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2019年新生奖学金候选人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部、系） 省份 科类 等级 候选资格分数线
1 201911051124 陈思可 男 地理科学学部 云南 理工 二等 678
2 201911051125 倪加白 女 地理科学学部 云南 理工 一等 682
3 201911051916 王彩虹 女 地理科学学部 内蒙古 文史 二等 641
4 201911051931 郭向伟 男 地理科学学部 新疆 文史S 二等 590
5 201911950105 陈依琦 女 地理科学学部（大类招生） 浙江 一等 680
6 201911950110 孙艺宁 女 地理科学学部（大类招生） 浙江 二等 673
7 201911040125 台圣涛 男 法学院 山东 文史 一等 637
8 201911040137 李琛欣 女 法学院 河北 文史 二等 665
9 201911040147 曾荣 男 法学院 广东 文史 一等 635
10 201911040150 耿璐 女 法学院 上海 二等 563
11 201911040205 侯林燕 女 法学院 河南 文史 二等 628
12 201911040230 郭璇 女 法学院 山西 文史 一等 620
13 201911040231 常静 女 法学院 安徽 文史 一等 640
14 201911150167 刘爽 女 化学学院 天津 理工 二等 685
15 201911150909 王鑫垚 女 化学学院 内蒙古 理工 二等 643
16 201911150911 杨惠吉 女 化学学院 内蒙古 理工 一等 655
17 201911150916 刘笑羽 女 化学学院 山西 理工S 二等 614
18 201911150926 陈璐微 女 化学学院 新疆 理工S 一等 593
19 201911150946 杨坤正 男 化学学院 西藏 理工 二等 637
20 201911940131 许超逸 男 化学学院（理科试验班） 云南 理工 一等 682
21 201911940135 唐降雪 女 化学学院（理科试验班） 重庆 理工 二等 666
22 201911940153 周静 女 化学学院（理科试验班） 安徽 理工 一等 651
23 201911940166 易恺妍 女 化学学院（理科试验班） 湖南 理工 一等 643
24 201911010111 刘星灿 男 教育学部 河南 文史 二等 628
25 201911010114 王艺博 女 教育学部 河南 文史 二等 628
26 201911010128 韩志浩 男 教育学部 山东 文史 二等 634
27 201911010130 杨凯晴 女 教育学部 山东 文史 一等 637
28 201911010135 王梓力 男 教育学部 四川 文史 一等 687
29 201911010141 张钰苑 女 教育学部 四川 文史 一等 687
30 201911010172 李涵雅 女 教育学部 江西 理工 二等 643
31 201911010174 余妍芳 女 教育学部 江西 文史 二等 629
32 201911010175 俞睿达 男 教育学部 江西 理工 一等 653
33 201911010183 杨若嫣 女 教育学部 安徽 文史 一等 640
34 201911010191 林心依 女 教育学部 海南 理工 二等 802
35 201911010198 杜蕊延 女 教育学部 甘肃 文史 一等 634
36 201911010199 李安琪 女 教育学部 湖北 文史 一等 637
37 201911010200 刘晴雯 女 教育学部 湖北 文史 二等 635
38 201911010205 王胤雅 女 教育学部 湖南 理工 二等 641
39 201911010913 牛怡欢 女 教育学部 山西 文史S 二等 608
40 201911010919 王辛羽 女 教育学部 新疆 文史S 二等 590
41 201911010925 罗翊文 女 教育学部 西藏 文史 二等 588
42 201911030131 彭忆冰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河北 理工 二等 669
43 201911030210 李祉含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吉林 理工 一等 662
44 201911030222 李思笑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理工 二等 669
45 201911030423 高崧淇 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理工 二等 669
46 201911030509 康昊然 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山东 理工 二等 658
47 201911120142 吴秀海 男 历史学院 重庆 文史 一等 645
48 201911120158 王敬翔宇 男 历史学院 青海 文史 二等 616
49 201911120163 闫芳铭 女 历史学院 天津 文史 二等 631
50 201911120167 冯彦傑 男 历史学院 贵州 文史 一等 659
51 201911120186 吴悦 女 历史学院 湖南 文史 二等 642



52 201911130208 杨典 女 历史学院 宁夏 文史 二等 640
53 201911050114 杨小叶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文史 二等 642
54 201911081910 席家望 男 人工智能学院 内蒙古 理工 二等 643
55 201911200131 苗昕 女 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理工 二等 669
56 201911200916 孟轶雯 女 生命科学学院 山西 理工S 一等 616
57 201911200926 贾嘉仪 女 生命科学学院 新疆 理工S 二等 589
58 201911940138 单心月 女 生命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北京 理工 二等 669

59 201911940154 王毅锋 男 生命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广东 理工 一等 667
60 201911940163 陈竞妍 女 生命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湖北 理工 二等 654

