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良学风班（25）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16 化学 1 班 

经济管理学院 

15 国际经济与贸易 2 班        17市场营销 1班 

教育科学学院 

16 级学前教育 1 班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思想政治教育 1班         17思想政治教育 1 班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15 数学 1 班 

生命科学学院 

15 生物科学 1 班             16 园林 2 班 

外国语学院 

16 英语师范 1 班             16 日语 2 班  

17 英语师范 1 班             17 英语师范 2 班 

17 商务英语 1 班              

文学与传媒学院 

17 汉语言文学 1 班           17 汉语言文学 2班                 

17 汉语言文学 3 班           17 汉语言国际教育 1 班           

15 汉语言文学 3 班           15 汉语言文学 4班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16 服装设计与工程 1 班       16 服装设计与工程 5 班 

政法学院 

15 级历史学 1 班             16 级行管 1 班                     

16 级社会工作 1 班 

 

三好学生标兵（127）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15） 

郑镒丹  顾惠华  郑奕珊  张金泽  郭思明  高  婷  徐佳圻   

付艺雯  戴春豪  李本龙  詹奕冰  朱俊杰  黄  彬  黄康娉  

苏童霓 

地理与旅游学院（6） 

林良国  高俊杰  吴春莹  郑梓璇  林素娜  赖展雅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7） 

黄婉琪  施  倩  周君仪  谢  婕  王楚涛  方燕娃  陈衍其 

经济管理学院（18） 

林俊远  陈金源  陈燕玲  李乐欣  胡一敏  潘源鑫  赖嘉纯  

林泽群  游  悦  许华茵  黄瑶琪  林  玲  谢晓妍  许钰漫  

郑雪玲  李家茵  黄俊炫  黄晓如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7） 

柯泽钦  李汉燊  叶东繁  翁鹏达  黄燕君  叶红敏  吴庚润 

教育科学学院（2） 

郑熙楠  张莹莹 



美术与设计学院（4） 

黄子维  陈泽宇  姜  建  吴燕欢 

马克思主义学院（1） 

陈星陶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８） 

黄丹敏 房梦婷 庄瑞霞 吴嘉翘 陈晓娜 周敏鑫 官婉婷  

余捷铧 

生命科学学院（８） 

林志远 翟秋艳 纪辉煌 钟秀文 毛宇翔 许忆婷 杨晓婷  

李志雄 

体育学院（４） 

罗苹萍 黄秋琪 叶伟坤 朱倩晴 

外国语学院（６） 

陈细妹 何汝玲 刘晓龄 邱晓璇 黎淑惠 李晓慧 

文学与传媒学院（８） 

叶盼云 冯诗曼 吕业勤 欧嘉丽 黄晓伟 陈家贤 黄苑苑  

纪曼琪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９） 

陈少漫 莫晓敏 陈 欢 陈敏丹 李子欣 黄俊琪 林勉君   

莫思敏 曾妙燕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11） 

周  欣  黄声杰  陆美凤  刘泳彬  林晓珊  陈嘉涛  冯伟南  



冯嘉玲  陈昕宇  曾巩锢  林旭亮 

音乐学院（5） 

陈  琛  胡俊锋  梁梓珊  黄理林  杨小倩 

政法学院（8） 

林  红  吴敏杏  黄斯婷  陈  洁  王政烜  张津津  尤美琪  

骆斐静 

 

