俊宇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846 2018级经济5班 曲云飞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881 2018级经济5班 冀超群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051 2018级经济5班 李浩真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816 2018级经济6班 张兴旺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921 2018级经济6班 马高科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067 2018级经济6班 昝龙康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095 2018级经济6班 宋存鹏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748 2018级经济7班 孙靖东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807 2018级经济7班 李兴广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903 2018级经济7班 于建波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951 2018级经济7班 刘荣杰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957 2018级经济7班 张润泽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3888 2018级经济9班 任翔宇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140 2018级旅管1班 常军杰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149 2018级旅管1班 刘奕显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203 2018级旅管1班 王浩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192 2018级旅管2班 王之跃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195 2018级旅管2班 王炳华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6913 2018级旅管2班 张珂郡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137 2018级旅管3班 韩通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147 2018级旅管3班 谭志鑫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175 2018级旅管3班 祝新元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190 2018级旅管3班 马志伟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6916 2018级旅管3班 熊永义 跆拳道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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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经管学院 2018214221 2018级农经1班 孙正茂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249 2018级农经1班 李晨昊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265 2018级农经1班 祝善心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514 2018级农经2班 吴伊培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608 2018级农经2班 常聂稻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223 2018级农经2班 孙德奥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6921 2018级农经2班 谢汶俊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603 2018级农经3班 覃瑞科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606 2018级农经3班 杨云宇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244 2018级农经3班 王庆斌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4250 2018级农经3班 李龙培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002 2018级农经公费 冯秋硕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004 2018级农经公费 齐国程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005 2018级农经公费 庞占旭 跆拳道

经管学院 2018210017 2018级农经公费 徐栋 跆拳道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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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食科学院 20174424 2017级食安1班 许钰锟 花操

食科学院 20174446 2017级食安1班 郭孟硕 花操

食科学院 20174452 2017级食安1班 杜文凤 花操

食科学院 20174494 2017级食安1班 周雪廷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05 2018级食安(中英)1班 王安琪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32 2018级食安(中英)1班 张瀛方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64 2018级食安(中英)1班 盛良杰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70 2018级食安(中英)1班 李傲然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97 2018级食安(中英)2班 韩悦迎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306 2018级食安(中英)2班 张蕊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7466 2018级食安(中英)2班 张晨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94 2018级食安(中英)3班 苏宏菲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30 2018级食安(中英)3班 王萌欣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35 2018级食安(中英)3班 刘馥榕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62 2018级食安(中英)3班 王冉冉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73 2018级食安(中英)3班 徐肖晗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79 2018级食安(中英)3班 曹琦晗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257 2018级食安(中英)4班 郑文卓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301 2018级食安(中英)4班 潘晓雪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7463 2018级食安(中英)4班 姜婷薇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44 2018级食科10班 沈小萌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70 2018级食科10班 王心如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84 2018级食科10班 燕乐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87 2018级食科10班 许琛琛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15 2018级食科10班 陶晶晶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52 2018级食科10班 王一凡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87 2018级食科10班 李舒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7320 2018级食科10班 刘颖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4959 2018级食科1班 张月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55 2018级食科1班 陈秋月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0537 2018级食科2班 倪静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4988 2018级食科2班 张凤璇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62 2018级食科2班 臧萌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09 2018级食科2班 张威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92 2018级食科2班 郭艳婷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66 2018级食科3班 裴月军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07 2018级食科3班 毕钰琳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19 2018级食科3班 赵欣怡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84 2018级食科3班 李梦瑶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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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项目

食科学院 2018215191 2018级食科3班 高琳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0429 2018级食科4班 陈家尧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46 2018级食科4班 彭丽杰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72 2018级食科4班 王萌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76 2018级食科4班 张心圆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85 2018级食科4班 李莹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94 2018级食科4班 陈聪莹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56 2018级食科4班 刘雅如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58 2018级食科4班 孙亚男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0368 2018级食科5班 李易萌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10 2018级食科5班 李文悦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39 2018级食科5班 万茜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42 2018级食科5班 石莹莹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16 2018级食科5班 孔令欣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37 2018级食科5班 张欣然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7028 2018级食科5班 董婧潇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07 2018级食科6班 郭筱雨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25 2018级食科6班 董凯璇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20 2018级食科6班 侯佳俊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51 2018级食科6班 杨新悦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69 2018级食科6班 李宁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4972 2018级食科7班 李冰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4990 2018级食科7班 王逸伦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30 2018级食科7班 张洁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63 2018级食科7班 王鑫妍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6634 2018级食科7班 康嘉禾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7325 2018级食科7班 滕月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4958 2018级食科8班 董文慧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4966 2018级食科8班 唐彩云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00 2018级食科8班 符旋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03 2018级食科8班 王丽莹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88 2018级食科8班 翟文莉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31 2018级食科8班 李泉泉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80 2018级食科8班 高倩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06 2018级食科9班 邓涵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22 2018级食科9班 江珂欣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057 2018级食科9班 王珊珊 花操

