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林业大学南航“十分”关爱励学金拟获奖名单

姓  名 学号 专业（培养方向）
吴颖芝 2015220124 产品设计
宋亚娜 2015220247 林产化工
周祺茗 2016210048 材料化学
赵志鹏 2016210071 产品设计
聂金秋 2016220179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刘厚当 2016210195 林产化工
张春霞 2016220250 林产化工
张立冰 2016210359 木材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
卢家祯 2016220308 木材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
郑城凤 2017220063 材料化学
魏江丽 2017220098 产品设计
王雪纯 2017220235 林产化工
马松 2017210218 林产化工
白文静 2017220345 木材科学与工程
王嘉栋 2016214684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史延豪 2016214527 动物科学
张炎 2016214566 动物科学
柴荣 2016224629 动物医学
王子豪 2017214545 动物科学

组穆热姑力·穆合塔尔 2017224724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秦昕 2017224717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文倩倩 2015220640 工业工程
武瑶 2015220797 物流工程
范淑鑫 2015220712 森林工程
覃懿琴 2015220486 包装工程
刘宇鹏 2016210501 包装工程
李娟 2016220613 工业工程
王梦迪 2016220862 物流工程
黄文慧 2016220822 物流工程
熊志乾 2017210681 森林工程
刘丽媛 2017220612 工业工程
牟宗瑶 2017220841 物流工程
赵秋月 2017220848 物流工程
杨松松 2017210507 包装工程
张可 201521130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栋 2015211351 机械电子工程
陈智睿 2015211189 工业设计
苏宝成 201521128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泽冰 201621110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龙小二 2016221155 电子信息工程
冯彦婕 2016220886 通信工程
黄香港 2016211084 通信工程
张子康 2016211205 自动化
任宇佳 201521096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吕承扬 201521056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丹 2015221072 通信工程
贾书琴 2015221023 自动化
赵博飞 2015211118 通信工程



尚钇均 2015212372 电子信息工程
李湘楠 2016221258 工业设计
王灿 2016211428 机械类（机电）
祖钰博 2016213448 机械类（机电）
杨海军 2017210949 电气类
张八斗 2017210966 电气类
李超 2017211295 机械类（机电）
宋亚宁 2017211387 机械类（机电）
张志奇 2017211114 电子信息类
孟令晶 2017221182 电子信息类
余海峰 2015211484 车辆工程
赵梓涵 2015221557 车辆工程
孙伯鑫 2015211669 交通工程
张飘 2015221641 交通运输
叶峻宏 2015211584 汽车服务工程
刘昌 2016211631 机械类（车辆）
温珍林 2016211552 机械类（车辆）
刘浩 2016211695 交通运输类
李金晶 2016221739 交通运输类
李玉英 2016221741 交通运输类
邢泽 2017211477 机械类（车辆）
苏小康 2017211501 机械类（车辆）
刘爽 2017211720 交通运输类
杨继瑞 2017221777 交通运输类
徐桂敏 2015221762 公共事业管理
李思梦 2015222260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刘文萍 2015221755 会计学
王春柳 2015221883 会计学
孙毅 2015222188 经济统计学
王泽先 2015222300 经济统计学
张珺超 2015212027 农林经济管理
钱啸天 2015211927 市场营销
马雪琴 2016222078 工商管理
王彩鸿 2016222297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洪义 2016221803 会计学
侯天缘 2016222008 会计学

艾则瓦吉古丽·阿卜力
克木

2016222127 会计学

赵雯琪 2016221808 经济统计学
姚佳 2016222200 旅游管理
李子轩 2016222137 市场营销
纪明阳 2016221976 市场营销
庞怡阳 2017221938 工商管理类
刘本录 2017211812 工商管理类
蒋雨芮 2017222041 工商管理类
周雨欢 2017222058 工商管理类
王蔷菲 2017222144 工商管理类
李硕 2017212219 经济学类
高宇宇 2017212238 经济学类
梁雨欣 2017222511 化学类
张茜 2017222684 信息与计算科学



