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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昌大学委员会文件

南大字〔2022〕77号

关于表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学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校内各单位：

为大力弘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的伟大精神，选树典

型、激励奋进，汇聚学校“双一流”建设事业全面发展的精神合

力，根据《关于开展南昌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南大组函〔2022〕40 号）《关于

开展南昌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学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工作的通知》（南大学工函〔2022〕22号）要求，经各单

位推荐、公示，职能部门审核，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在

今年 3月中旬至 5月下旬学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表现突出

的 143个学生先进集体和 1127名学生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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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甘于奉献，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学校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希望全校学生以先进为榜样，积极践行“四自教育”，涵养

爱校荣校情怀，发扬主人翁精神，关心学校发展，维护学校声誉，

投身学校建设，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挑重担、无私奉献，努

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附件：1.南昌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学生先进集体

2.南昌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学生先进个人

中共南昌大学委员会

2022年 10月 29日



－3－

附件 1

南昌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学生先进集体（143个）

人文学院（5个）：

人文学院学生会

人文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昌大学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会人文学

院分会

人文学院研究生会

人文学院研究生 2021级中国史档案班

新闻与传播学院（4个）：

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 20级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学 192班

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会

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2021级新闻与传播班

外国语学院（4个）：

外国语学院学生会

南昌大学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会外国语

学院分会

外国语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外国语学院 2021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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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5个）：

艺术学院舞蹈学 201班

艺术学院绘画 214班

艺术学院音乐学（音乐教育）201班

艺术学院音乐学（器乐）214班

艺术学院研究生会

法学院（4个）：

法学院法学 192班

法学院学生会

法学院 2020级学硕班

法学院 2021级学硕班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7个）：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公共关系学 192班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公共关系学 202班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班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学生会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2020级硕士班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2021级硕士班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研究生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1个）：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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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7个）：

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 214班

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214班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国际会计师 ACCA）212班

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会

经济管理学院 2020级研究生班

经济管理学院 2021级研究生班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会

旅游学院（2个）：

旅游学院学生会

旅游学院研究生会

体育学院（2个）：

体育学院学生会

体育学院 2021级体育学研究生

物理与材料学院（6个）：

物理与材料学院材料类 215班

物理与材料学院无机 194班

物理与材料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91班

物理与材料学院研究生 2021级材料与化工 213班

物理与材料学院研究生会

物理与材料学院 2020级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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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计算机学院（5个）：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计算机 I类 216班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学生会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数学类 214班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2021级数学研究生班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202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生班

化学化工学院（5个）：

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会

化学化工学院“青团”志愿服务队

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 192班

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会抗疫先锋队

化学化工学院“双带头人支部书记工作室”研究生党员抗疫先锋队

先进制造学院（6个）：

先进制造学院车辆工程 211班

先进制造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4班

先进制造学院学生会

先进制造学院自强社

先进制造学院 2020级硕士研究生疫情防控工作组

先进制造学院 2021级硕士研究生疫情防控工作组

信息工程学院（6个）：

信息工程学院公寓管理委员会

信息工程学院勤工助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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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团校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会

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会

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 2021级自动化班

软件学院（5个）：

软件学院计算机Ⅱ类 2002班

软件学院计算机Ⅱ类 2009班

软件学院计算机Ⅱ类 2110班

软件学院计算机Ⅱ类 2113班

软件学院研究生会

食品学院（6个）：

食品学院学生会

食品学院青山湖 2018级年级管委会

食品学院研究生 20级食品科学工程 1班

食品学院研究生 21级食品科学与工程班

食品学院研究生 20级营养食加发酵班

食品学院研究生 2021级生物与医药 1班

生命科学学院（3个）：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 202班

生命科学学院学生会

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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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学院（2个）：

