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推荐汇总表

学生类别：□博士研究生                      þ硕士研究生

序号 学院 学号 专业 姓名 等级 备注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49 科学技术哲学 戴雅玲 一等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50 科学技术哲学 李淑婉 二等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52 科学技术哲学 何婷婷 二等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53 科学技术哲学 江汪萍 三等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54 科学技术哲学 刘啊康 二等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55 科学技术哲学 周慧 三等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56 科学技术哲学 李晨 一等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57 科学技术哲学 张雪晴 三等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58 科学技术哲学 李洪正 三等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59 科学技术哲学 张静静 二等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60 科学技术哲学 高环 二等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61 马克思主义理论 赵梦瑶 二等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62 马克思主义理论 陈小萌 一等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63 马克思主义理论 汪月 二等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64 马克思主义理论 周闰年 二等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66 马克思主义理论 王祥祥 三等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67 马克思主义理论 李云霞 三等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68 马克思主义理论 王立娟 二等

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69 马克思主义理论 罗玥 二等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7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沈芳园 三等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71 马克思主义理论 郑欣彤 一等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72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吴倩倩 三等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73 马克思主义理论 贾小庆 二等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74 马克思主义理论 续天铭 一等

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75 马克思主义理论 沈琪 二等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76 马克思主义理论 胡一笑 三等

2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78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吴苇 三等

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79 马克思主义理论 朱余婷 二等

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80 马克思主义理论 李鹏博 二等

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81 马克思主义理论 汪志强 二等

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82 马克思主义理论 杨蓉蓉 三等

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83 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思琪 二等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84 马克思主义理论 胡颖 三等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86 马克思主义理论 邹明慧 三等

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89 马克思主义理论 许渺 二等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90 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蕊 三等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91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吴美玲 一等

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92 马克思主义理论 阚珊 一等

3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93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孙东东 二等

4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94 马克思主义理论 曹灿灿 三等

4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96 马克思主义理论 朱庆玲 一等

4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97 马克思主义理论 叶喃 三等

4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98 马克思主义理论 姜慧 一等

4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299 马克思主义理论 宋思情 二等

4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王春梅 三等

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1 马克思主义理论 侯佳静 一等

4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2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危秋涵 二等

4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3 马克思主义理论 苏梦醒 二等

4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4 马克思主义理论 李乔 一等

5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钱子叶 二等

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6 马克思主义理论 方龙珊 一等

5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7 马克思主义理论 俞春兰 二等

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8 马克思主义理论 张琼 一等

5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09 马克思主义理论 黄栋雯 二等

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10 马克思主义理论 谢宁静 三等

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11 马克思主义理论 杨昕 二等

5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12 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亚男 三等

5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13 马克思主义理论 郭雅 三等

5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111314 马克思主义理论 钱婧 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