付立行 2015222409 应用化学
肖昂 2015212550 物理学
王桂钰 2016222692 信息与计算科学
李振帅 2017212522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硕 2017222509 化学类
徐奥 2017212355 化学工程与工艺
陈帅 2016212369 化学工程与工艺
冯卓 2016222502 化学类
王宏光 2015212564 物理学
杨小蕊 2016222635 物理学
王冰清 2015222498 数学与应用数学
德虔卓玛 2015222979 食品科学与工程
梁瀚予 2015222860 林学类（成栋实验班）
房家茹 2016222871 林学
杨鸿钰 2016222820 环境科学
王泽慧 2016222946 森林保护
宋磊 2016222910 林学类（成栋实验班）
李佳蕊 2016222718 地理信息科学
郭晴 2016222994 食品科学与工程
秦玥 2017222915 林学类（成栋实验班）
高佳琪 2017222910 林学类（成栋实验班）
孙博 2017212896 林学类（成栋实验班）
李京航 2017222912 林学类（成栋实验班）
路娇娇 2016223069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卢芸笑 2016223103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程嘉惠 2016223096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杜函 2016223098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张晓丽 2017223238 生物科学
包伊娜 2017223094 生物技术
毛睿 2017223450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刘田宇 2017223276 城乡规划
耿禹坤 2017213592 土木工程
袁超 2017213557 土木工程
张可滢 2017223407 工程管理
王荣 2015223194 城乡规划
陈瑞 2015223378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马瑛歌 2015223477 土木工程
赵启睿 2015213565 土木工程
伍泽清 2015223315 工程管理
高楠 2016223308 工程管理
刚子天 2016213524 土木工程
张广衡 2016213510 土木工程
孟祥冬 2016213558 土木工程
林港 2016213528 土木工程
苏星 2015223726 英语
何丽丽 2015223671 日语
王潇 2015223673 日语
徐鹤鸣 2016223734 英语
陈文婧 2016223674 俄语
纪国昕 2017223739 日语
王青婷 2017223702 俄语



林秀艳 2015224009 政治学与行政学  
艾木都拉·托热 2015213938 社会工作

陈其 2015213797 法学
郭亮亮 2016223921 法学
吕林月 2016223865 法学
李铠馨 2016224037 社会工作 
李雅君 2017223942 法学
王世昕 2017214031 社会工作 
赵钰冰 2017224132 政治学与行政学  
吴艳敏 20152241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方海生 20152142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储然然 201522440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唐丽 2015224333 软件工程
李珊珊 201622428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闻雅 20162242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天奇 20162141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汤伟 2014210294 软件工程
李赛 2016224380 软件工程
吴坤超 201621444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马天 2017214245 计算机类
桂美玲 2017224522 计算机类
赵紫涵 2017224421 计算机类
季晓亮 2017214221 计算机类
杨凤绨 2015224676 风景园林
金鹏 2015214666 风景园林
王硕 20133968 园林
周海虹 2016224781 风景园林
张行行 2016224803 风景园林
易灿 2017224916 园林
李洁 2017224838 环境设计
赵冬雪 2016122199 植物营养学
邓超 2017121445 生物工程
王清 2017121384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夏媛媛 2016121337 自然保护区学
王春杰 2017121142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刘丽华 2017121530 化学工程
王晓蕾 2017120092 森林培育
谢连珍 2017120323 林业硕士
崔晓宇 2016121007 环境工程
朝鲁门 2017111328 农业信息化
李婷 2017120779 设计学
樊霖 2017120774 设计学
郭书哲 201712157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佳琪 201612173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常瑞 2017120885 物流工程
谭宪宇 2017111121 管理与科学工程
耿宁 2016121425 统计学
张茜 2017120555 药物化学
李巍 2017121220 英语语言文学
崔馨月 2017120360 风景园林学（设计）
马博玉 2017121544 细胞生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