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花斑斓”成长计划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培养提升培训课程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南京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将培

养青年学生全面发展作为资助育人的工作目标，本学期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将面向 2018、2017、2016、2015 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能力

培养提升的系列培训课程。 

具体课程安排如下（参加培训课程学生名单见附件）： 

 

1. 基本礼仪及职场礼仪 

开课时间： 10 月 27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课程内容： （1） 日常待人接物、仪表仪态、用餐礼仪 

（2） 职场礼仪形体基本要求 

主讲老师 南京师范大学地科院旅游系副教授、江苏省礼仪培

训师 万露 

开课人数 42 人(录取名单见附件) 

地  点 仙Ⅰ-111（授课） 

仙Ⅰ-112（练习） 

签到联系人 李梦莹   15605198011 

 

2. 绽放生命，遇见最真最美的自己——自信心与人际沟通训练团体

心理辅导 



开课时间： 11 月 4 日、11 月 11 日、11 月 18 日、11 月 25 日： 

上午 9:00-11:30 

课程内容： 自我认知促进、自信心提升、人际沟通相关技巧学

习 

主讲老师 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 高玮洁 

开课人数 32 人(录取名单见附件) 

地  点 仙Ⅰ-111 

签到联系人 郭峰  18852005580 

 

3. 英语口语 

开课时间： 10 月 27 日、10 月 28 日、11 月 3 日、11 月 4 日、

11 月 10 日、11 月 11 日： 

上午 9:00-11:30 

课程内容： （1） 日常英语对话 

（2） 英语自我介绍 

（3） 英语表达与描述能力提升 

（4） 雅思口语 

主讲老师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诗苑、刘钰 

开课人数 2 个班共 60 人(录取名单见附件) 

地  点： 英语口语（一）：仙Ⅱ-101 

英语口语（二）：仙Ⅱ-102 

签到联系人 一班：高政    18851831226 



二班：梁孟杰  18851825312 

 

4. 书法 

开课时间： 10 月 20 日、10 月 27 日、11 月 3 日、11 月 10 日、

11 月 18 日、11 月 25 日、12 月 1 日： 

下午 14:00-16:00 

课程内容： （1） 基本运笔方法 

（2） 笔法技巧 

（3） 临摹方法 

主讲老师：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曹世鋆 

开课人数： 30 人(录取名单见附件) 

地  点 仙Ⅱ-104 

签到联系人 汪佳林  18852003678 

 

 

5. 缤纷世界，七彩人生——色彩课程 

开课时间： 10 月 27 日、10 月 28 日、11 月 3 日、11 月 4 日、

11 月 10 日、11 月 11 日： 

下午 14:00-17:00 

课程内容： （1） 水粉静物 

（2） 风景绘画 

主讲老师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李高杰 



开课人数 33 人(录取名单见附件) 

地  点 仙Ⅱ-124 

签到联系人 关罗兰  15651678356 

 

6. 燃烧你的卡路里——形体和舞蹈入门 

开课时间： 10 月 21 日、10 月 28 日、11 月 4 日、11 月 11 日、

11 月 18 日、11 月 25 日、12 月 2 日： 

下午 14:00-16:30 

课程内容： （1） 形体和基本功训练 

（2） 舞蹈组合 

（3） 舞蹈编排 

主讲老师 南京大学医学院 丁宇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欣 

开课人数 28 人(录取名单见附件) 

地  点 方肇周体育馆健美操馆 

签到联系人 刘斌  15651990189 

 

7. 手机、数码摄影零基础 

开课时间： 10 月 21 日、10 月 28 日、11 月 4 日、11 月 11 日、

11 月 18 日、11 月 25 日、12 月 2 日： 

下午 14:00-15:30 

课程内容： 手机、数码摄影的特点、注意事项、拍摄技巧和综



合摄影基础 

主讲老师 中华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副教授 张洁 

开课人数 61 人(录取名单见附件) 

地  点 仙Ⅱ-103 

签到联系人 何泊谋  18852083631 

 