食科学院 2018215166 2018级食科9班 白欣雪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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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院 2018214706 2018级生工1班 孙庚龑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720 2018级生工1班 张振宇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793 2018级生工1班 杨洪哲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41 2018级生工1班 程开心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6621 2018级生工1班 邓泽庆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01 2018级生工2班 王成志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943 2018级生工2班 宋绍闯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7022 2018级生工2班 刘翻译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22 2018级生工3班 王本龙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40 2018级生工3班 王耀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916 2018级生工3班 李鑫鸣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923 2018级生工3班 王彦忠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734 2018级生技1班 崔宗岩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756 2018级生技1班 张凤龙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915 2018级生技1班 李淑梁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7015 2018级生技2班 方梓奇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942 2018级生技3班 樊广鹏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59 2018级生技4班 林春辉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6998 2018级生技4班 乔振兴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7012 2018级生技4班 丁乾坤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77 2018级生技5班 李亮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920 2018级生技5班 胡志新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926 2018级生技5班 王涛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6619 2018级生技5班 罗振培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18 2018级生科1班 李龙祺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79 2018级生科1班 徐恺浩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7307 2018级生科1班 杨帅龙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769 2018级生科2班 岳进飞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35 2018级生科2班 国昊哲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57 2018级生科2班 张晨凯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0531 2018级生科3班 马预杰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731 2018级生科3班 孔令澳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767 2018级生科3班 史升科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829 2018级生科3班 贾文杰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4900 2018级生科3班 王瑞昌 跆拳道

生科院 2018217014 2018级资环3班 王奥宇 跆拳道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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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管学院 20174779 2017级行管2班 刘谨 花操

公管学院 20177289 2017级行管2班 陈茂 花操

公管学院 20177901 2017级行管2班 陈涓涓 花操

公管学院 20174810 2017级秘书2班 刘敏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35 2018级城市1班 耿娜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07 2018级城市2班 许捷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6648 2018级城市2班 张荣荣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17 2018级城市3班 孙文静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30 2018级城市3班 杨晨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48 2018级城市3班 王晨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6649 2018级城市3班 曹玉沛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0371 2018级城市4班 郭雨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24 2018级城市4班 李雅琪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27 2018级城市4班 冯子清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31 2018级城市4班 魏笑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68 2018级城市4班 刘延花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78 2018级城市4班 刘菂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34 2018级城市5班 刘珂冰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40 2018级城市5班 蒲雨涵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55 2018级城市5班 张永春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359 2018级城市5班 田霜霜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00 2018级城市5班 陈思羽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05 2018级城市5班 辛婉君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12 2018级城市5班 孙钰轩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19 2018级城市5班 牛晴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6643 2018级城市5班 崔林溪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044 2018级城市5班 陈丹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35 2018级法学1班 王奕璎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43 2018级法学1班 张棋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47 2018级法学1班 葛晓环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61 2018级法学1班 梅泓方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99 2018级法学1班 卜然然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48 2018级法学2班 娄玮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55 2018级法学2班 王瑞端琪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62 2018级法学2班 王心心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327 2018级法学2班 林佳秀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0373 2018级法学3班 王春怡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0650 2018级法学3班 苏凌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24 2018级法学3班 孙心怡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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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管学院 2018215432 2018级法学3班 董培青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45 2018级法学3班 李一帆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51 2018级法学3班 李婧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69 2018级法学3班 杜兴展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79 2018级法学3班 聂凤仪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492 2018级法学3班 李盈盈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053 2018级法学3班 陈友秀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336 2018级法学3班 王敏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19 2018级行管1班 张凤丽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25 2018级行管1班 孙璐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069 2018级行管1班 吕蕊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21 2018级行管2班 王康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32 2018级行管2班 岳淑婷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37 2018级行管2班 张丽霞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39 2018级行管2班 李新宇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47 2018级行管2班 王泽平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51 2018级行管2班 卢爽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58 2018级行管2班 刘亚茹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62 2018级行管2班 杨肖英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66 2018级行管2班 贾林茹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6659 2018级行管2班 刘子涵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6664 2018级行管2班 鲁欢欢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6669 2018级行管2班 张洪瑗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065 2018级行管2班 王娇娇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341 2018级行管2班 任有瑜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345 2018级行管2班 马琴琴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0440 2018级行管3班 王茜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0494 2018级行管3班 罗罗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02 2018级行管3班 周子涵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04 2018级行管3班 牛烁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11 2018级行管3班 徐玉倩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22 2018级行管3班 李嘉伟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59 2018级行管3班 李亚萍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0437 2018级行管4班 徐月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12 2018级行管4班 李玉玲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49 2018级行管4班 王泺淼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60 2018级行管4班 齐昕玮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91 2018级秘书1班 矫禄红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00 2018级秘书1班 王柳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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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管学院 2018215620 2018级秘书2班 李瑜琳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30 2018级秘书2班 王祎璠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599 2018级秘书3班 于子涵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02 2018级秘书3班 陈雪涵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10 2018级秘书3班 李秀梅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14 2018级秘书3班 亓凌菲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18 2018级秘书3班 周德帝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21 2018级秘书3班 朱芳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24 2018级秘书3班 张晓茹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84 2018级文管1班 刘伟佳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073 2018级文管1班 程霞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0653 2018级文管2班 吉莉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65 2018级文管2班 陈玉琨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79 2018级文管2班 闫丽娟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5685 2018级文管2班 孙鑫鑫 花操

公管学院 2018217077 2018级文管2班 冯婷婷 花操

注：请各学院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予以加分。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