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林业大学“牵手”奖学金拟获奖名单

姓  名 学号 专业
李桐 2015210015 材料化学
李凯 2015210279 木材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
姚怡 2015220094 产品设计

聂鄢子昱 2015220121 产品设计
易雪亭 2015220150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沈一博 2015220181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杨惠越 2015220213 林产化工
张冬玉 2015220422 轻化工程
王佳楠 2016210042 材料化学
冷浩林 2016210409 轻化工程
石凤娜 2016220150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刘梦钰 2016220214 林产化工
马永铭 2017210134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朱昊鑫 2017210166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戴慧超 2017210209 林产化工
吴天宇 2017210221 林产化工
夏宣原 2017210286 木材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
任静 2017220373 木材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
陈竟舟 2015214442 动物科学
王莹 2015224488 动物科学
王士政 2016214685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张豫宁 2016224677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王盛兰 2016224642 动物医学
刘海铃 2017224587 动物科学
吴晨薇 2017224653 动物医学
王晨秀 2015220577 工业工程
王卓鑫 2015220684 森林工程
李达晨 2015220744 物流工程
方新怡 2015220485 包装工程
赵泽芳 2016210672 森林工程
蒲思旭 2016210753 物流工程
孙淼 2016220829 物流工程
王鹏飞 2016210568 工业工程
李静 2016220486 包装工程
闫家政 2017210682 森林工程
易子钧 2017210655 森林工程
张晨 2017210606 工业工程
薛泽华 2017220844 物流工程
李浩 2017210498 包装工程
陈萧 201621103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金旭旸 201622095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张昊 2016210955 电子信息工程
陈培昕 2016221179 通信工程
宋苏航 2016210923 自动化
鲍小丽 2016220957 自动化
郝伟博 2015213528 电子信息工程
张鸿宇 20152110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赵勇 201521084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孙菁阳 2015221073 自动化
陈修宇 2016211300 机械类（机电）
迟春晓 2017221251 工业设计
李硕 2016211245 工业设计
李新宇 2016211452 机械类（机电）
邵长虹 2016211407 机械类（机电）
尚梦琪 2017221019 电气类
黄圆明 2017210933 电气类
陈宇扬 2017210976 电气类
何雨轩 2017211357 机械类（机电）
王法泉 2017211390 机械类（机电）
隋峻浩 2017211412 机械类（机电）
李燕虎 2017211118 电子信息类
赵霞 2015221242 工业设计
王博 2015211393 机械电子工程
王思安 2015211249 机械电子工程
王其顺 201521132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辉 2015211447 车辆工程
奉齐 2015211636 车辆工程
白家豪 2015211663 交通工程
姚丽 2015221677 交通运输
兰振东 2015211471 汽车服务工程
芦彦兵 2016211632 机械类（车辆）
赵靖 2016211525 机械类（车辆）
贺彦赟 2016211569 机械类（车辆）
艾雨豪 2016211716 交通运输类
徐明泽 2017211480 机械类(车辆)
林海涛 2017211527 机械类(车辆)
魏嵊峰 2017211665 交通运输类
公妍苏 2017221760 交通运输类
葛晓琳 2015222439 会计学
宋子晔 2015211898 市场营销
雷博 2015212239 经济统计学
詹天悦 2015224010 农林经济管理
张楚昕 2015222290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刘源 2015222001 公共事业管理
姜晗 2015221848 旅游管理
王泽石 2015212056 会计学
马韵欢 2015222005 工商管理
张翔 2016211910 工商管理
王新悦 2016222084 会计学
王萌萌 2016222083 会计学
赵美琳 2016222089 会计学
郑博文 2016222027 会计学
宿昕 2016223036 农林经济管理
刘志明 2016212279 经济统计学
钱可心 2016222231 国际经济与贸易
麦雅诗 2017221957 工商管理类
曲文静 2017222027 工商管理类
蓝钰舒 2017222019 工商管理类
冷晓晨 2017222087 工商管理类



杜明慧 2017222130 工商管理类
裴华 2017222180 工商管理类
朱祥宁 2017222277 经济学类
刘紫微 2017222334 经济学类
肖博 2015212308 化学工程与工艺
刘盛秋 2015222646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庆贺 2015212452 应用化学
薛琦 2015222516 数学与应用数学
张月菡 2015222466 化学
柴菁珊 2015222381 应用化学
李幼聪 2016222505 化学类
刘宇婷 2016222392 化学工程与工艺
李雪 2016222533 数学与应用数学
付立博 2016212584 物理学
张瑞瑜 2017212450 化学类
陈思良 2017212583 物理学
刘婧 2017222693 信息与计算科学
赵戈榕 2017222400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卢惠君 2015222851 林学类(成栋实验班)
殷爽 2015222823 林学
康福思 2015222916 森林保护
刘琦 2015222666 地理信息科学

彭方玥 2015222757 环境科学
周阳 2016222792 环境科学
唐若兰 2016222850 林学
马骁 2016212739 地理信息科学
李明晖 2016212893 林学类(成栋实验班)
何飞 2017212765 环境科学
毕泗富 2017212701 地理信息科学
张悦 2017222981 森林保护
李玫萱 2017223029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杨伶燕 2017222885 林学
王鹏洋 2016213060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王临孝 2016213188 生物科学
鄢胜镒 2016213160 生物技术
丁文翔 2017213113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刘治民 2017213185 生物科学
姚雨辰 2017223236 生物科学
吕旭冰 2017223104 生物技术
颜淑婧 2016223317 工程管理
殷海立 2016223282 城乡规划
程铭 2016223662 交通土建
黄新宇 2016213437 交通土建
张成 2016213660 土木工程
万志豪 2016213414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方馨 2015223375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玄甲强 2015213464 土木工程
王倩 2015223244 工程管理
贺易萌 2015223224 城乡规划
代明欣 2015213498 土木工程
孟子宜 2015223609 土木工程



张伊博 2014223160 城乡规划
魏大钦 2017213611 土木工程
秦智强 2017213578 土木工程
吴昊 2017213587 土木工程
冯子微 2017223358 工程管理
贾琦 2017223447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肖雪纯 2017223283 城乡规划
赵一梦 2015223738 英语
穆培垚 2015223669 日语
王鑫 2016223688 俄语
梁钰沅 2016223702 俄语
杨心宁 2016223805 英语
胡惟仪 2017223801 英语
沈斌清 2017213731 日语
周子钰 2015223836 法学
游雪妍 2015223813 法学
付少静 2015223977 法学
赵梦晗 2015223951 社会工作
周振宇 2016223874 法学
甘心 2016223971 广告学
张颢婷 2016224048 社会工作
田永健 2016214090 政治学与行政学
张书媛 2017223928 法学
黄千琢 2017214026 社会工作
付学铜 2017214086 政治学与政治学
汪涛 201521409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牟冠华 20152141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艾青 2015214301 软件工程
公孟秋 201522437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吴培煌 201521434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付俏俏 20162242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肖艳桐 20162142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焦志伟 201622419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方静 2016224409 软件工程
张永剑 2016214377 软件工程
荐子菡 201622443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刘沥文 2017224416 计算机类
张明伟 2017214256 计算机类
张澎 2017214215 计算机类
邓乐柳 2017224479 计算机类
罗冠 2017214224 计算机类
陈振 2017214233 计算机类
宫嘉伟 2015224629 风景园林
赵丹琳 2015224728 环境设计
王楠 2016224729 风景园林
彭傲芸 2016224819 环境设计
张碧媛 2016224875 园林
李若楠 2017224769 风景园林
张钰涔 2017224858 环境设计
徐之周 2017224911 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