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姓名 系别 班级 奖项 姓名 系别 班级

何向平 机电系 16级机械本科班 陈磊祥 美术系 16级环境设计1班

黄奔 中文系 15级汉语言文学1班 葛广健 中文系 16级汉语言文学4班

张茂烨 经管系 17级经济学本科1班 杨雨佳 经管系 15级经济学1班

胡冰涛 数信系 16级信息与计算科学 尹豪欣 经管系 17级会计学2班

胡晓 教育系 16级学前教育7班 徐庆振 教育系 15级家政本科班

胡姣姣 音乐系 15级音乐表演本科1班 崔馨予 传媒系 16级广电编4班

孟宁宁 外语系 16级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班 赵仰杰 数信系 15级软件工程本科班

刘锦玉 美术系 16级视觉传达1班 单睿 机电系 17级工程造价本科班

齐大壮 化生系 15级生物工程本科 仲昭琛 机电系 17级机电一体化专科班

张宗艳 传媒系 15级广电编摄制2班 高占胜 音乐系 17级音乐表演本科2班

渠忠伟 机电系 15级机械本科2班 王政 机电系 16级工程造价本科班

刘安金 教育系 16级家政本科班 李祥辉 中文系 15级汉语言文学3班

翟雪君 中文系 15级汉语言文学本科1班 吴晓芳 经管系 16级经济学1班

王兴勇 化生系 15级应用化学班 刘家岩 数信系 15级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马骁骏 化生系16级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班 曹淑玉 教育系 16级学前教育2班

强电纳 经管系 2015级会计学2班 闫光奥 音乐系 15级音乐表演本科3班

龚庆乐 音乐系 17级音乐表演本科3班 邹丹丹 外语系 15级商务英语本科班

俞雷明 音乐系 15级会计学2班 李一政 化生系 15级食品质量与安全班

唐敬坤 美术系 15级环境设计2班 孙妍 美术系 15级环境设计3班

王增明 数信系 16级软件工程 葛清傲 传媒系 15级广电编1班

曹榕升 机电系 15级机械本科2班 纪晓琦 机电系 15级机械本科2班

翟雪君 中文系 15级汉语言文学本科1班 冯岳腾 中文系 16级本科1班

苗义锌 经管系 2017级会计电算化1班 胡远航 经管系 15级经济学1班

李浩 数信系 16级电子科学与技术 郭东燕 外语系 16级英语本科班

王星宇 传媒系 17广电2班 孟紫仪 化生系 16级食品质量与安全

张佳 外语系2016级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班 王文宇 传媒系 15广电摄制1班

戴鹏飞 音乐系 16级本科3班 刘家岩 数信系 15级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兴哲 美术系 16级环境设计1班 林辰 教育系 16级学前教育4班

刘睿林 教育系 16级家政本 李梦娇 音乐系 16级本科三班

孙雪璐 化生系 2016级应用化学班 李腾 美术系 15级环境设计3班

刘寒晴 教育系 16级学前教育1班 刘春栋 机电系 16级工程造价本科班

姜红利 中文系 17级汉语专科1班 王雪静 中文系 15级汉语言文学3班

魏洪宇 经管系 17级会计电算化2班 孙颖超 经管系 15级经济学1班

杨森 教育系 16级学前教育7班 翟鹏 数信系 15级电子信息工程

曹文书 外语系 16级英语本科班 张忠国 音乐系 16级音乐表演本科3班

严嘉伟 美术系 16级视觉传达2班 宋若旋 化生系 16级生物工程班

王超 机电系 17级机械本科2班 李宁 化生系 15级食品质量与安全班

李佳馨 音乐系 17级音乐表演本科1班 于明港 传媒系 15级广电编摄制2班

孙绪杨 化生系 16级生物工程本科班 林枭 美术系 15级三维动画班

吕彦超 传媒系 15级广电编摄制1班 刘良辉 外语系 15级商务英语本科班

李宝田 机电系 16级工程造价本科班 常春 外语系 15级英语本科班

师乐乐 中文系 16级汉语言文学本科1班 苗昊森 美术系 15级环境设计2班

许旺泉 经管系 16级经济学1班 李艳秋 中文系 15级汉语言文学3班

唐月辉 数信系16级数学与应用数学本科班 李明洋 传媒系 15级广电编2班

黄钰 教育系 16级学前教育7班 邱倩文 传媒系 15级安全工程本科班

王增明 数信系 16级软件工程 张炎坤 机电系 15级机械本科2班

张衷帅 数信系 15级电子信息工程

张瑞鸣 机电系 15级机械本科2班

       经各系推荐，征求相关人员意见，学生处审核，拟确定以上同学为单项奖获得者，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三
天，若有异议，请于2018年11月1日下午5：00前向学生处反映，电话8520183、8520199。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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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优秀十佳

专业技能十佳

竞赛十佳

文艺活动十佳

劳动创造十佳

体育健将十佳

学生干部十佳

校园文明十佳

社会实践十佳

劳动创造十佳

科研发明十佳 科研发明十佳
李庆阳 影传系 16级广电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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