资源与环境学院学生会

资源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 2021级研究生抗疫成员组

建筑与设计学院（4个）：

建筑与设计学院【建·设】未来志愿服务队

建筑与设计学院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社

建筑与设计学院青春建设者工作室

建筑与设计学院研究生 2021级建筑学班

工程建设学院（5个）：

工程建设学院土木 212班

工程建设学院学生会

工程建设学院土木工程（道桥）191班

工程建设学院研究生会

工程建设学院土木系 2020级研究生班

基础医学院（2个）：

基础医学院萤火志愿者服务队

基础医学院 2021级硕士班

公共卫生学院（3个）：

公共卫生学院“抗疫先锋”志愿服务队

公共卫生学院学生会

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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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3个）：

南昌大学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会药学院

分会

药学院学生会

药学院研究生会

护理学院（2个）：

护理学院南丁格尔爱心会

护理学院研究生会

第一临床医学院（8个）：

第一临床医学院守护者战疫队

第一临床医学院组织核酸志愿者队

第一临床医学院核酸扫码志愿者团队

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0年级学生会

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0级研究生 4班

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0级研究生 7班

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1级研究生 3班

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1级研究生 7班

第二临床医学院（8个）：

第二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 185班

第二临床医学院医学影像学 192班

第二临床医学院智能医学工程 201班

第二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 210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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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0级专硕 2班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0级专硕 3班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1级专硕 4班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1级专硕 5班

第三临床医学院（2个）：

第三临床医学院临床 199班

第三临床医学院研究生会

第四临床医学院（2个）：

第四临床医学院防疫先锋队

第四临床医学院 2020级研究生班

口腔医学院（2个）：

口腔医学院口腔 191班

口腔医学院 2020级研究生班

焕奎书院（1个）：

焕奎书院医学创新实验班 201班

眼视光学院（2个）：

眼视光学院学生会

眼视光学院研究生会

儿科医学院（2个）：

儿科医学院学生会

儿科医学院研究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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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女王学院（2个）：

玛丽女王学院学生会

玛丽女王学院 181班

际銮书院（2个）：

际銮书院 2020级国学实验班

际銮书院学生会

人民临床医学院（1个）：

江西省人民医院 2020级研究生 1班

附属妇幼保健院（1个）：

附属妇幼保健院研究生 2021级妇保班

高等研究院（1个）：

高等研究院研究生 2019级微尺度科学与技术班

教育发展研究院（1个）：

教育发展研究院 2021级研究生

校团委（1个）:

南昌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校学生会（1个）:

南昌大学学生会

校研究生会（2个）：

南昌大学研究生会

南昌大学研究生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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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昌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学生先进个人（1127人）

人文学院（53人）：

王宇晨、王明明、王 菲、王 森、文 浩、史航东、吉 凤、

吕霄鹏、朱 煦、向静婧、刘运文、刘毓文、许 朵、许 钊、

严娱婷、李红玉、肖琳雨鑫、何雨宁、何翊东、宋雨霏、张世杰、

张昊颖、张莲赫、张潇丹、陈歆钰、陈 慧、陈璐琳、罗成阳、

罗莉莉、罗颖华、罗蕴文、金云翱、周 丁、赵杨琴、荆萌萌、

胡庆洲、钟雨康、钟 慧、贺文彬、袁艺博、衷丽君、黄之骏、

黄椿岚、黄燕红、曹巧妤、曾奕杰、谢坤灵、谢 婷、鲍博然、

廖弘扬、廖家辉、薛 鹏、霍嵩越

新闻与传播学院（48人）：

马晴晴、王玟琪、田明敏、田晟序、史雨晗、代 玉、代梦颖、

刘珈秀、孙雯雯、克文慧、杨佳乐、肖贞珍、肖钰鹏、肖婷芳、

吴宜蔓、吴思妤、何远玲、吴枚潞、汪 婳、郑润超、蔡慧敏、

张信弋、张梦洁、张萱宇、张 晴、张燕红、陆 坤、陈 玥、

陈明立、於宇轩、胡明月、侯 炜、夏苗苗、徐 冉、徐柳薇、

黄子弯、黄子琪、黄启莹、黄 欣、曹靖雨、崔晨希、梁建民、

董竹臻、舒 畅、滑雪妍、谢文英、谢 晖、蔡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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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40人）：