8. 从零起步玩电脑——计算机基础入门实践 

开课时间： 10 月 21 日、10 月 28 日、11 月 4 日、11 月 11 日、

11 月 18 日、11 月 25 日： 

下午 17:30-19:30 

课程内容： （1） 计算机基础操作 

（2） office 工具 

（3） 网络应用 

主讲老师 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 郭亚敏 

开课人数 102 人(录取名单见附件) 

地  点 基础实验楼乙区 110 机房 

签到联系人 赵彦秋  17551077909 

 

9. PS 及 PR 简单应用 

开课时间： 10 月 27 日、10 月 28 日、11 月 3 日、11 月 4 日、

11 月 24 日、11 月 25 日： 

下午 14:00-16:00 



课程内容： （1） PS 设计与摄影入门 

（2） PR 视频制作入门 

主讲老师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王昱 

开课人数 42 人(录取名单见附件) 

地  点 基础实验楼乙区 110 机房 

签到联系人 张英鸿  18921228227 

 
       

  



2018 秋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培养提升培训录取名单 

（各班级前 1 或 2 位标红者为该班课代表） 

 

一、基本礼仪及职场礼仪课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李梦莹 商学院 171098056 礼仪班 

2 孙一婧 外国语言文学类 181108087 礼仪班 

3 梁婷 工科试验班 181870112 礼仪班 

4 杨超 工科试验班 181870243 礼仪班 

5 杨兰 物理学院 151120150 礼仪班 

6 张宇宇 软件学院 171870002 礼仪班 

7 古丽巴尔什 医学院 181234005 礼仪班 

8 汪良川 软件学院 171250664 礼仪班 

9 柴丹妮 商学院 161099008 礼仪班 

10 江平 医学院 171230018 礼仪班 

11 阿提古丽 医学院 181234002 礼仪班 

12 程紫嫣 法学院 161050012 礼仪班 

13 西帕古力·艾力

亚尔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264 礼仪班 

14 郑善姬 海外教育学院 171810116 礼仪班 

15 王新乐 数理科学类 181840236 礼仪班 

16 刘思洋 医学院 161230016 礼仪班 

17 王文斌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61210027 礼仪班 

18 许涛 软件学院 171250579 礼仪班 

19 凌沛顺 软件学院 181250085 礼仪班 

20 张博 人工智能学院 181220066 礼仪班 

21 李昭杰 理科试验班（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106 礼仪班 

22 唐悦豪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61180121 礼仪班 

23 万奇峰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71830503 礼仪班 

24 张珩冰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239 礼仪班 

25 程嘉欣 商学院 151099021 礼仪班 

26 方可 海外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 171810115 礼仪班 

27 贺青松 商学院 181098095 礼仪班 

28 尤润中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327 礼仪班 

29 李之良 商学院 181098156 礼仪班 

30 欧阳婷婷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201 礼仪班 

31 徐鉴达 经济管理实验班 181098305 礼仪班 

32 朱天天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381 礼仪班 

33 王晔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276 礼仪班 

34 钱康 经济管理学院 181098206 礼仪班 

35 何乐 工科试验班 181870066 礼仪班 



36 上官方建 信息管理学院 161070058 礼仪班 

37 罗孝松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71870686 礼仪班 

38 马笠钧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71180520 礼仪班 

39 刘星月 政府管理学院 171820163 礼仪班 

40 邹欣原 电子科学与工程 171180018 礼仪班 

41 尹力浩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71870652 礼仪班 

42 赵晶婵 软件学院 181250191 礼仪班 

 

 

