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部、系） 省份 科类 等级 资格线

1 202011051030 张潇丹 女 地理科学学部 江苏 理科 二等奖 403
2 202011051045 刘冠阳 男 地理科学学部 天津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95
3 202011051048 高舒然 女 地理科学学部 天津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97
4 202011051057 章文洁 女 地理科学学部 西藏 理工 二等奖 647
5 202011040055 李瑜成 女 法学院 江西 文史 一等奖 626
6 202011040086 周若青 女 法学院 湖北 理工 一等奖 660
7 202011998078 刘晓倩 女 法学院（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8 202011998107 杨淑琴 女 法学院（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1
9 202011998152 杜鑫彤 女 法学院（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1
10 202011150049 关马悦 男 化学学院 青海 理工 二等奖 625
11 202011999008 蒋成铭 女 化学学院（励耘） 重庆 理工 一等奖 677
12 202011999019 齐大力 男 化学学院（励耘） 黑龙江 理工 二等奖 673
13 202011999081 邹承烨 男 化学学院（励耘） 江西 理工 二等奖 658
14 202011010069 严旭莹 女 教育学部 江苏 文科 二等奖 406
15 202011010070 冯少玉 男 教育学部 山西 文史 二等奖 620
16 202011010073 李晶 女 教育学部 山西 理工 一等奖 664
17 202011010080 阙辉兴 男 教育学部 江西 理工 一等奖 669
18 202011010096 宋芸婧 女 教育学部 贵州 文史 二等奖 655
19 202011010098 安宇临 男 教育学部 河北 理工 二等奖 683
20 202011010102 李静嘉 女 教育学部 辽宁 文史 二等奖 659
21 202011010104 李苗妙 女 教育学部 湖南 文史 一等奖 647
22 202011010123 万欣艺 女 教育学部 湖北 文史 一等奖 630
23 202011010125 夏梦雨 女 教育学部 湖北 理工 二等奖 658
24 202011010126 文晓冬 男 教育学部 湖北 理工 二等奖 658
25 202011998061 任宇琦 女 教育学部（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1
26 202011998109 姜雨林 女 教育学部（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1
27 202011998133 任成顺 男 教育学部（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28 202011030015 孙灵瞳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河南 理工 二等奖 681
29 202011030016 丁怡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河南 文史 一等奖 652
30 202011030065 柴艺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吉林 理工 二等奖 667
31 202011030116 杨晓彤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河北 文史 二等奖 654
32 202011030117 赵亚超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河北 理工 二等奖 683
33 202011030128 李清怡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综合改革 二等奖 565
34 202011030135 秦瑞仪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35 202011030146 韩涵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36 202011120008 郑玮 男 历史学院 黑龙江 文史 一等奖 642
37 202011120034 李欣悦 女 历史学院 四川 文史 一等奖 631
38 202011120050 赵剑浩 男 历史学院 广东 文史 二等奖 635
39 202011120053 陈玺越 女 历史学院 江苏 文科 一等奖 409
40 202011120060 敏霞 女 历史学院 青海 文史 二等奖 604
41 202011120071 黄普凡 男 历史学院 安徽 文史 二等奖 633
42 202011120072 韩尚坤 男 历史学院 甘肃 文史 二等奖 645
43 202011120101 王启轩 男 历史学院 吉林 文史 二等奖 629
44 202011050006 马丽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宁夏 文史 二等奖 650
45 202011050027 秦玉京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文史 一等奖 647
46 202011081064 张弘强 男 人工智能学院 辽宁 理工 二等奖 671
47 202011200056 彭佳眉 女 生命科学学院 湖南 理工 二等奖 664
48 202011200066 杨茱莉 女 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5
49 202011999005 杜艺婧 女 生命科学学院（励耘） 重庆 理工 二等奖 676
50 202011130014 李姚 男 数学科学学院 重庆 理工 二等奖 674
51 202011130020 郭美琦 女 数学科学学院 黑龙江 理工 一等奖 676
52 202011130038 张凯 男 数学科学学院 福建 理工 二等奖 666
53 202011130049 瞿铭蔚 男 数学科学学院 湖北 理工 一等奖 660
54 202011130058 任森 男 数学科学学院 四川 理工 一等奖 674
55 202011130072 吕思嘉 女 数学科学学院 新疆 理工 二等奖 634
56 202011130076 王书玥 女 数学科学学院 云南 理工 二等奖 681
57 202011130082 年俊桥 男 数学科学学院 吉林 理工 一等奖 671
58 202011130091 成铭 男 数学科学学院 江苏 理科 二等奖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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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02011130092 王达俐 女 数学科学学院 江苏 理科 二等奖 403
60 202011130094 史欣怡 女 数学科学学院 山西 理工 一等奖 664
61 202011130102 于胜蓝 女 数学科学学院 江西 理工 一等奖 669
62 202011130112 王兴龙 男 数学科学学院 甘肃 理工 二等奖 640
63 202011130114 陈旷 男 数学科学学院 贵州 理工 一等奖 663
64 202011130116 郑德祺 男 数学科学学院 河北 理工 二等奖 683
65 202011130121 杨础同 女 数学科学学院 辽宁 理工 二等奖 671
66 202011130124 曲康侨 女 数学科学学院 山东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67 202011130159 何琪 男 数学科学学院 新疆 理工 二等奖 634
68 202011999006 袁林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重庆 理工 二等奖 674