三好学生（638）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75） 

梁卓扬  邱家玲  曾裕婷  黄曼舒  梁进杰  吴伯顺  林史彬   

陈锐杰  赵上颖  吴思博  李思婷  孙培宜  洪溢彤  吴锦娃   

蔡嘉慧  曾渝津  黄梓桐  钟庆玲  吴华升  赖  磊  王灿尚   

郑晓明  章立旭  蔡  桂  郑泽萍  谢株斌  黄宁静  李丽清   

张桢泓  李  槿  曹楚然  彭协涛  黄知聪  张  铮  麦馨丹   

刘雅萍  黄嘉晓  高瑞键  江志航  陈惠明  林伟金  郭健聪  

张欣欣  卢锐佳  严海杰  陈  灿  黄月潮  戴诗雨  林志聪   

单文芯  何新吒  连坤镇  许志强  许妙钰  黄子清  苏观锌   

赖  威  姚  滔  陈健松  陈钦伟  刘祥晖  黄  晔  李泳杭   

陈泽榜  王  昊  林千博  叶耀华  赖诗琪  许燕玲  黄文杰   

林嘉伟  李雅赟  袁沁萍  陈湘鹏  郑少玉 

地理与旅游学院（32） 

方  欣  钟锐媛  林景珍  谢美靖  温佳楠  罗坤鑫  吴茂宏  



祝间开  许佳玲  林丽敏  郑焕涛  杨婉婷  郭焕丹  王志英  

殷德明  龙木英  许伊淳  张丹璐  刘丽娇  王春梅  王  悦  

陈钏涛  郑晓楠  黎日红  郑惠儿  颜东明  杨太游  张国钦  

邓友发  胡  英  江宝宜  廖璇妹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37） 

陈妙华  彭楚君  丁梓钿  翁丹阳  钟守登  杨梓丹  叶日辉   

朱嘉华  黄奕婷  郭梓杰  郭燕玲  梁卫盈  潘梓欣  陈骏煜   

罗美洁  许雅静  曾雅芷  陈伟杰  陈晓玲  苏  镘  苏新龙   

陈晓慧  陈文建  李晓彬  康馥莲  余宇暄  郭  妍  詹  淇   

张  莲  黄  莹  赖维钗  陈惠格  邹振锋  郑育佳  李映霞     

邵丹纯  欧阳珊珊 

经济管理学院（88）     

刘婷珊  陈文珠  李慧静  刘格娜  杨锦镗  蔡  擎  张曼思  

杨桃珏  蔡梓域  谢刘萍  陈丽贤  王子亮  梁慧果  林  欢  

曾智玲  骆思维  庄格佩  蔡子秋  郭佳铃  陈立璇  曾  瑜  

汤伟婷  夏晓婷  许莹莹  杨东明  肖楷丰  毛佳茵  章  利  

陈淮冰  管智明  江嘉文  李海媛  曾  嘉  郭  旋  陈玉璇 

张森华  陈圣洁  纪家健  骆明晓  姚晓文  郑欣彤  张惠旋  

陈晓琳  张晴晴  彭  钟  马锐淳  廖伊凡  郭  臻  杨慧婷  

林锐镕  郑  恭  韦彩莹  林恒纯  陈佳丽  何思欣  陈晓洁  

纪桂萍  陈  榕  杨心如  何美纯  巢思琪  纪  涵  张镇鸿  

李  哲  郭文土  叶纯铃  陈雅怡  庄  婷  庄伟璇  郑雪宁 



廖斐灵  江政民  陈思琪  刘钰循  郑熔铃  林燕峦  许婉敏  

刘家琳  苏少玲  吴  珊  蔡捷微  陈柳宜  朱思琪  郑晓敏  

陈晓婷  欧静淳  吴亚靖  林润辉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37） 

蔡小仙  陈美玲  侍明成  刘泳琪  刘裕佳  吴梓娴  黄  聪  

劳桂梅  江奕彬  邓冠荣  朱  灿  陈晓格  李晓华  黄华勇  

黄镇豪  刘嘉燕  罗瑞雨  谢文铧  胡嘉茵  游展城  钟东旭  

路双双  任  芮  丁雨洁  廖杰毅  陈悦顶  杨思琳  朱隆奇  

张润铎  郑秋妹  罗岸霖  邹道圳  洪链演  李宇康  张佳虹 

辜海亮  黄俊峰 

教育科学学院（11） 

林若梅  陈馥菁  董健帆  彭晓清  陈思佳  蔡  琼  辛晓钰  

林学缘  李美凤  钟锦婷  卢洵鑫  

美术与设计学院（20）  

韩易钊  温斯媛  解雨晴  陈巧敬  熊恒瑰  侯煜妍  杨  懿  

张梓桐  董咏欣  王嘉仪  张惠炫  朱静妍  范潇潇  黄杏烽  

颜碧连  左  萌  廖嫦巧  邹雨欣  吴秋萍  林学佳 

马克思主义学院（4） 

杨佳婷  杨小锐  刘  滢  刘智敏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41） 

赖智锋 张惠婷 张桂花 骆 蓉 杨绵菁 陈鸿燕 魏婉婷  

李家凯 李德裕 张佳儿 郑晓琪 黄丹萍 蔡启佳 邱钰茹  



林锦滢 邓嘉仪 周俊浩 曾荧盈 叶晓玉 陈依铭 卓妙芳  

吕惠娜 曾桂权 蓝 菁 方 景 谢森虹 叶秀婷 沈晓纯  

陈晓婷 陈燕玲 刘 烁 陈佳欣 李小燕 林美凤 陈婷婷 

陈晓冰 郑康钒 李溢琳 戴伟明 谢沛桃 李桂珊 

生命科学学院（40） 

王顺涛 李晓斯 黎桐彤 杨 隆 林晓霖 曾秋梅 孙东山  

黄洁琼 陈媛媛 吴伊曼 廖莹莹 邹桂梅 林婉仪  蓝碧瑜  

凌秋燕 魏文惠 林嘉华 吴俊儒 陈心怡 唐若凡  古文玉  

邓菁菲 何蕴瑜 赖俊芳 陈灵玲 郑丹丹 冯小刚  邱桂佑  

王淑拉 郑树海 何 易 吴铠敏 黄晓珊 蔡吉豪  曾银芸 

王秀源 高洁芝 李淑钿 金维娜  欧阳惠娴 

体育学院（19） 

范艳玉 孙惠玲 余灿烂 张恒源 刘新艳 林 慧 袁德玉  

张復旦 梁斯曼 黄翠苑 范伟林 叶碧清 郭 倩 曾秀苑  

刘晓诗 罗楷峰 林翠容 姚绮华 吴少鸿 

外国语学院（32） 

叶金珠 欧晓嘉 刘苇琳 黄嘉怡 廖思婷 翁晓丹 郑彩苹  

黄晓漩 黄欢丽 蔡海端 吴 欣 吴 凡 曾好晴 陈燕遂  

唐 靖 程定珊 张静倩 刘冰婷 张曼丽 吴佳璇 马斯凌  

杨玲玲 廖丽姗 李小翠 李雅琦 陈姿谕 何 莹 郑丹宜  

李宝青 刘晓欣 郭 婧 黄 湄 

文学与传媒学院（42） 



陈钰洁 刘伟浩 刘晶晶 刘翠霞 全乐雁 陈炜灵 张林洁  

陈玟瑶 骆增勤 陈楚怡 陈一静 罗丹琳 林琪珊 廖 珊  

钟跃纯 陈智英 赵嘉瑜 谭泳欣 陈 锋 洪研旋 饶心意  

邱健华 孙卓玲 吴建华 苏绚冰 李 杰 张丽萍 曾蓉蓉  

欧阳舸 朱潇琳 谢 铟 林冬青 孙怡意 黎 谦 谭妙君 

谭启雯 赖灵钰 杨丽琳 戴 琳 陈 露 张 瀚 林小微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44） 