二、心理课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郭峰 医学院 171180573 心理班 

2 徐璞 商学院 161090148 心理班 

3 宗宁宁 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 171230003 心理班 

4 赖宝光 软件学院 171250524 心理班 

5 杨子寒 软件学院 171850507 心理班 

6 何瑶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074 心理班 

7 李倩楠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116 心理班 

8 石潇丽 计算机系 181860079 心理班 

9 古扎丽努尔·塔

依尔江 

人文艺术传播类 181810059 心理班 

10 巴音花 数理科学类 181840002 心理班 

11 鲁雪雯 人文科学实验班 181810141 心理班 

12 邓印举 软件学院 171250629 心理班 

13 尼玛德吉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174 心理班 

14 郭月 人文科学实验班 181810062 心理班 

15 童思镱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229 心理班 

16 海日 人文 181810006 心理班 

17 路瑶 外国语言文学类 181108068 心理班 

18 苏比努尔·阿不

力孜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163 心理班 

19 李可 工科试验班 181870101 心理班 

20 王德茂 工科试验班 181870200 心理班 

21 胡健航 医学院 181232017 心理班 

22 张志敏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248 心理班 

23 霍卓健 软件学院 181250054 心理班 

24 王晓林 物理学院 171840569 心理班 

25 黄雪雯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093 心理班 

26 谭诗绮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238 心理班 

27 冯茂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71860675 心理班 

28 洪纯玉 商学院 181098097 心理班 

29 谢童琳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268 心理班 



30 廖锦峰 地球系统科学与环境理科实验班 171098006 心理班 

31 洛桑扎西 商院 181098185 心理班 

32 黎志红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71870607 心理班 

 

 

三、英语口语（一）班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高政 医学院 161232011 英语口语（一） 

2 刘湘菲 工科试验班 181870133 英语口语（一） 

3 邹榆红 工科试验班 181870302 英语口语（一） 

4 齐美格 •克再

江 

社会科学实验班 181820186 英语口语（一） 

5 庞振涛 工科试验班 181870164 英语口语（一） 

6 向旭晨 商学院 161090145 英语口语（一） 

7 蔺江文 工科试验班 181870120 英语口语（一） 

8 吾丽盘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181850179 英语口语（一） 

9 郭蓉洁 医学院 151232015 英语口语（一） 

10 盛世纪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206 英语口语（一） 

11 秦梦娇 经济管理实验班 181098212 英语口语（一） 

12 李明阳 理科实验班(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098 英语口语（一） 

13 汪琦 软件工程 171250021 英语口语（一） 

14 刘丹 计算机类 181860054 英语口语（一） 

15 努吉别克 •沙

布尔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81860067 英语口语（一） 

16 李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81860047 英语口语（一） 

17 贺嘉瑞 工科试验班 181870070 英语口语（一） 

18 葛春秀 政府管理学院 161060010 英语口语（一） 

19 李洋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61190052 英语口语（一） 

20 李嘉懿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71830517 英语口语（一） 

21 张蔷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226 英语口语（一） 

22 龙文极 数理科学类 181840153 英语口语（一） 

23 张子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81850236 英语口语（一） 

24 王越 数理科学类 181840244 英语口语（一） 

25 王振宁 数理科学类 181840245 英语口语（一） 

26 艾力亚提 •艾

尔肯 

地球科学系统与环境实验班 181830004 英语口语（一） 

27 谭宇奥 政府管理学院 161060053 英语口语（一） 

28 李赛熙 化学与生命科学 181850072 英语口语（一） 

29 杨路瑶 理科实验班(数理科学类) 181840289 英语口语（一） 

30 马轩 物理学院 171840752 英语口语（一） 

 

 



四、英语口语（二）班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梁孟杰 医学院 161232021 英语口语（二） 