69 202011999011 柳婧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重庆 理工 二等奖 675
70 202011999014 徐梓桐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黑龙江 理工 二等奖 673
71 202011999015 张菁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黑龙江 理工 一等奖 676
72 202011999020 王婷慧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黑龙江 理工 二等奖 673
73 202011999021 王雨曦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河南 理工 一等奖 682
74 202011999022 陈怡同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河南 理工 二等奖 681
75 202011999035 黄日铮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福建 理工 一等奖 668
76 202011999045 张益锦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四川 理工 一等奖 674
77 202011999048 李恩宇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四川 理工 一等奖 674
78 202011999050 曾梦辰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四川 理工 一等奖 674
79 202011999053 郑衡锋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四川 理工 一等奖 674
80 202011999059 陈思烁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云南 理工 一等奖 682
81 202011999063 胡佳奇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吉林 理工 一等奖 671
82 202011999064 庄闳文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吉林 理工 二等奖 667
83 202011999066 李畅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吉林 理工 二等奖 667
84 202011999069 黄祉珞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广东 理工 二等奖 676
85 202011999072 方崟睿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山西 理工 一等奖 664
86 202011999073 任怡璇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山西 理工 一等奖 664
87 202011999074 张宁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内蒙古 理工 二等奖 656
88 202011999077 马舒君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内蒙古 理工 一等奖 662
89 202011999079 范瑞聪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江西 理工 二等奖 658
90 202011999080 罗钰欣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江西 理工 二等奖 658
91 202011999083 周易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安徽 理工 二等奖 673
92 202011999086 丁志伟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安徽 理工 一等奖 677
93 202011999089 屈丽荣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河北 理工 一等奖 685
94 202011999090 陈晴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河北 理工 一等奖 685
95 202011999093 代晨曦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辽宁 理工 一等奖 673
96 202011999096 刘心渝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湖南 理工 二等奖 664
97 202011999098 刘宇欣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湖南 理工 二等奖 664
98 202011999101 栾郡峰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北京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99 202011999107 张峰硕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北京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100 202011999108 钟冰妤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湖北 理工 一等奖 660
101 202011999109 邓杰 男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湖北 理工 二等奖 658
102 202011999114 何怡萱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陕西 理工 二等奖 676
103 202011999116 余乾懿 女 数学科学学院（励耘） 陕西 理工 一等奖 680
104 202011998018 项瑞琦 男 数学科学学院（大类招生） 浙江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7
105 202011998053 鲁骏腾 男 数学科学学院（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106 202011998089 巩靓涵 女 数学科学学院（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107 202011998106 朱翘楚 女 数学科学学院（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108 202011011044 贾天包 男 统计学院 河北 理工 二等奖 683
109 202011100011 刘竣戈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河南 理工 二等奖 681
110 202011100029 邹文斓 女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 文史 二等奖 628
111 202011100071 桂启凡 男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海南 综合改革 二等奖 786
112 202011080007 安丝丝 女 文学院 重庆 文史 二等奖 649
113 202011080011 李响 女 文学院 黑龙江 文史 二等奖 633
114 202011080023 吴钰 女 文学院 广西 文史 一等奖 633
115 202011080027 梁欣昕 女 文学院 广西 文史 二等奖 629
116 202011080028 林梦晴 女 文学院 福建 文史 一等奖 634
117 202011080029 黄婉瑜 女 文学院 福建 文史 一等奖 634



附件2: 2020年本科新生奖学金候选人名单

