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媒大学2021-2022学年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拟获奖学生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 院 专业 学号

1 宋春颖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302120019

2 季佳玲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302120010

3 张郁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302110345

4 令狐晓玉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302120031

5 李亚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19302120071

6 陈鸣宇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2019302120126

7 韩涛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2020212063013

8 刘颖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212033031

9 姬异凡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212033027

10 杨佳敏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2020212063046

11 麻馨月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21212023003

12 周忠宇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2021212063038

13 李怡乐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2021212063023

14 程雯雯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1212033029

15 陈祉彤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艺术管理 2021220093006

16 陈苗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艺术管理 2021220093012

17 李桐辉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艺术管理 2021220093009

18 马小天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法学 2019302150031

19 钱霜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法学 2019302150027

20 闫玮聪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法学 2019302150005

21 杨铭谕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2021220053029

22 严萌杉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2021220053026

23 陈莹莹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2020220043027

24 李彦萱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德语 2019302160007

25 刘越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德语 2019302160003

26 雷心怡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斯瓦希里语 2019302160168

27 宋怡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斯瓦希里语 2019302160163

28 王恩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 2019302160219

29 高欣宇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朝鲜语 2020216123009

30 何希泓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法语 2020216133017

31 张鑫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法语 2020216133003

32 何富娆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翻译 2020216143004

33 张考婷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西班牙语 2020216213010

34 周璇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西班牙语 2020216213008

35 钟雪丽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 2020216153029

36 蓝金琳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翻译 2021216143031

37 周粤婷 新闻学院 传播学 2019302010047

38 宋萌萌 新闻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媒体创意方向） 2019302010108

39 赵雯莉 新闻学院 新闻学 2019302010166

40 杨佳庆 新闻学院 传播学 2020201013009

41 王子捷 新闻学院 传播学 2020201013027

42 杨艺琳 新闻学院 传播学 2020201013049

43 王利赟 新闻学院 传播学 2020201013053

44 刘婷 新闻学院 传播学（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方向） 2020201023021

45 魏倩文 新闻学院 传播学（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方向） 202020102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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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丁菲璇 新闻学院 新闻学 2020201033005

47 吴一帆 新闻学院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向） 2020201043011

48 魏文博 新闻学院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向） 2020201043026

49 王睿杰 新闻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媒体创意方向） 2020201053008

50 呼彦合 新闻学院 传播学 2021201013052

51 李孟熹 新闻学院 新闻学 2021201033032

52 罗雪丽 新闻学院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向） 2021201043037

53 翁美冰 新闻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媒体创意方向） 2021201053014

54 李茜芮 新闻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媒体创意方向） 2021201053019

55 陈湘云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019302140027

56 李星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019302140022

57 王桃桃 人文学院 汉语言 2019302140066

58 陈玲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19302140079

59 黄燕丹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19302140091

60 刘悦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19302140085

61 徐敬涵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19302140076

62 姚姝冰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19302140084

63 张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2020214043006

64 向春娜 人文学院 汉语言 2020214043022

65 汪悦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2020214043010

66 郭苏仪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20214053013

67 张瑜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20214053005

68 邱晓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20214053022

69 代如如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20214053016

70 田真玮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21214053017

71 关一丹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传媒经济方向） 2019302190123

72 吴怡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传媒经济方向） 2019302190149

73 徐佳钰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传媒经济方向） 2019302190124

74 姚聪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互联网经济方向） 2019302130029

75 邱瑾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互联网经济方向） 2019302190135

76 严中华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互联网经济方向） 2019302190116

77 韩慧慧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品牌管理方向） 2019302190012

78 谢慧盈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2019302190077

79 张秋齐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投资与运营方向） 2019302190036

80 何贞臻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投资与运营方向） 2019302190027

81 秦雅晰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投资与运营方向） 2019302190006

82 杨冰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9302110039

83 辛桢杨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9302120100

84 王逍遥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数字内容管理方向） 2020219073028

85 段垚宏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数字内容管理方向） 2020219073007

86 邱奇潇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数字内容管理方向） 2020219073018

87 李星翰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数字内容管理方向） 2020219073009

88 次仁措姆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投资与运营方向） 2020219073072M

89 邹长君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传媒经济方向） 2020219163047

90 蒋璇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数字经济 202021907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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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章如玉 经济与管理学院 数字经济 2020219163055

92 凌梦霞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0219143024

93 任欣雨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类 2021219163038

94 游蕙瑜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类 2021219163036

95 余越嘉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21219073045

96 章雨晴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21219073020

97 陈晓燕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21219073018

98 吴心语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21219073034

99 陆洁娜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21219073046

100 李欣茹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21219143006

101 蔡佳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类 2021219163004

102 徐茜 广告学院 公共关系学 2019302120115

103 吴奕 广告学院 公共关系学 2019302180015

104 罗清清 广告学院 公共关系学 2019302180020

105 院钰 广告学院 广告学 2020218023029

106 李东润 广告学院 广告学（数字营销方向） 2020218033021

107 赵莉莉 广告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智能融媒体运营方向） 2020218053030

108 黄展仪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游戏设计技术方向） 2019302110205

109 刘亦凝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方向） 2019302080194

110 张璐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动画 2019302080024

111 张湘源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游戏设计技术方向） 2019302080126

112 魏秀倬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游戏设计技术方向） 2021208073007

113 李焙 戏剧影视学院 表演 2019302060022

114 付嘉悦 戏剧影视学院 摄影 2019302060141

115 原梦龙 戏剧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2019302060191

116 张俊蓉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音乐学（音乐编辑方向） 2019302090079

