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贵州大学2021—2022学年度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院 专业

1 江韬 材料与冶金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 陆檬珊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 阎鑫宇 材料与冶金学院 冶金工程

4 夏园媛 茶学院 茶学

5 陈浩程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6 丛胤杰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7 黄灿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8 刘云博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9 叶琪雯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 洪润莉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1 张华祯 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

12 陈船宇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3 曾月娥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科学

14 李刚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医学

15 徐宗萱 法学院 法学院 

16 孔珍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17 周平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18 韩夏欣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19 刘品思 管理学院 会计学

20 王涛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21 张佳怡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2 林文浩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3 彭菊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4 高鑫 机械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

25 华毅 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26 王悦玥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7 赵永鹏 机械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

28 郭子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29 王俊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0 肖珍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31 王政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 张江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

33 朱远华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规划

34 吴涛 经济学院 财政学

35 张解雪 经济学院 经济学

36 许新塬 经济学院 金融学

37 张新晨 经济学院 财政学

38 周子欣 经济学院 经济学

39 杨宇 矿业学院 采矿工程

40 赵昱龙 矿业学院 安全工程

41 董馨凝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历史学

42 侯志燚 林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序号 学生姓名 学院 专业

43 叶新茹 林学院 园林

44 田煜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45 李文博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46 郑鹏 美术学院 版画

47 刘佳星 美术学院 油画

48 陈江芬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49 杨雪花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酿酒工程

50 刘泽洋 农学院 园艺

51 龙柯垚 农学院 农学

52 范洁 农学院 植物保护

53 刘绪媛 人民武装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54 刘政伟 人武学院 交通运输

55 刘明倩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56 陈昱志 数学与统计学院 统计学

57 余超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58 程宇鑫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59 王雨安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60 熊灿雪 土木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61 周亮亮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62 迭元萍 外国语学院 英语

63 黄如意 外国语学院 日语

64 夏子玉 外国语学院 英语

65 罗雪柔 文学与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

66 刘瑞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

67 秦健淮 物理学院 物理学

68 黄玲玉 烟草学院 烟草

69 冉洪圩 药学院 药学

70 刘涛 医学院 护理学

71 苏畅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72 董莹萱 音乐学院 舞蹈表演

73 宋政泽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哲学

74 丁子涵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75 王娅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