叶美容 方 婷 唐炎德 张晓霞 王燕柔 林观娣 张妍丹  

郭蕴慧 吴瑞华 林尊鹏 田 园 胡 丹 余素婵 林珊宇  

林敏丹 杨慧思 吴婧芸 张丽宜 吴嘉欣 陈钦华 张燎明  

李丽纯 徐嘉沂 黄悦欣 薛巧雪 林 纯 刘广凤 赵蔚龄  

陈健妮 林锐清 谢小丽 彭赛花 谢佳璇 黄敏娜 刘 佳 

林泳茵 何树婷 林银娃 黄子惠 侯艳蕾 叶海伦 郭丽敏  

林 坤 冯子卿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55） 

黄文茹  郑松淼  潘彦棉  萧晓强  曾庆圳  谢佳春  黄泽坤  

谢泽彦  柯臻煜  芮延柽  庄禧涵  魏嘉彬  钟泽鑫  陈佳辉  

胡家岚  赖彦宏  彭枫烁  骆伟超  张宝儿  刘晖阳  罗钦灿  

吴育潭  林立源  林伟涛  伍世锐  刘佩珊  阮梓坤  吴泽权  

郑溢铠  林东成  王奕峰  杨任壕  蔡英浩  李金燕  陈睛银 

叶丽寒  林少敏  林子鑫  罗泽欢  叶晋军  陈鑫磊  刘易键  

朱俏威  李秀雯  林小雯  彭妍琦  蔡莹琪  张  锐  赖燕婷  



吴荣钦  姚沐武  陈欣敏  洗沛杰  黎定帮  江  毅  

音乐学院（23） 

刘  懿  李文乐  许美华  万翠雯  谭秀云  曾倩怡  谢立谕  

陈秋园  黄绿茵  张艳荧  汪子涵  钟思涛  郭建辉  梁嘉文  

陈湘钿  周  娜  叶锐棉  王倚梅  付盼盼  张雯琪  杨晓瑜  

许  莎  王林欣 

政法学院（38）  

李昶龙  夏伊琳  陈向兵  张楚虹  梁  政  谢泽杰  吴秋娜  

范苏妮  李家丽  王杰璇  赖晓坚  吴曼霞  温文君  庄粉萍  

黄春微  高衔宜  林晓晴  陈晓媚  陈其宁  马玉凤  杨楚君  

吴梦钒  赖欢欢  许金婷  郭楚曼  丁俊标  林嘉慧  李俊梳  

毛宁馨  吴永琪  庄晓薇  叶轻轻  许绮芸  曾銮纯  李泳琪 

李  菁  陈清松  卢雪莹 

学习优秀生（889）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102） 

曾  萍  林智珊  彭金辉  黄庆东  彭裕培  罗德龙  张婵婷  

李松涛  刘思佳  方浩群  黄余凤  吴榕发  陈泽南  邓鼎凤  

杜建宇  吕  立  吴启荣  钟弘基  黄荣杜  郑洁豪  郑乔林   

朱燕华  陈淮源  王锐萍  黄烁群  马培朝  黄锦浩  林标威   

阮平玉  蔡伟忠  李文欣  刘雨戈  许晓云  陈晓雯  沈爱榕   

郭彬斌  钟杏花  赵佳铭  李洁标  郑少玲  李  睿  李集浩   

刘小翠  杨洁东  蔡杜荣  许洪翡  陈旭源  陈传桂  林天宇   



张莉萍  纪泽林  吴婉琪  郭景涛  丁秋钰  刘  斯  郑漫淇   

郭奕裕  王梓帆  陈梦兰  林垲潼  陈钰盈  林伟欣  吴泽民  

曾丽娜  史锐涛  郑映伟  陈梦佳  何绮雯  李杰麟  张明达   

陆清文  彭德全  林  璇  陈杰坪  钟永渠  陈俊文  张佳莹   

周键鸿  马学勤  李焯濠  林锦城  辜俊涛  蔡志盛  张树斌   

彭成章  侯裕锋  涂培松  叶南晶  刘敏莹  郑耿鑫  林楚莎   

田家炜  符加劲  林漫冰  魏  淇  朱俊彬  张岳基  王婷婷   

黄志远  丁琼敏  邓魏琪  王琳莹 

地理与旅游学院（78） 

黄燕铃  张为爱  卢淑娴  伍菲菲  赵  粤  陈少婉  陈晓博   

凌雪怡  刘  涛  林佩云  杨洁利  黄君婷  蔡桂珊  陈春桂   