万庆龄、王 杰、王雅迪、方徐荣、邓雨欣、卢 丹、付靖涵、

刘思苡、江厦雯、寿卓钦、李诺娅、杨晓晨、余亚轩、沈 洁、

沈祥羽、沈 祺、张雨晴、张笑笑、张银茹、张 越、周心怡、

郑弋伟、郑梦瑶、赵晨婧、胡琳悦、钟 意、祝杨烨、姚天航、

黄义娴、黄 骏、鲁凯琳、曾雯静、温 倩、虞宇琪、简海文、

谭 柔、谭 颖、翟羽佳、熊 赛、操勇军

艺术学院（49人）：

马亚妮、马宇含、王文辞、王培瑞、王静平、宁 琦、吕 娜、

朱珈仪、刘 雯、刘 潇、孙龙飞、杜 勃、杜奕蒙、李仪萱、

李 焱、吴鸿飞、何 帆、余书寰、余佳书、张春博、张 穗、

陈思羽、陈博进、罗继现、周子璇、周明哲、周景涛、周澄嫣、

段怡烜、袁 婕、袁 磊、耿 娇、贾培燃、夏 骁、郭昱炜、

郭程明、黄彬月、曹瑞琪、麻文龙、康 健、谌颜婕、彭 渤、

程之衡、谢林锋、雷茁涵、窦垭菁、蔡 南、熊宏炜、穆柯蓉

法学院（33人）：

马进兰、艾志杰、过水新、龙家万、朱方怡、庄卓伯鑫、刘天羽、

刘木子、刘卓灵、刘易华、刘嘉毅、江嘉鹿、李江涛、李浩榕、

吴明宇、吴 菁、张 洋、陈淇琳、陈琳欣、陈 骞、金同彤、

周建超、胡栋梁、姚若雲、徐杰雄、唐雅婷、黄炎东、黄悦芊、

彭桦宇、曾梦媛、曾 颖、曾蔚璇、谢文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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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92人）：

王艺潼、王延明、王宇航、王李睿、王雨嫣、王 剑、王 巽、

韦烨燕、尹志杰、邓嘉谧、卢昱赫、叶明婕、田 冉、田安悦、

田静雅、付佳丽、兰 欣、吕佳琪、朱思垚、朱媛媛、任 杰、

刘妍君、刘佳瑶、刘瑞文、江 欣、许家悦、许梦婷、李可衎、

李玥逸、李济含、李羚朝、李琦仙、李 强、李 想、杨佳斌、

杨思妍、杨润芃、杨 悦、杨 硕、杨 源、何 刚、何思颐、

余佳韵、邹宇航、汪江东、宋 昊、张玮榕、张洪林、张 婷、

陈 哲、罗西子、罗雅琳、金 悦、郑文茜、郑思懿、赵从涵、

赵前坤、胡军涛、胡宏智、胡振宇、钟邦林、钟 晴、钟曦辉、

保金涛、敖 博、袁 灿、夏怡芬、夏侯惠民、柴昉玥、柴禹行、

徐晨辉、徐 意、唐 佳、唐欣愉、涂思言、黄毓珏、曹露丹、

梁祖豪、梁婉桐、彭 坤、董烨彤、程 路、曾昱桐、曾德蕃、

滑鑫益、谢嘉欣、廖文涛、廖曼婷、熊 可、熊文暄、滕美茹、

薛悦瑶

马克思主义学院（11人）：

王素雅、甘莉群、乔 朋、李 娜、杨 澜、余盈琳、张立莹、

张 迈、张 露、罗盼琪、胡 卉

经济管理学院（68人）：

万宇煊、王一冰、王玉香、王加艳、王宇阳、王沛霖、王泽宇、

田思雨、生 超、付 家、邢铁奇、仲 菲、刘子逸、刘心雨、

刘军杰、刘丽英、许峻瑶、李方含、李晓冬、李嘉行、吴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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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顺捷、汪杉杉、张雨柔、张俊鹏、张 楠、陈 悦、林英珂、

