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1-2022学年度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候选人名单

序号 姓 名 学号 培养单位 专业

1 闫小辉 2020022885 材料与冶金学院 冶金工程

2 熊一舸 2020022940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与化工

3 邓雪 2021023018 材料与冶金学院 冶金工程

4 刘祎琳 2020022884 材料与冶金学院 冶金工程

5 朱航毅 2020022937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与化工

6 张国祥 2020022917 材料与冶金学院 材料与化工

7 夏仲秋 2020024306 茶学院 农艺与种业

8 兰周新 2020022258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9 彭熙舜 2020022274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0 林建吾 2020022298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11 梁前 2020022237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2 吴应雨 2020022270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3 胡晨阳 2020022377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14 罗仕杭 2020022338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15 詹献文 2020022411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16 刘沛力 2020022405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17 徐升平 2020022499 电气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

18 赵玉铎 2020022489 电气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

19 程忙忙 2020022429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 蔡欢 2020022484 电气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

21 刘天平 2020022474 电气工程学院 能源动力

22 王旭 2021023584 动物科学学院 畜牧学

23 李茂雅 2021023632 动物科学学院 农艺与种业

24 李佳轩 2020023473 动物科学学院 畜牧

25 刘文娇 2020023416 动物科学学院 畜牧学

26 宋春 2020023499 动物科学学院 兽医

27 周折 2020020416 法学院 法律（法学）



序号 姓 名 学号 培养单位 专业

28 沙家辉 2020020135 法学院 法学

29 洪翠 2020020181 法学院 法学

30 高顺前 2020021157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31 张倩 2020021159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32 杨涛 2021021227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33 杨欢 2021021203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34 杨兴梅 2021021287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

35 莫姝 2020020704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6 宋慧琳 2020020728 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37 邓敏 2020021972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8 杨仕莲 2020021960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39 刘萍 2020021947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40 周尚艳 2020021966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41 薛艳芳 2020021929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42 张裕凤 2020021925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43 彭海燕 2021022057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44 谢波 202002273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45 吴光华 202002269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46 张生海 2020022771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47 宋江南 2020022770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48 刘鹏飞 202102284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49 刘浩 2021022782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50 徐毓杰 202002207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51 欧阳隆 202002205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2 吴封斌 20200221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53 杨亦童 202002218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54 周裕林 202002214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55 吴启红 202002217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56 肖曼 202002217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



序号 姓 名 学号 培养单位 专业

57 李婧璇 202002376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土木水利

58 代亭亭 2020020528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59 陈星宇 2020020503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60 谭宇航 2020020548 经济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61 蔡明杰 2019020544 经济学院 金融

62 刘波 2020020607 经济学院 金融

63 娄欢 2020020605 经济学院 金融

64 李双双 2020020642 经济学院 农村发展

65 庞国光 2020020657 经济学院 农村发展

66 王珏珏 2020020668 经济学院 农村发展

67 黄金术 2020023547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化学

68 简玉梅 2020023549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化学

69 王芳 2020023596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农药学

70 周玛丽 2020023590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农药学

71 黄宸 2020023640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72 刘怡璇 2020023614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材料与化工

73 江昕玥 2020023653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74 刘小龙 2020023671 空间结构研究中心 土木工程

75 李利 2020023061 矿业学院 资源与环境

76 尚宇琦 2020023057 矿业学院 资源与环境

77 段淑蕾 2020023030 矿业学院 资源与环境

78 焦安军 2020023002 矿业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79 吴帆 2020023998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中国史

80 陈海云 2020023983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民族学

81 仇杰 2020023397 林学院 林业

82 刘莎茜 2020023309 林学院 林学

83 胡福 2020023372 林学院 林业

84 李思 2020023306 林学院 林学

85 王子进 2021023552 林学院 林业



序号 姓 名 学号 培养单位 专业

86 张铁 2020023310 林学院 林学

87 姬杨 2019021365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 旅游管理

88 王娟 202002047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89 王馨 202002047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90 耿心入 2020024210 美术学院 美术

91 杜昊宇 2020024189 美术学院 设计学

92 王静静 2020024245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93 夏恋 2020021862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加工与安全

94 刘凌高 2020021805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95 徐方艳 2020021821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96 田叶新 2020021849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加工与安全

97 王君君 2020021861 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加工与安全

98 陈听听 2020023163 农学院 植物保护

99 唐小力 2020023220 农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100 叶帅 2020023227 农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101 郑玉琳 2020023067 农学院 生物学

102 董帅 2020023170 农学院 农艺与种业

103 杨过 2020023191 农学院 农艺与种业

104 杨建新 2020023118 农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105 何叶清 2020023108 农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106 魏蓉 2020023176 农学院 农艺与种业

107 王琪 2020023101 农学院 园艺学

108 张漫漫 2020021504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109 李欣 2020021557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110 蔡菊 2020021497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111 陈佳佳 2020021494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112 安娜 2021021613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113 周涛 2021021550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114 李松 2021024550 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 电子信息



序号 姓 名 学号 培养单位 专业

115 黎云冰 2020024032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116 胡黎秘 2020024037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117 王雪 2020024061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

118 石万珍 2021024291 数学与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119 何娟露 2020023796 体育学院 体育

120 赵厚发 2020022600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水利

121 陈明胜 2020022628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水利

122 裴俊豪 202002263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水利

123 靳婷 2021022687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24 陈岸 2020020028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125 陈菊 2021020111 外国语学院 日语笔译

126 张真 2021020056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127 刘毅 2021020024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128 王馨迎 2021020004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129 刘子怡 2020023896 文学与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

130 岳青 2020023863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31 王敏 2020023865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32 胡德远 2020024137 物理学院 物理学

133 杨渠 2021024332 物理学院 物理学

134 陈星燃 2020023725 现代制造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机械工程

135 石志伟 2021023928 现代制造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机械工程

136 皮凯 2020024265 烟草学院 农艺与种业

137 苏永欢 2020021641 药学院 药学

138 叶文君 2020021614 药学院 药学

139 廖天慧 2020021650 药学院 生物与医药

140 李博文 2021024028 医学院 医学信息工程

141 陈雪 2020023843 医学院 医学信息工程

142 周粲 2020024162 音乐学院 音乐

143 孟梓淳 2021024367 音乐学院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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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米熳俊 2020023950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哲学

145 黄永涛 2020023940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哲学

146 潘世莲 2020023946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哲学

147 冯娜 2019021538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148 彭庭祖 2020021699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学

149 黄江浔 2020021688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学

150 席彬彬 2020021726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51 张合星 2020021766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与环境

152 魏铭 2020021780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与环境

153 贾继巍 2020023712 喀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 资源与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