61 201911940164 刘萌 女 生命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湖北 理工 二等 654
62 201911130103 王闻杰 女 数学科学学院 福建 理工 二等 640
63 201911130104 吴金霖 女 数学科学学院 福建 理工 一等 645
64 201911130108 邓凯中 男 数学科学学院 广西 理工 二等 666
65 201911130109 李力臻 男 数学科学学院 广西 理工 二等 666
66 201911130114 刘睿涵 女 数学科学学院 河南 理工 二等 653
67 201911130119 宋宣萱 女 数学科学学院 河南 理工 一等 655
68 201911130131 董君南 男 数学科学学院 吉林 理工 一等 662
69 201911130135 刘虹辰 女 数学科学学院 吉林 理工 二等 661
70 201911130139 张觉文 女 数学科学学院 吉林 理工 二等 661
71 201911130141 陈国梁 男 数学科学学院 山东 理工 二等 658
72 201911130142 陈艺菲 女 数学科学学院 山东 理工 二等 658
73 201911130158 李曦煜 女 数学科学学院 四川 理工 一等 687
74 201911130162 肖林雪 女 数学科学学院 四川 理工 一等 687
75 201911130169 丁乙桃 女 数学科学学院 重庆 理工 二等 666
76 201911130178 周宇 男 数学科学学院 重庆 理工 一等 669
77 201911130189 孟昊天 男 数学科学学院 河北 理工 二等 669
78 201911130195 张君洁 女 数学科学学院 江苏 理工 一等 402
79 201911130196 邹子寒 女 数学科学学院 江苏 理工 二等 400
80 201911130206 邹有朋 男 数学科学学院 江西 理工 二等 643
81 201911130208 张润楠 女 数学科学学院 青海 理工 二等 607
82 201911130224 李承昊 男 数学科学学院 贵州 理工 二等 647
83 201911130228 白轩慈 女 数学科学学院 辽宁 理工 二等 670
84 201911130233 罗小雪 女 数学科学学院 宁夏 理工 二等 617
85 201911130237 霍鹏宇 男 数学科学学院 甘肃 理工 一等 631
86 201911130246 肖文轩 男 数学科学学院 湖南 理工 二等 641
87 201911130252 李嘉颖 女 数学科学学院 新疆 理工 二等 633
88 201911130253 汪景行 男 数学科学学院 新疆 理工 一等 634
89 201911940102 陈泽远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福建 理工 一等 645

90 201911940104 罗艺婷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广西 理工 二等 666
91 201911940105 陶晓燕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广西 理工 一等 674

92 201911940106 李嘉豪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河南 理工 一等 655
93 201911940110 武行健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河南 理工 二等 653

94 201911940111 张逸菲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河南 理工 一等 655
95 201911940112 金小琪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黑龙江 理工 二等 663

96 201911940113 李东芳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黑龙江 理工 一等 680
97 201911940114 张铭洋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黑龙江 理工 二等 663

98 201911940115 丛振宇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吉林 理工 一等 662
99 201911940119 吉开来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山东 理工 一等 663

100 201911940120 刘畅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山东 理工 一等 663
101 201911940121 荣昱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山东 理工 二等 658

102 201911940122 孙小棠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山东 理工 二等 658
103 201911940125 李思科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四川 理工 一等 687

104 201911940126 廖宇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四川 理工 一等 687
105 201911940132 姜可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重庆 理工 二等 666



106 201911940133 姜智耀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重庆 理工 一等 669
107 201911940134 谭荆月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重庆 理工 一等 669

108 201911940136 涂鹏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重庆 理工 二等 666
109 201911940137 杨念欣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重庆 理工 二等 666

110 201911940139 高铭浩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北京 理工 二等 669
111 201911940144 郑诗澄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河北 理工 一等 673

112 201911940148 林纯美 女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江西 理工 二等 643
113 201911940149 罗子睦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江西 理工 一等 653

114 201911940151 陶知圣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山西 理工 一等 638
115 201911940152 吴越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安徽 理工 一等 651

116 201911940165 戴戈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湖南 理工 二等 641
117 201911940168 韩一夫 男 数学科学学院（理科试验