廖泽琴  何佩琳  郭秀勤  周  婷  练晓芳  谢曼榕  余晓婷   

杨洁银  陈梓瑶  缪宝敏  冯丽清  陈怡婷  陈秀娟  江少丽   

郑洁微  曾怡菱  刁雨婷  陈文裕  黄秋怡  杨婕欣  蔡卓凡   

凌家儒  曾雯真  陈英杰  邓宇玲  戴妙丹  刘  雨  马延吟   

罗静妮  江  茵  郑建明  陈芷茵  张泽丹  梁尧宁  韦琳燕   

陈敏艺  李小茵  陈诗敏  张晓萍  马忆蓉  徐锦婷  陈链璇   

肖亚儿  李媛媛  游  昕  朱佳怡  沈翠珊  毛若彤  高洁惠  

高淑仪  梁诗晴  郑翠纯  郑晓敏  吴建林  谢明珠  郭慧敏  

庄晓彤  王泽婷  陈淑娴  谢  兴  吴亚莉  梁奕杉  陈琳滢  

杨锦淳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44） 



廖法精  谭嘉敏  陆思婷  赵敏娜  赖怡君  曾晓璇  杨海渊   

王钶佳  谢  俏  陈  婷  陈晓宇  李梅君  陈泽亮  陈逊杰   

区锐杰  黄冬娜  黄锦聪  孔春霞  李丽娟  黎艳萍  郑敏燕   

廖友婷  吴诗琪  倪格涵  杨  玲  谢海燕  林伊晓  简咏琪   

孙佳苗  李东琦  杜怡芳  徐楚佳  刘琪琪  蔡贵桐  郑智超   

杨慧婷  张婉铃  林维敏  周伟良  郑永佳  徐月花  杨学钦   

黄泽楷  杨黄丽 

经济管理学院（168） 

刘绮婷  邱喆涵  纪雪锜  张仕颖  杨淑贤  吴丽婵  郑妙枝   

吴海波  李敏思  黄舒婉  邓舒婷  温  静  张宝怡  黄佳婷   

彭一曼  方  仪  许小妹  郭铭婷  许宋娟  张惠清  蔡杨楠   

洪绮茵  林少玲  田静妍  吴美君  温芷珊  郑晓璇  游友惠   

邹丽琳  陈丽玲  陈嘉欣  林海航  何锶锶  陈立勤  蔡超珊   

何静君  佟  淇  林雪儿  卢柔萍  谢婉玲  蔡晓仪  陈广权   

李宇翔  陈娜英  纪  璇  吴桐婉  庞金花  彭森怡  洪妙珊   

李海怡  李培嘉  林冰纯  黄葵香  尤曼芝  陈美玉  郭嘉莉   

赖会群  苏文静  蔡诗敏  陈曼玲  李小洁  刘嘉慧  陈丹娜   

郑婷婷  陈佳美  范国玉  张林驹  林俊敏  李冰琳  郑月霞   

蓝燕娜  刘益坤  马婕媛  彭丽娜  魏菁芸  陈雨果  马佳璇   

许浩鑫  林海丹  林颖瑜  刘佳慧  肖惠贤  许晓文  陈湘琪   

李凤鸣  许梦薇  郑  烁  陈泽璇  林  曼  林庆堉  王婴童   

杨柳映  曾凯晴  王美华  谢礼东  杨秀君  曾玉莹  林妙芬   



林晓丹  彭丽婷  王  倩  王燕云  温淑慧  梁  莹  马雪儿   

唐栩宜  杨海琦  郑婉吟  林  博  张金英  张晓敏  陈泓羽   

张耀忠  陈  霞  黄静蕾  刘洁梅  陈梦婷  严廷婷  钟珊杉   

黄玮玮  刘静文  许佳琳  徐晓微  张佳铭  黄  敏  许蘅蘅  

陈颖琳  江少捷  李晓燕  黄倩怡  丘彩虹  杨舒淇  温春玲   

黄绣淳  许晓仪  王钊楠  蔡浩洁  蔡婉瑶  黄梅萍  郑泽娟   

王  敏  胡思欣  万  连  孙芊茜  曾静玲  黄妙婷  聂飞鸿   

王睿源  谭敏婷  邱思曼  陈文霞  许  悦  刘露情  吴晓霞   

郑晓妍  朱玉颖  钟燕琪  许家敏  陈晓欣  叶  珠  黄倩祺  

郑丽端  谢晓丽  林晓芹  王丽芳  詹静玫  蔡  珊  林  逸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43） 