2 杨旭 数学系 171840621 英语口语（二） 

3 陈靖维 人文艺术传播类 181810014 英语口语（二） 

4 刘雅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81860058 英语口语（二） 

5 地力夏提·木

哈塔尔 

地球系统科学与资源环境实验班 181830041 英语口语（二） 

6 罗玉其 人文科学试验班 181810145 英语口语（二） 

7 陈梦豪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022 英语口语（二） 

8 段晓文 软件工程 181250029 英语口语（二） 

9 杨萌 人文科学试验班 181810230 英语口语（二） 

10 冯启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81860018 英语口语（二） 

11 严紫荆 商院 161099156 英语口语（二） 

12 魏宇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81860108 英语口语（二） 

13 李瑞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方向) 181220029 英语口语（二） 

14 赵展浩 理科试验班类(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253 英语口语（二） 

15 朱琳箫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262 英语口语（二） 

16 江辉 软件学院 171250506 英语口语（二） 

17 刘丁午 大气科学学院 181830111 英语口语（二） 

18 焦哈尔·陶澜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101 英语口语（二） 

19 徐嘉欣 地球系统科学与环境试验班 181840272 英语口语（二） 

20 温丽婷 人文艺术传播类 181810205 英语口语（二） 

21 董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81860015 英语口语（二） 

22 张涵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304 英语口语（二） 

23 王有超 化学与生命科学大类 181850174 英语口语（二） 

24 庄紫燕 商学院 181098385 英语口语（二） 

25 侯锐 软件学院 181250045 英语口语（二） 

26 王嘉伟 软件学院 181250135 英语口语（二） 

27 成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61180019 英语口语（二） 

28 王世玉 商院 181098272 英语口语（二） 

29 周雪琴 商院 181098374 英语口语（二） 

30 耳诗莹 文学院 171810067 英语口语（二） 

 

 

 

五、书法课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汪佳林 商院 171098650 书法班 

2 彭韵筑 历史学院 171810108 书法班 

3 李好雨 大气科学学院 171840656 书法班 



4 张语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860140 书法班 

5 吴邦春 政府管理学院 171820171 书法班 

6 盛开金 人文科学实验班 181810167 书法班 

7 王晓莹 医学院 161230022 书法班 

8 吕鑫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71840566 书法班 

9 朱盛盛 软件学院 181250213 书法班 

10 范家豪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035 书法班 

11 云永发 商学院管理学院 171098504 书法班 

12 孙旭阳 历史学院 171810038 书法班 

13 袁满 人文科学实验班 181810252 书法班 

14 潘慧君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147 书法班 

15 丁子仪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038 书法班 

16 彭玖琅 地球系统科学与环境实验班 181830150 书法班 

17 覃寒梅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81108090 书法班 

18 付敏 政府管理学院 151060018 书法班 

19 邓玥林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034 书法班 

20 丁增顿珠 商学院 181098051 书法班 

21 王恩瑞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262 书法班 

22 李世旭 商学院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137 书法班 

23 陈兆丰 商学院/经济管理实验班 181098038 书法班 

24 张苹 人文科学试验班 181810261 书法班 

25 许丽梅 社会学院心理学系 171820202 书法班 

26 覃周亚 信息管理学院 171820170 书法班 

27 潘雨婷 数学系 161110063 书法班 

28 郭庆 信息管理学院 151070017 书法班 

29 袁延林 商学院 161099171 书法班 

30 仇佳星 匡亚明学院 161240008 书法班 

31 廖兰宇 软件学院 181250082 书法班 

 

 

六、绘画课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关罗兰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064 绘画班 