118 202011080030 黄心怡 女 文学院 福建 文史 一等奖 634
119 202011080050 张艺熙 女 文学院 云南 文史 二等奖 662
120 202011080060 杜峙月 女 文学院 吉林 文史 二等奖 629
121 202011080068 伏雅洁 女 文学院 江苏 文科 二等奖 406
122 202011080069 罗雨濛 女 文学院 山西 文史 一等奖 625
123 202011080092张兆文哲 男 文学院 安徽 文史 一等奖 634
124 202011080093 季兆冉 女 文学院 安徽 文史 二等奖 633
125 202011080098 吴弘亮 男 文学院 海南 综合改革 二等奖 786
126 202011080099 韩丽瑄 女 文学院 西藏 文史 二等奖 617
127 202011080106 吴诗语 女 文学院 贵州 文史 二等奖 655
128 202011080111 王楚婷 女 文学院 河北 文史 一等奖 657
129 202011080140 吴珺熙 女 文学院 湖北 文史 二等奖 629
130 202011080154 陈柯竹 男 文学院 新疆 文史 二等奖 616
131 202011140024 陈亭序 女 物理学系 广西 理工 二等奖 665
132 202011999052 吴贝安 男 物理学系（励耘） 四川 理工 一等奖 674
133 202011999054 兰鑫 女 物理学系（励耘） 四川 理工 一等奖 674
134 202011061002 邓虹宇 男 心理学部 重庆 理工 一等奖 677
135 202011061015 汤畅旸 女 心理学部 河南 理工 一等奖 682
136 202011061016 王培仲 男 心理学部 河南 理工 一等奖 682
137 202011061017 蒋亚洁 女 心理学部 河南 理工 二等奖 681
138 202011061027 余佳芸 女 心理学部 广西 理工 二等奖 665
139 202011061029 张琦 女 心理学部 广西 理工 一等奖 668
140 202011061030 杨以诺 男 心理学部 福建 理工 一等奖 668
141 202011061031 郑钰茗 女 心理学部 福建 理工 一等奖 668
142 202011061032 罗昊 男 心理学部 福建 理工 二等奖 666
143 202011061033 郭一鸥 男 心理学部 福建 理工 二等奖 666
144 202011061046 曾诚 女 心理学部 四川 理工 一等奖 674
145 202011061053 魏子轶 男 心理学部 云南 理工 二等奖 681
146 202011061063 陈东正 男 心理学部 广东 理工 一等奖 679
147 202011061064 张馨 女 心理学部 宁夏 理工 二等奖 622
148 202011061066 阙依琳 女 心理学部 江苏 理科 一等奖 405
149 202011061067 卢子昂 男 心理学部 江苏 理科 二等奖 403
150 202011061069 杨凤洁 女 心理学部 山西 理工 二等奖 662
151 202011061090 梁俊豪 男 心理学部 贵州 理工 一等奖 663
152 202011061091 刘星宇 女 心理学部 河北 理工 二等奖 683
153 202011061092 魏雪怡 女 心理学部 河北 理工 二等奖 683
154 202011061097 张欣然 女 心理学部 辽宁 理工 二等奖 671
155 202011061101 汤佳怡 女 心理学部 湖南 理工 一等奖 669
156 202011061107 李浩然 女 心理学部 北京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5
157 202011061108 高玥佳 女 心理学部 北京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5
158 202011061109 何菁淼 女 心理学部 北京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159 202011061115 袁越 男 心理学部 湖北 理工 二等奖 658
160 202011061121 梁雨彤 女 心理学部 新疆 理工 一等奖 639
161 202011998006 丁格一 女 心理学部（大类招生） 浙江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7
162 202011998027 王政翔 男 心理学部（大类招生） 浙江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6
163 202011998081 李雅雯 女 心理学部（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二等奖 670
164 202011998085 郑帅 男 心理学部（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1
165 202011998019 张雨涵 女 新闻传播学院（大类招生） 浙江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7
166 202011998054 秦岭 女 新闻传播学院（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1
167 202011998086 隋青君 女 新闻传播学院（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1
168 202011998154 于健平 男 新闻传播学院（大类招生） 山东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1
169 202011031003 韩析正 男 哲学学院 河南 文史 二等奖 648
170 202011999001 刘馨杨 女 哲学学院（励耘） 重庆 文史 二等奖 649
171 202011999013 彭中军 男 哲学学院（励耘） 重庆 文史 一等奖 655
172 202011999023 王浅一 男 哲学学院（励耘） 河南 文史 二等奖 648
173 202011999043 彭鑫懿 男 哲学学院（励耘） 四川 文史 一等奖 631
174 202011999046 廖语菲 女 哲学学院（励耘） 四川 文史 二等奖 628
175 202011999051 王紫玉 女 哲学学院（励耘） 四川 文史 二等奖 628
176 202011999060 黄宇辰 女 哲学学院（励耘） 云南 文史 一等奖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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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202011999065 付雨欣 女 哲学学院（励耘） 吉林 文史 一等奖 631
178 202011999067 吕英嫡 女 哲学学院（励耘） 吉林 文史 二等奖 629
179 202011999070 许博约 男 哲学学院（励耘） 山西 文史 二等奖 620
180 202011999071 刘菁伟 女 哲学学院（励耘） 山西 文史 二等奖 620
181 202011999075 郝兆嵘 女 哲学学院（励耘） 内蒙古 文史 二等奖 646
182 202011999076 王语桐 女 哲学学院（励耘） 内蒙古 文史 二等奖 646
183 202011999078 施子慧 女 哲学学院（励耘） 江西 文史 一等奖 626
184 202011999082 杨勋景 女 哲学学院（励耘） 江西 文史 一等奖 626
185 202011999095 李垚 女 哲学学院（励耘） 湖南 文史 一等奖 647
186 202011999097 蔡诗瑶 女 哲学学院（励耘） 湖南 文史 一等奖 647
187 202011999100 侯佳莹 女 哲学学院（励耘） 北京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5
188 202011999105 孙志宇 男 哲学学院（励耘） 北京 综合改革 一等奖 675
189 202011999113 赵家盛 男 哲学学院（励耘） 陕西 文史 二等奖 664
190 202011999115 崔天 女 哲学学院（励耘） 陕西 文史 二等奖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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