廖晓凤  钟曼红  林  君  黄振桓  陈锦发  董晓阳  李国伟   

刘佳文  赖楚麟  李树豪  张文伟  许银璇  邱晓璇  张晓如  

陈燕玫  黄媛江  成  彰  郑杰鑫  章  泽  陈泽桦  张静铭   

雷希炫  黄燕雯  何漫琳  彭英东  陈建文  黄浩峰  陈铎童   

李纯吴  文  慧  陈金彬  胡泽婷  缪淑如  沅  奎  顾浩森   

朱莉影  高允凯  高鸿裕  赵姿欣  张仕彬  梁双柱  温巧莹   

林植鑫 

教育科学学院（6） 

郭晓敏  沈  欣  苏秀丹  陈洁圆  吴彦英  刘  璇 

美术与设计学院（11） 

刘保如  赖望熊  张辉美  陈丽思  魏吉园  谢浩洁  赵婧婧   



罗明英  黄兴业  谢  琳  骆坤辉 

马克思主义学院（9） 

戴思凌  许飒芳  谭莹莹  周  钰  李翠玲  林冰铌  陈  欢   

苏晓汶  吴家达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80） 

陈龙洲  陈腾杰  赖金娥  廖妙丹  林佳陆  周木森  黄  莉   

曾桂玉  郑煜芬  卢小格  黄夏虹  邱志莹  邹思敏  陈伟华   

何观榕  陈宝珠  周艳婷  郑雪玲  倪丽璇  唐燕婷  邱漫菲   

姚为菁  刘俊强  陈洁敏  林冰敏  彭翔飞  陈  瑶  赖晓舒   

陈佳佳  林漫娇  钟可晴  林丽琴  叶桂余  杨晓婷  李佳佳   

刘承荣  陈露琪  陈燕琪  黄淼森  洪燕纯  张丽琼  元妙丹   

罗凯方  陈细玲  余锐新  钟慧妍  方静洁  翁佳霓  黄婉莎   

徐晓冬  钟丽珍  郑少婷  吴佩汝  许燕娜  吴瑞敏  廖苑君   

徐子茹  叶丽佩  林燕佳  陈佩桦  伍  莹  吴燕燕  黄俊辉  

林家仰  黄伟群  蔡妙雪  刘柯邑  罗媛丹  陈梓斌  赖雪云   

张伊茹  刘旭阳  郑佳玲  佘冰娜  李碧娜  郭燕纯  钟汉生   

范映惠  谢黛佳  陈兆婷 

生命科学学院（54） 

黄淑银  郑银娟  刘雯静  刘婷婷  丁映虹  廖少芬  陈玫君   

黄子聪  洪雪霞  李炯标  蔡俊锦  王丽瑶  黄  榕  庄慧君   

钟静怡  吴佳莹  易  婷  付晓晴  陈佳茹  莫小燕  黄珊珊   

邓仕颖  曾丽书  李  璞  吴泽纯  黄红丹  戴宇婷  余柳青   



方棱双  曾慧琴  陈小燕  黄舒茹  刘凤贞  郑晓娜  杨柳燕   

张丹珣  张书涵  卢小玉  陈颂伊  江傅焜  吴佳华  关露曦   

彭  蓉  龚慧婷  刘烜志  林桂格  梁颖如  黄燕芳  陈心怡   

吴  凡  巫晓丽  陈旭曼  马淞潆  苏玉珊 

体育学院（11） 

邹文鸿  丘  选  邱恺智  李冠坤  钟福权  席  俊  蔡泽民   

陈嘉雯  李振华  殷  芳  肖美琼 

外国语学院（25） 

曾丽丹  曾嘉玲  李丹萍  杨诗敏  朱翠琪  吴婷婷  林妮妮   

黄豪程  蔡晓琳  刘华舒  陈  萍  时兰兰  沈桂梅  黎文燕   

陈慧瑩  邱纯阳  丘钰铭  吴秋萍  刘惠霞  薛佳琪  江忆情   

魏宇珍  吴金萍  陈  燕  赖雪如 

文学与传媒学院（69） 

李宁宁  叶春红  陈芷芸  林晓琴  曾佳华  苏泽霞  叶瑞佳   