2 邱镝潓 商学院 161090103 绘画班 

3 羊婧琳 信息管理学院 171820124 绘画班 

4 雷媛 软件学院 171250001 绘画班 

5 陈安琪 软件学院 171250009 绘画班 

6 黄炳元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71830525 绘画班 

7 夏想 政府管理学院 151060070 绘画班 

8 胡芯旖 城乡规划 171870086 绘画班 

9 白玛群措 医学院 181234003 绘画班 

10 姚奕帆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71870087 绘画班 



11 邓智心 文学院 171810169 绘画班 

12 艾力西尔 医学院 171232509 绘画班 

13 黄晓亮 商学院 171098151 绘画班 

14 温且姆 ·阿

卜杜克热木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171870059 

绘画班 

15 杨亚敏 外国语学院 151104020 绘画班 

16 胡良河 理科试验班（数理科学类） 181840086 绘画班 

17 薛云龙 工科实验班 181870241 绘画班 

18 刘紫娟 政府管理学院 161060034 绘画班 

19 林娜 新闻传播学院 161080027 绘画班 

20 陈子豪 工科试验班大类 181870029 绘画班 

21 陈沛林 医学院八年制 181230001 绘画班 

22 杨清越 数学系 171840031 绘画班 

23 陈金金 生命科学学院 151140005 绘画班 

24 袁凯威 化学与生命科学大类 181850220 绘画班 

25 龚思思 数理科学类 181840073 绘画班 

26 何银铃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070 绘画班 

27 肖富予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189 绘画班 

28 胡醒木子 地理与海洋学院 161200020 绘画班 

29 邵昆朋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219 绘画班 

30 金灿 经济管理实验班 181098117 绘画班 

31 唐菲 商学院 181098239 绘画班 

32 王佳敏 经济管理实验班 181098267 绘画班 

33 茅雯萱 化学与生命科学 181850121 绘画班 

 

 

七、舞蹈课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刘斌 环境学院 161200030 舞蹈班 

2 潘与念 工科试验班 181870163 舞蹈班 

3 刘文静 商学院工商管理类 171098172 舞蹈班 

4 曹梦璠 商学院 161090007 舞蹈班 

5 王湄轩 经济管理实验班 181098271 舞蹈班 

6 马元春 医学院 171230001 舞蹈班 

7 辛贝宁 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 151099152 舞蹈班 

8 李慧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069 舞蹈班 

9 张贺喜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71830053 舞蹈班 

10 宝宝乃·吐尔

逊别克 

医学院 181232002 舞蹈班 

11 连秋红 社会学院 171820048 舞蹈班 

12 苟馨予 海外教育学院 161280004 舞蹈班 

13 石子菊 化学与生命科学 181850138 舞蹈班 



14 朱荣庆 哲学系 171810560 舞蹈班 

15 郭梦寒 外国语言文学类 181108028 舞蹈班 

16 张紫宣 工科试验班 181870278 舞蹈班 

17 刘艺璇 人文科学试验班（人文艺术传播类） 181810131 舞蹈班 

18 刘欢 人文科学试验班 181810123 舞蹈班 

19 刘澍 地球系统科学与环境实验班 181830119 舞蹈班 

20 陆梦圆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156 舞蹈班 

21 陈业玲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023 舞蹈班 

22 赵华石 工程管理学院 171870566 舞蹈班 

23 明萌 经济管理实验班 181098199 舞蹈班 

24 张雅莉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352 舞蹈班 

25 贡桑曲珍 商学院 171098004 舞蹈班 

26 李方 经济管理实验班 181098124 舞蹈班 

27 刘多多 文学院 151010025 舞蹈班 

28 张文静 外国语言文学类 181108159 舞蹈班 

 

 

八、手机、数码摄影课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何泊谋 软件学院 171250634 手机、数码摄影 