班）
陕西 理工 二等 675

118 201911100107 姚慧祎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广西 文史 二等 633
119 201911100109 钟昱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广西 理工 二等 666
120 201911100112 张岚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河南 理工 二等 653
121 201911100122 崔殷祯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吉林 文史 一等 634
122 201911100142 茶思罗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云南 文史 二等 660
123 201911100152 沈文欣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重庆 理工 一等 669
124 201911080101 陈翰如 女 文学院 福建 文史 一等 638
125 201911080105 林榕 男 文学院 福建 文史 二等 633
126 201911080106 林诗瑶 女 文学院 福建 文史 二等 633
127 201911080116 李海婷 女 文学院 广西 文史 二等 633
128 201911080123 杜意扬 女 文学院 河南 文史 二等 628
129 201911080129 宋文莉 女 文学院 河南 文史 一等 631
130 201911080134 陈倩 女 文学院 黑龙江 文史 一等 628
131 201911080135 韩婧怡 女 文学院 黑龙江 文史 二等 627
132 201911080164 何心原 女 文学院 四川 文史 一等 687
133 201911080180 张银宇 女 文学院 云南 文史 一等 661
134 201911080191 田甜 女 文学院 重庆 文史 二等 642
135 201911080194 陈思佳 女 文学院 北京 文史 二等 652
136 201911080199 闫宇轩 男 文学院 北京 文史 一等 654
137 201911080202 高梓泰 女 文学院 河北 文史 一等 666
138 201911080209 陈疏桐 女 文学院 江苏 文史 二等 398
139 201911080219 言菲 女 文学院 江西 文史 二等 629
140 201911080235 魏祯 女 文学院 广东 文史 二等 634
141 201911080242 吴岚怡 女 文学院 海南 文史 一等 839
142 201911080243 陈艺旋 女 文学院 辽宁 文史 二等 652
143 201911080271 徐慧杰 女 文学院 新疆 文史 二等 628
144 201911940201 关闻笛 男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福建 文史 二等 633
145 201911940204 杨海曼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广西 文史 一等 635
146 201911940205 金瑛琦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河南 文史 一等 631
147 201911940206 李冠航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河南 文史 二等 628
148 201911940207 马天宇 男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河南 文史 二等 628
149 201911940208 聂嘉懿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河南 文史 二等 628
150 201911940217 肖静萱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山东 文史 一等 637
151 201911940218 于子淳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山东 文史 二等 634
152 201911940219 山景琦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四川 文史 一等 687
153 201911940222 喻沥蝶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四川 文史 一等 687
154 201911940227 黄欣怡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重庆 文史 二等 642
155 201911940229 刘传 男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重庆 文史 二等 642
156 201911940233 尹墨翟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北京 文史 二等 652
157 201911940236 李坤宁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江西 文史 二等 629
158 201911940237 邱明辉 男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江西 文史 一等 632
159 201911940239 赵丁慧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山西 文史 二等 615



160 201911940242 王洁珺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湖北 文史 二等 635
161 201911940243 姚诗吟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湖北 文史 二等 635
162 201911940244 陈至瑜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湖南 文史 一等 644
163 201911940245 戴汧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湖南 文史 二等 642
164 201911940246 党婧铱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陕西 文史 二等 654
165 201911940247 李芊芃 女 文学院（文科试验班） 陕西 文史 二等 654
166 201911140159 龙海扬 男 物理学系 贵州 理工 一等 651
167 201911140204 黄芩 女 物理学系 福建 理工 一等 645
168 201911940118 丁冠凯 男 物理学系（理科试验班） 山东 理工 一等 663
169 201911940143 袁梦 女 物理学系（理科试验班） 河北 理工 二等 669
170 201911940156 狄晨涵 女 物理学系（理科试验班） 贵州 理工 二等 647
171 201911940162 孙乾 男 物理学系（理科试验班） 辽宁 理工 二等 670
172 201911940167 高鹏 男 物理学系（理科试验班） 陕西 理工 一等 676
173 201911061106 张若彤 女 心理学部 福建 理工 二等 640
174 201911061108 于元龙 男 心理学部 广西 理工 一等 674
175 201911061109 李润泽 男 心理学部 河南 理工 二等 653
176 201911061110 柳笛 女 心理学部 河南 理工 二等 653
177 201911061114 魏铱楠 女 心理学部 河南 理工 一等 655
178 201911061120 周昱彤 女 心理学部 黑龙江 理工 二等 663
179 201911061133 杨舒萌 女 心理学部 山东 理工 二等 658
180 201911061137 欧阳运婷 女 心理学部 四川 理工 二等 685
181 201911061138 彭梦婷 女 心理学部 四川 理工 一等 687
182 201911061141 尹祥云 男 心理学部 四川 理工 二等 685
183 201911061148 周越 女 心理学部 云南 理工 二等 678
184 201911061162 王梓 女 心理学部 北京 理工 一等 670
185 201911061164 辛畅 男 心理学部 北京 理工 二等 669
186 201911061165 张思琪 女 心理学部 北京 理工 一等 670
187 201911061168 王雪婷 女 心理学部 河北 理工 二等 669
188 201911061179 王豪锐 男 心理学部 山西 理工 二等 635
189 201911061180 王艺蓉 女 心理学部 山西 理工 二等 635
190 201911061185 邓光禹 男 心理学部 广东 理工 二等 657
191 201911061193 索大川 男 心理学部 辽宁 理工 一等 673
192 201911061198 王新蕾 女 心理学部 甘肃 理工 一等 631
193 201911061199 黎雨珂 女 心理学部 湖北 理工 一等 657
194 201911061201 陆靖仪 男 心理学部 湖北 理工 二等 654
195 201911061208 叶芳菲 女 心理学部 新疆 理工 二等 633
196 201911021107 延琳 女 新闻传播学院 吉林 文史 二等 632
197 201911021132 金丽萍 女 新闻传播学院 贵州 文史 二等 658
198 201911021135 徐山泉 男 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文史 二等 642
199 201911950122 唐旭红 女 新闻传播学院（大类招生） 浙江 二等 673
200 201911260210 李佳营 女 政府管理学院 吉林 文史 二等 632
201 201911260247 杨颖 女 政府管理学院 贵州 文史 二等 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