117 隋淳媛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录音艺术（音响导演方向） 2020209033011

118 岳昕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9302110019

119 张轩雅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9302110059

120 张宇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19302110082

121 万成娟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19302110129

122 王春敏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19302110132

123 郭怡菡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19302110136

124 焦若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19302110164

125 杨雪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19302110166

126 徐诗诗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19302110223

127 邓博雅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19302110232

128 杨璐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19302110236

129 段傲然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19302110241

130 孟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19302110252

131 徐秀坤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19302110255

132 何欣雨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19302110256

133 黄彦晶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19302110275

134 杨乐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19302110297

135 王洁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无线多媒体广播技术方向） 2019302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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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刘青松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无线多媒体广播技术方向） 2019302110327

137 冀艳鹏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2019302110341

138 费红枝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2019302110356

139 龙静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2019302110361

140 杜建涛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2019302110367

141 杨晨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自动化（演艺工程与智能技术方向） 2019302110382

142 张雪莹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自动化（演艺工程与智能技术方向） 2019302110394

143 杨灵意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0211013042

144 雷蕾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0211013044

145 容百川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0211013048

146 陈珺仪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0211013049

147 雷雪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0211013050

148 任青青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0211013063

149 沈钇含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0211013066

150 谭星语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0211013067

151 王颖慧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0211013089

152 李佳坤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20211023052

153 牟华静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20211023065

154 李浛瑞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20211023083

155 裴怡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20211043006

156 王乐天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20211043007

157 李洋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20211043009

158 王艺文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20211043026

159 欧阳倩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20211043055

160 刘金羽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自动化（演艺工程与智能技术方向） 2020211083014

161 张译丹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自动化（演艺工程与智能技术方向） 2020211083018

162 蒋承昱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自动化（演艺工程与智能技术方向） 2020211083023

163 魏晓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0211103022

164 玉佳芸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0211103030

165 王安娜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0211103034

166 郑钦奕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0211103035

167 印佳欣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0211103038

168 梁伊恚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0211103040

169 王雪瑶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0211103049

170 何瑾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0211103057

171 苏瑶瑶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0211103007

172 侯堂奥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无线多媒体广播技术方向） 2020211113014

173 蒋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无线多媒体广播技术方向） 2020211113019

174 李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2020211123005

175 邱颖敏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2020211123013

176 陈蓉真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21211043014

177 管婷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21211043038

178 祝晓哲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1211013022

179 路睿涵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1211013039

180 张霁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202121112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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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张灿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21211023011

182 宋雨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21211023081

183 赵怡彤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21211023075

184 向诗燚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2021211023062

185 徐筱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1211103040

186 陈能藏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1211103035

187 饶修宇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1211103043

188 王多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1211103060

189 赖家慧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1211103017

190 曹慧雅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智能装备与系统（演艺工程与智能技术方向） 2021211143005

191 施佳彤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智能装备与系统（演艺工程与智能技术方向） 2021211143008

192 宋知雨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智能装备与系统（演艺工程与智能技术方向） 2021211143016

193 陶芝宇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1211013017

194 曾景荟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 2021211013033

195 高雯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1211103036

196 戴希怡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2021211103045

197 赵微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无线多媒体广播技术方向） 2021211113005

198 王楷文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2021207013078

199 李林杰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传媒大数据方向） 2020213053004

200 刘佳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传媒大数据方向） 2020213053041

201 赵霖琳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传媒大数据方向） 2020213053032

202 赵梓霖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媒体技术方向） 2021213063022

203 曹福滨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媒体技术方向） 2021213063011

204 牛翎骁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影像技术方向） 2021213083006

205 邹涛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传媒大数据方向） 2019302130060

206 郭慧慧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传媒大数据方向） 2021213053005

207 张雅诗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智能影像工程方向） 2019302130007

208 俞玉婷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智能影像工程方向） 2019302130013

209 任展鹏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1819086024

210 林香怡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20226046112

211 于华洁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20226046064

212 乔庆勋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20226046129

213 郭草源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1819086059

214 黄珍惜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020226026040

215 柯研琪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020226026022

216 马艾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020226026019

217 梅晓曼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020226026047

218 王子芙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摄影与摄像艺术 2020226076017

219 孙志阳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摄影与摄像艺术 2020226076033

220 舒展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摄影与摄像艺术 2020226076034

221 韩雨彤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21226046069

222 张苏皖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21226046064

223 王雅淇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21226046119

224 王露露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21226046113

225 闫锐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编导 202122604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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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孙一鸣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摄影与摄像艺术 2021226076031

227 李淑娟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021226026015

228 司李静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021226026027

229 陈旭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021226026064

230 李明龙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021226026056

231 沙吾提阿吉·麦麦提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193M2020073

232 陈超 电视学院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 2020202073010

233 董雅琪 电视学院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 2020202073011

234 刘湘琪 电视学院 国际新闻与传播 2020202113013

235 胡雯雯 电视学院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 2021202073016

236 孙湄茵 电视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2021202083007

237 郑慧娟 电视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2021202083011

238 杨帆 电视学院 国际新闻与传播 2021202113004

239 邓可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方向） 2021228053017

240 宋锦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方向） 2021228053011

241 陈佳佳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管理（公共事务与传播治理方向） 2020228043022

242 许艳燕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管理（智慧城市治理方向） 2019302280008

243 张心雨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管理（智慧城市治理方向） 2019302280009

244 赵雪祺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管理（智慧城市治理方向） 2019302280005

245 刘宛婷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管理（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方向） 202022803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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