2 王憨东 工科试验班 181870201 手机、数码摄影 

3 薛景文 软件学院 171250675 手机、数码摄影 

4 殷榕 医学院 171232006 手机、数码摄影 

5 陈培鸿 软件学院 171250610 手机、数码摄影 

6 王益鹏 软件学院 171250529 手机、数码摄影 

7 冯文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01060019 手机、数码摄影 

8 方自雍 环境学院 161158014 手机、数码摄影 

9 何文慧 政府管理学院 161060018 手机、数码摄影 

10 张静 环境学院 151200082 手机、数码摄影 

11 方鑫 政府管理学院 171820582 手机、数码摄影 

12 李昊天 软件工程 181250071 手机、数码摄影 

13 周旭 经济学院 171098579 手机、数码摄影 

14 程璟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61190013 手机、数码摄影 

15 叶尔潘 ·托

合提亚尔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81180163 手机、数码摄影 

16 木尼热 社会科学实验班 181820173 手机、数码摄影 

17 居来提 工科试验班 181870086 手机、数码摄影 

18 扎桑拉姆 商学院 161099172 手机、数码摄影 

19 施青雨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51160044 手机、数码摄影 

20 艾 仔 海

尔 ·艾尼瓦

尔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181850001 手机、数码摄影 



21 苏祥玉 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151104014 手机、数码摄影 

22 高天亮 数理科学类 181840065 手机、数码摄影 

23 张琳 环境学院 151200083 手机、数码摄影 

24 卡 木 夏

提·加尔肯 

社会学院 171820043 手机、数码摄影 

25 蒋博放 外国语学院 181108038 手机、数码摄影 

26 李晓萬 化学与生命科学大类 181850076 手机、数码摄影 

27 晋美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181850064 手机、数码摄影 

28 陈万驰 理科实验班（数理科学类） 181840033 手机、数码摄影 

29 高梓航 数理科学类 181840068 手机、数码摄影 

30 行荣达 数理科学类 181840076 手机、数码摄影 

31 张磊 数理试验班(数理科学类) 181840313 手机、数码摄影 

32 王宁静 人文科学实验班 181810187 手机、数码摄影 

33 黄家丽 人文艺术传播类 181810074 手机、数码摄影 

34 肖慧宁 外国语学院 171108111 手机、数码摄影 

35 陈晓敏 数理科学类 181840035 手机、数码摄影 

36 丁静 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 171108019 手机、数码摄影 

37 夏益华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61190101 手机、数码摄影 

38 阿旺旦增 地球科学与环境资源 181830002 手机、数码摄影 

39 陶正祺 理科实验班（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

类） 

181830169 手机、数码摄影 

40 买天阳 工科试验班 181870148 手机、数码摄影 

41 罗淇 地球科学与自然环境类 181830132 手机、数码摄影 

42 顾嘉琪 地球系统科学与环境实验班 181830057 手机、数码摄影 

43 杜鹏虎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61190020 手机、数码摄影 

44 范振华 化学化工学院 161130016 手机、数码摄影 

45 陈咏萱 化学化工学院 161130007 手机、数码摄影 

46 高品乐 文学院 161010016 手机、数码摄影 

47 秦文栋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153 手机、数码摄影 

48 马小方 软件工程学院 161250088 手机、数码摄影 

49 张旭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351 手机、数码摄影 

50 温智玉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287 手机、数码摄影 

51 石尚兵 工科试验班 181870179 手机、数码摄影 

52 王旭东 匡亚明学院 181240058 手机、数码摄影 

53 郭磊 地理科学与环境资源 181830061 手机、数码摄影 

54 许家春 文学院 161010066 手机、数码摄影 

55 范少敏 信息管理学院 161070018 手机、数码摄影 

56 普珍 信息管理学院 161070053 手机、数码摄影 

57 陆佳英 信息管理学院 161070044 手机、数码摄影 

58 卿明凯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71870658 手机、数码摄影 

59 陈紫瑄 传媒实验班 181820024 手机、数码摄影 

60 徐福洋 经济管理试验班 171098586 手机、数码摄影 

61 古志武 物理学院 171840511 手机、数码摄影 



 

九、计算机基础课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赵彦秋 法学院 171820096 计算机基础 