江惜梅  徐洁欣  许淑钰  赵丽源  廖静敏  余佳琪  黄晓敏   

吴少琴  陈锦炯  刘玲卿  黄  颖  赵慧玲  林金曼  何  静   

卢梦辉  邹闻婕  邓王菲  黄佳佳  江樱翘  谢妙芸  袁小兰   

李妍玲  陈俊如  黄裕欢  李宛芷  何菲雅  蓝秀婷  曾嘉慧   

翁冰婷  李雪华  李欣荣  朱  心  温舒琪  张茗洋  黄诗婷   

雷秋菊  徐淑兰  黄佳玫  赖璐瑶  林敏娜  陈静雯  李婉荧   

杨天娇  倪乾发  江丽君  陈妙纯  古少红  邹紫钰  刘翠婵   

赖婷婷  马楚雯  吴纯丹  许嘉惠  周  纬  彭嘉怡  周  静   



李咏薇  魏含蕾  黄瑞娜  王冰霖  吴楚莹  许思瀚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68） 

曾思棋  张锦静  郑妙萍  曾锐娜  徐碧铮  陈嘉涛  来素银   

何雨芳  曾婉毅  吴楚琦  张楚柔  旋湘桃  梁珊珊  洪月娥   

方丹丹  李世凤  莫颖珊  梁妙慈  林士雄  陈冰玲  赖雅妮   

何金姣  赖家怡  林慧玲  邬斯敏  刘雅云  王  玲  麦小玉   

刘  倩  田  欢  张  雨  蔡丽娟  蔡晓玲  姚艾君  郑静选   

毕静文  叶惠芳  邱梦佳  庄楚津  郑茵妮  林心怡  谢  瑾   

梁小珊  罗洁柳  罗  婷  刘裕娜  陈珮涵  朱佩珊  洪少萍   

张灿鑫  吴佳莉  凌小燕  苏春兰  黄茜媛  王诗珺  黄婉欣   

戴君兰  吴佳丽  陈依凡  林晓纯  游泽璇  杜玉珠  林晓琪   

叶锐敏  王  丽  郑彩京  黄梦涵  张蕊茗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47） 

邓汉荣  梁研朊  潘伟林  黄钰恒  王奕翔  林晓聪  郑浩斌   

庄  坤  陈晓升  郑玉娜  庄晓杰  古慧春  杜王斌  苏锐豪   

洪茂盛  揭智勇  罗伟豪  林创杰  柯  博  邱枫杰  邱祖航   

曾俊东  陈晓生  彭璐璐  郑锐彬  陈梓豪  黄贵光  黄  艺   

庄儒杰  李煜鑫  苏敏滨  杨英伦  张灿杰  陈志安  林晓莉   

马坚信  吴丰涛  陈镇展  罗龙飞  郑永锋  杨梓敏  陈林涛   

方楷锋  过小虎  王湘灵  陈培泉  杨楚榛 

音乐学院（24） 

黄侑怡  林  旭  吴燕林  姜  信  徐  倩  黄  飘  欧嘉瑜   



温倩微  罗婉滢  李嘉雯  周丽娴  陈倩玲  林俞邑  聂婉莹   

湛楚莹  潘文菊  梁冬怡  陈  静  魏  群  郑燕霞  吴晓筝   

吴奇丰  李心言  黄凤妍 

政法学院（50） 

周椿澄  尤毓芝  林晓琦  许晓绵  冯媚琪  谢晓文  黄诗雯   

梁嘉莉  谢少敏  陈铂冰  江嘉娴  林伟湘  吕俞蒸  吴庚涛   

陈德恒  吴丽丽  蔡荣花  陈奕纯  陈勇锋  陈佳悦  卢子纯   

尤银燕  欧阳露  冯培桩  邓琪琪  梁毅林  刘宇舒  徐珊珊   

陈静雯  占思雨  李瑜瑜  梁永豪  杨彩燕  方敏玲  王佳琳   

张楷芹  余桂霞  宋宇平  余玉欣  杨文君  吴玉琴  陈雅婷   

曾  齐  张  钰  卢文娟  胡安婕  陈昱坤  张秀茹  连美红   

欧阳惠翎 

 

