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华大学2021-2022学年度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公示表

序号 院  系 学生姓名 学  号 专  业  备  注

1 经济学院 王凯 3120201203107 电子商务

2 经济学院 张申娇 3120191202227 国际经济与贸易

3 经济学院 刘艺 3120201205211 保险学

4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彭晨雨 3120191701344 法学

5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陈志会 3120191701331 法学

6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张巧佳利 3120202202212 社会工作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思怡 3120192201168 思想政治教育

8 体育学院 乔佳豪 3120191123114 舞蹈表演

9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黄濒娴 3120191706214 汉语国际教育

10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武晓龙 3120191704234 汉语言文学

11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尹晨忆 3120191707109 文化产业管理

12 外国语学院 喻系川 3120191003210 翻译

13 外国语学院 刘聪 3120191001302 英语

14 理学院 陈红燕 3120202103227 化学

15 理学院 李湘 3120202171051 数学与应用数学

16 机械工程学院 陈坤 3120190110225 测控技术与仪器

17 机械工程学院 陈信 3120200171006 机械电子工程

18 机械工程学院 赵增振 3120200110108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 机械工程学院 冯秋月 3120200171275 机械电子工程

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佳 3120190201130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静 312020020231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思璇 3120210204110 纳米材料与技术

2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何映菊 3120190403229 水利水电工程

2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徐博 3120190407427 能源与动力工程

25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谷松泉 312020080612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6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刘虹庆 312020080631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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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倪志茜 3120210807240 自动化

28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赵梓同 3120190871063 信息工程

29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杨鹏飞 3120210871232 通信工程

30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代春江 3320190993115 物联网工程

3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尤泽君 3120190872023 软件工程

32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罗淇镭 3120200171413 软件工程

33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唐磊 31202009714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4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甘佳鑫 3120200971575 软件工程

35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谢紫欣 3120180602113 建筑学

36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何林欣 3120190671358 城乡规划

37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唐佳欣 3120190673188 工程造价

38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刘易鹏 3120180608116 城乡规划

39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徐浩可 3120180609118 风景园林

40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王蓉 3120190671398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41 汽车与交通学院 王佳欣 3120200371008 交通运输

42 汽车与交通学院 唐俊 3120200371032 交通工程

43 汽车与交通学院 周鹏 3120190306405 车辆工程

44 汽车与交通学院 文博 3120200407523 能源与动力工程

45 航空航天学院 张亮 3120190171118 飞行器动力工程

46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严琴 3120190504323 制药工程

47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王虹钰 3120200502140 环境工程

48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朱香亭 3120210503123 生物工程

49 管理学院 张承莹 3120190701211 财务管理

50 管理学院 黄欣 3120192302204 物流管理

51 管理学院 刘斌洋 3120192307209 物流工程

52 管理学院 程能春 3320192392227 物流管理

53 管理学院 杨亚希 3120202302121 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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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理学院 付姣 3120210701208 财务管理

55 应急管理学院 卓颖 3120204901401 公共事业管理

56 大健康管理学院 周洁 3120194601102 健康服务与管理

57 音乐与舞蹈学院 唐阅 3120191109109 舞蹈学

58 音乐与舞蹈学院 张丹璐 3120201705215 学前教育

59 美术与设计学院 毛雯琪 3120194371062 视觉传达设计

60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王铁颖 3120191117111 动画

61 美术与设计学院 陈薛如 3120201143129 美术学

62 西华学院 徐万芳 3120190971115 西华（电子信息大类）

63 应用技术学院 潘绍芬 4120205714307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64 应用技术学院 姜擎宇 4120205704321 工程造价

65 应用技术学院 勾静 4120205713102 市场营销

66 应用技术学院 刘琪 4120205717108 药学

67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西华） 刘安航 3120190621123 土木工程

68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西华） 张怡 3120190321106 汽车服务工程

69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西华） 陈依洁 3120190121135 机械电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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