2 杨言 物理学院 171830597 计算机基础 

3 续璞 社会科学大类 181820277 计算机基础 

4 郑瀚琦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320 计算机基础 

5 姜熙 物理学院 171840623 计算机基础 

6 刘嘉诚 工科试验班 181870125 计算机基础 

7 靳强龙 政府管理学院 171820575 计算机基础 

8 张睿 理科试验班数理科学类 181840319 计算机基础 

9 玉琼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299 计算机基础 

10 左荣英 商学院管理学院 171098140 计算机基础 

11 许诺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181850203 计算机基础 

12 梁嘉慧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71830071 计算机基础 

13 许月洋 软件学院 171250571 计算机基础 

14 李志强 新闻传播学院 171810531 计算机基础 

15 陈久毅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71830520 计算机基础 

16 米玛 医学院 181234010 计算机基础 

17 姜玉骅 工科试验班 181870080 计算机基础 

18 马波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112 计算机基础 

19 牛嘉晖 医学院 181232027 计算机基础 

20 程琳翔 理科试验班（大气科学与资源环境

类） 

181830027 计算机基础 

21 王吉芳 医学院 171232015 计算机基础 

22 宋媛媛 信息管理学院 171860002 计算机基础 

23 支大双 医学院 171180576 计算机基础 

24 曲央卓嘎 政府管理学院 161060044 计算机基础 

25 陈璐 医学院 181232006 计算机基础 

26 李益胜 地理科学与资源环境大类 181830103 计算机基础 

27 沈映烨 医学院 181232032 计算机基础 

28 彭健 医学院 181232030 计算机基础 

29 朱鲁都孜 法学院 171820091 计算机基础 

30 秦江兰 工科试验班 181870168 计算机基础 

31 江萨亚·赛

力克江 

商学院 181098115 计算机基础 

32 艾 孜 买

提·米尔亥

力木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71830530 计算机基础 

33 刘欢 政府管理学院 171820536 计算机基础 

34 毛菊旦·阿

不都肉甫 

人文科学实验班 181810150 计算机基础 



35 艾尼宛尔 计科 151220001 计算机基础 

36 乔嫣萍 外国语学院 151100024 计算机基础 

37 努 热 曼 古

丽·艾尼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125 计算机基础 

38 华文吉 物理学院 181840089 计算机基础 

39 白鹏鹏 数理科学大类 181840003 计算机基础 

40 杨阳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285 计算机基础 

41 王艳秋 外国语学院 151102006 计算机基础 

42 王秋 理科试验班（数理科学类） 181840227 计算机基础 

43 赵鹏科 化学与生命科学 181850238 计算机基础 

44 李兵 工科试验班 181870094 计算机基础 

45 高鸿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039 计算机基础 

46 王海月 环境学院 151200058 计算机基础 

47 江鹏 化学与生命科学大类 181850059 计算机基础 

48 张立 理科实验班（数理科学类） 181840314 计算机基础 

49 郑红云 物理学院 171840095 计算机基础 

50 李正非 理科实验班（数理科学类） 181840132 计算机基础 

51 舒秀丽 医学院 181232034 计算机基础 

52 陈锦清 外国语学院 181108007 计算机基础 

53 艾 科 拜

尓·麦麦提 

地球科学与环境资源类 181830003 计算机基础 

54 万洋 政府管理学院 171820519 计算机基础 

55 黄丽 医学院 181232018 计算机基础 

56 贾行元 软件学院 181250056 计算机基础 

57 樊献伟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034 计算机基础 

58 塔吉古丽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148 计算机基础 

59 张成万 工科试验班 181870257 计算机基础 

60 陈芳 外国语学院 181108006 计算机基础 

61 王燚 化学与生命科学 181850173 计算机基础 

62 袁易锋 软件学院 181250179 计算机基础 

63 饶莎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197 计算机基础 

64 郭华宇 数学系 171840588 计算机基础 

65 庄冰清 工科试验班 181870300 计算机基础 

66 赫依提罕 社会科学实验班 181820075 计算机基础 

67 欧炜城 工科试验班 181870158 计算机基础 

68 邓小慧 理科试验班数理科学类 181840049 计算机基础 

69 陈轶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860012 计算机基础 

70 蒲玉玲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71830033 计算机基础 

71 杨龙霞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61190116 计算机基础 

72 罗旖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159 计算机基础 

73 阿 依 古

丽·麦木提

敏 

数理科学类 181840001 计算机基础 



74 杨连应 人文科学试验班 181810228 计算机基础 

75 赵欣 医学院 181232048 计算机基础 

76 李欣烨 理科实验班（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

类） 

181830102 计算机基础 

77 刘雨萌 地球系统科学与环境实验班 181830125 计算机基础 