优秀学生干部（454）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30） 

黄慰杰  梁观凤  严伟杨  胡  巧  黄艺文  廖月辉  邢钰楷  

郑树钳  黄广勇  丘智权  何连辉  雷铭浩  陈润杰  林雪冰  

陈尔纳  刘燕玲  黄振雄  黄学谦  林思敏  李雯抒  薛永新  

陈倩容  郑晓纯  苏冬纯  王玉珊  林晓婷  杨洁瑶  刘浩然  

唐咏琪  严森林 

地理与旅游学院（26） 

杨志鸿  陈少燕  洪彬彬  何田云  余慧敏  陈智颖  方晓芬  



黄琬蓉  陆茵欣  张健慧  卢梓君  潘映君  李  微  杨银霞  

姚  敏  黄丹娜  许丹曼  刘晓圆  马佳铭  林  聪  苏  帆  

陈晓乐  梁锦彬  马少娜  陈慧琳  陈沁霖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18） 

邓碧兰  刘桂娇  曾丽敏  甘定豪  张振杰  李俊锋  陈信哲   

黄爱嫦  刘欢欢  陈雪瑷  林松彬  黄泽涛  李  君  温雅洁   

黄加旋  钟献伟  黄晓威  陈航宇 

经济管理学院（50） 

叶  蕾  陈  影  冯鸿锨  刘燕鑫  郑俏娜  陈冰玲  戴宇明  

许艳芳  林泽轩  陈广兴  江  珊  黄晨颖  彭彩琴  邱慧敏  

张仕杰  张  燕  吴伟洪  曾清清  郭育纯  侯锦泓  林雪仪  

王小妹  蔡冠雄  苏伊玲  王丽虹  刘巧凤  许宇阳  曾玉霞  

陈穗蕊  黄  劲  陈培芳  严晓楠  贺琛淇  陈  洁  林爱铃  

黄美莲  吴幸萍  王艺晓  周洪镘 辛锦玲  杨  芳   郑燕真  

陈萍煊  郑安娜  吴  灏  吴宇明  钟桂梅  洪淑婷  陈界萍 

林梓阳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15） 

蔡丽娟  吴烈鑫  邓可岚  黄跃锋  吕丽霞  陈菊桂  冯少泳  

蔡泽涛  严诗琪  林培涛  谢江静  吴晓星  李宝瑜  杨素婷  

余振娅 

教育科学学院（16） 

李健志  薛晓招  吴楚碧  邝晓青  周丽虹  廖雪琳  朱香香  



陈  婷  郑依涵  杨  璇  卢嘉琪  钟  舒  刘冰冰  邹丽娟  

李  丽  姚丽蓉 

美术与设计学院（18） 

钟茂明  李国文  张  彬  陈  晴  仇  悦  陈思思  何家亮  

陈  敏  钟福昌  黄晓婷  方  怡  王银萍  蔡汝炜  谢晓玟  

叶伟健  刘贵全  何慧玲  杨  苗 

马克思主义学院（5） 

邹文凤  林艺瑶  方英佩  李家金  蔡妙冰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27） 

林  铿  丘耀锋  纪仙英  林语佳  许珍苗  姚棉贤  林  芸  

郭钊慧  梁怡欣  黄诗祺  林少欣  林灿键  骆思泳  张慧婷   

黄浩松  陈佳敏  蔡晓创  吴晓林  黄静娟  蔡燕梅  韩德秀  

李菁菁  张妮欢  李紫溦  吴柏煜  袁芝瑞  陈燕双 

生命科学学院（25） 

吴晓君  黄晓苑  钟燊杭  许振伟  刘梓英  郑佳涵  黄梓亮  

陈佳婷  江洁霞  蔡明惠  陈丹燕  张镔熳  李智婷  陈启聪  

蔡滢源  陈树泓  许晶晶  周锦涛  郑希绵  苏宇静  黎玉珍  

吴依楠  肖俊龙  王  楠  赖丽兰 

体育学院（12） 

薛惠城  廖仲欢  杨裕康  蔡金飞  邓钰娴  骆舒婷  廖济平  

谢燕秋  罗智豪  叶慧婷  刘湘荣  廖寿钻 

外国语学院（25） 



钟远霞  丘秋婷  陈  琳  陈  羽  陈月嫦  林  京  张晓平  

蔡成伟  何晓恩  林文菲  李  夏  伍绮婷  刘舒琪  冯婉卿  

郭家欣  杜栋杰  黄嘉敏  刘小茜  黄曼倩  李培林  彭  琴  

李亦琳  黄静漪  熊  乐  黄宇婷 

文学与传媒学院（26） 

陈奕苗  蔡婉婷  陈梦婷  江泽伟  周  梦  戴文萍  王树萍  

许泽杰  黄冰莹  陈灵英  何可儿  邵婉莹  郝文静  黄锦慧  

张燕芳  陈爱铧  伍卓怡  罗嘉怡  董济东  肖  漫  陈  萌  

叶  静  吴  哲  何柳婷  陈诗婷  何雨珊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30） 