78 杨海良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282 计算机基础 

79 熊涛 地球系统科学与环境实验班 181830202 计算机基础 

80 张博 软件工程 181250182 计算机基础 

81 孙文强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166 计算机基础 

82 汤力 数理科学类 181840209 计算机基础 

83 王可心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238 计算机基础 

84 潘江 软件学院 181250109 计算机基础 

85 罗惠峰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 181830131 计算机基础 

86 黄桂源 软件工程 181250050 计算机基础 

87 冯鑫泽 软件学院 181250031 计算机基础 

88 罗海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 181830130 计算机基础 

89 孟欣悦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170 计算机基础 

90 程方龙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81180013 计算机基础 

91 陈佳乐 社会科学实验班 181820010 计算机基础 

92 阿布都瓦热

斯吐尔逊 

地球科学与工程 181830001 计算机基础 

93 边巴扎西 地球科学与环境资源类 181830009 计算机基础 

94 庞如桓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202 计算机基础 

95 吴婉蓉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294 计算机基础 

96 穆萨江 电子信息类 181180088 计算机基础 

97 李沁 社会科学大类 181820126 计算机基础 

98 王宇茹 法学院 161030061 计算机基础 

99 陈华洋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71870571 计算机基础 

100 王祎思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71870031 计算机基础 

101 王硕 工程管理学院 171870620 计算机基础 

102 邹子龙 地理科学与环境资源 181830267 计算机基础 

 

 

十、PS 及 PR 课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大类 学号 班级 

1 张英鸿 商学院  161090188  PS 及 PR 

2 胡鑫韬 地球系统科学与环境理科实验班 181830075 PS 及 PR 

3 何婕君 信息管理学院 161070027 PS 及 PR 

4 闵岩 工科试验班 181870151 PS 及 PR 

5 解敏 信息管理学院 161070029 PS 及 PR 

6 刘凯 工科实验班 181870126 PS 及 PR 

7 赵云飞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81180202 PS 及 PR 



8 霍红莉 历史学院 171810051 PS 及 PR 

9 陈鹏 工科实验班 181870019 PS 及 PR 

10 张志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81870277 PS 及 PR 

11 满芳 化学与生命科学大类 181850119 PS 及 PR 

12 魏文洁 化学与生命科学 181850177 PS 及 PR 

13 符嗣仟 计算机系 181860021 PS 及 PR 

14 李茹玺 工商管理类 171098087 PS 及 PR 

15 孙英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51180118 PS 及 PR 

16 丁丁 人文科学实验班 181810034 PS 及 PR 

17 姚一凡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290 PS 及 PR 

18 唐文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61190072 PS 及 PR 

19 哈丽莎 政府管理学院 161060016 PS 及 PR 

20 丁聪贤 环境学院 151200013 PS 及 PR 

21 贾睿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 181830083 PS 及 PR 

22 李远东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71180531 PS 及 PR 

23 马丽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51160038 PS 及 PR 

24 马赞赞 社会科学试验班 181820163 PS 及 PR 

25 加措次仁 环境学院 151200024 PS 及 PR 

26 张伟伟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 181850228 PS 及 PR 

27 康冯艳 信息管理学院 161070030 PS 及 PR 

28 郭丽芳 人文科学实验班（人文艺术传播类） 181810060 PS 及 PR 

29 燕文昌 数理科学类 物理拔尖班 181840284 PS 及 PR 

30 钟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81860148 PS 及 PR 

31 常召召 商学院 181098015 PS 及 PR 

32 曾令骞 信息管理学院 161070003 PS 及 PR 

33 周丹丹 经济管理试验班 181098370 PS 及 PR 

34 杨磊 商学院 181098317 PS 及 PR 

35 林济武 工科试验班 181870115 PS 及 PR 

36 谢升宏 工科试验班 181870232 PS 及 PR 

37 张天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71860654 PS 及 PR 

38 吕伟 工程管理学院 171870519 PS 及 PR 

39 杨淑莹 法学院 171098045 PS 及 PR 

40 张虎林 物理学院 171840731 PS 及 PR 

41 王云 化学化工学院 161130093 PS 及 PR 

42 余航 环境学院 161158076 PS 及 P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