范正淳  胡意珊  彭文静  许晓纯  张乔植  林静璇  曾锦华  

张  鑫  林丽萍  聂隆萍  杨家盛  刘纯丹  侯洁文  杨晓佩   

章志鑫  杨冰冰  王子豪  许美诗  陈锦莹  陈妙娜  张辰宇   

黄婉玲  温佳梦  王思聪  程海敏  邹钰婷  陈佳珠  罗海燕   

蒋  浦  洪美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44） 

叶捷杰  赖村逸  梁智星  彭建勋  黄志坤  林  东  杨志勇   

郭思敏  刘秀杏  陈培琳  章锐海  黄文燕  陈智惠  张俊宇   

蔡耿钟  李惠怡  林丽沁  许佳鸿  林  鑫  林文棵  郑壮杰   

陈  航  唐宇泽  郑枫耀  江  惠  王文娜  肖鑫杰  郑立勇   

陈欣和  龚小雨  梁伟锋  王庆如  蔡晓敏  陈燕璇  刘根伟   

肖劲远  谢晓雯  吴志伟  郑希俊  郑演锐  李月婷  蒋焕贤   



吴润乔  张  康 

音乐学院（15） 

黄秋婷  王琪涵  李金冬  杨  洁  潘玉娴  余美静  吴诗洁   

肖文穗  范琪琪  田旖旎  李苑芯  杨  爽  吴佩瑜  田  鑫   

王秋娟 

政法学院（31） 

李雪銮  梁海茵  陈育玲  陈正浩  钟炜贤  张锐华  林佩君   

杨  楠  蔡晓慈  池敏芝  许晓洁  郑佳鑫  唐婉婷  彭帆影   

冯毓莹  林佳妮  林思琦  陈玉嫦  张惠婷  陈  艳  方  虹   

翁华敏  蓝启勋  蔡  泳  赖雨洋  李思敏  林日奎  陈彩琴   

周  熔  蓝  怡  陈  逸 

学生处 职业发展协会（2） 

赖丽丹 曾庆洲 

团委（39） 

刘  星  曹  霓  王泽漫  马敏霞  陈  怡  吴彩云  邹远明  

黄伊乐  吴漫越  陈诗宇  蔡锐纯  郑丹铃  何  静  孙以纯  

杨适意  陈婉汾  林  惠  黎幸芳  吴晓苗  辛玉芸  沈才琳  

朱衡楠  李  维  杨家威  顾俊雅  梁婉莹  翁晓洁  黄泳宇  

欧  捷  何玉珊  王钡琪  张  晟  周凯娴  周妍虹  阮建兴   

莫文苑  郑若虹  詹汝豪  张雯妍 

 

少康奖（65）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8） 

吴文鑫  曾渝津  林勇杰  章立旭  冯娘基  李丽清  林嘉鑫   

黄伟鹏 

地理与旅游学院（4） 

陈锦嫦  游  昕  陈雯雯  冯  杨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7） 

冯锦荣  钟守登  黄燕丽  黄梦泳  周伟良  李晓彬  黄楚钦 

经济管理学院（9） 

刘  雯  郭  旋  吴伟洪  王子亮  谢慧燕  辛锦玲  钟珊杉   

陈晓欣  潘蕴韬 

教育科学学院（3） 

刘心慧  戴奕含  区瑞莹 

马克思主义学院（4） 

陈静恍  黎倩婷  黎幸芳  赵小楚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7） 

郑煜芬  杨嘉琪  姚静仪  骆  蓉  翁佳霓  陈佳敏  罗媛丹 

生命科学学院（2） 

林  莹  邓  亮 

外国语学院（12） 

朱翠琪  陈  羽  翁晓丹  黄晓漩  黄欢丽  蔡海端  黄琳雅  

骆  燕  冯婉卿  李雅琦  陈姿谕  李淑桂 

文学与传媒学院（4） 



林美妤  何欣蔚  黄晓莹  周梦盈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2） 

徐碧铮  黄悦欣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1） 

庄晓杰 

政法学院（2） 

邓琳琳  胡宏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