周茂中、周雅静、郑诗弋、郑淑怡、郑嘉霖、陆文灿、赵卓萍、

赵泽浩、郝泽宁、胡华林、胡 颖、郜尚城、侯美琳、姜毅俊、

洪振鹏、秦雨菲、袁丽芳、袁首阳、徐志翔、高云鹏、高艳灵、

郭可柔、郭芷钰、陳 杭、黄宏宇、黄 欣、黄 婷、黄 潇、

曹 颖、曹 睿、隋 静、巢金艳、彭若冰、焦东辰、曾令胜、

赖丽君、虞洲俊、谭 颖、黎丁宁、潘婉棋

旅游学院（16人）：

龙思宇、刘岳振、许王婷、芦嘉仪、李诗婳、张杰栋、张紫琼、

周佳蜜、胡振涛、施 璨、洪韵婷、唐子怡、黄 倩、梁茜蕊、

程可馨、赖金玉

体育学院（14人）：

王培煊、白洋松、吕凯彤、苏万金、苏清秋、李训灏、李雪宁、

杨嘉乐、张 丽、高吉魁、郭 懿、黄 欢、谭艳鹏、潘月民

物理与材料学院（47人）：

于昊明、于隆南、万书函、王华嵩、王 亮、王 维、阳 磊、

任骊冰、伊 扬、刘江宏、刘佳荟、刘锐宏、苏军阳、李 乐、

李浩然、杨丰喜、杨 磊、肖国强、吴 昊、吴珍梅、吴雪婷、

应静诗、冷新伟、沈文静、张世敏、张贤晶、张潇阳、陆 超、

陈思旭、陈瑜文、林浩雄、金永秀、赵文静、柯博雅、姚 芬、

徐 江、涂浩强、陶叔强、盛 翔、程 蔚、曾奕琦、谢锋萍、

谢 锴、褚馨怡、谭雨萌、潘 儒、冀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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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计算机学院（43人）：

马培凡、马梓萌、马 瑞、马 霖、王一智、王培鑫、付宇杰、

冯芝红、吕 笑、朱康蕃、刘文浩、刘亚成、刘芮华、刘睿博、

李欣豪、李 春、李 根、李寅硕、李想锋、杨一帆、杨振浩、

吴开应、吴 晓、宋家兴、张 明、张欣悦、张 朔、陈佳伟、

陈 钦、陈炯缙、易浩轩、周梦韦、胡应勇、姜 兰、袁 园、

贾舒尧、凌海艺、郭铭锴、黄佳硕、程美华、程博旭、温 鑫、

蔡 伟

化学化工学院（39人）：

丁一帆、于子倩、万佳兴、左丽珍、石羽珍、叶浩彬、伊学政、

刘志强、刘春旗、许智坤、杜浩旋、李贵贤、李 豪、杨 震、

吴效鹏、何茹城、邹 镇、张昕玥、张 乾、张辨权、陈屹菁、

陈凯云、陈 璐、林 艳、林梦婷、尚龙文、岳树升、周未榛、

侯雪猛、桂林墅、徐珍燕、高 洁、郭罗华、黄至鑫、曹 川、

盛旺平、焦金瑞、廖前远、魏晋露

先进制造学院（57人）：

马连续、王以波、王仕磊、王 佳、王 浩、王鲁炳、王新明、

王 睿、方志鸿、冉晨曦、冯勇杰、曲智旭、刘子祺、刘庆楷、

刘泽昊、江绍雄、李 祎、李俞杰、李勇涛、杨 俊、杨 贺、

杨 瑞、时昀泽、时念阳、吴平安、吴志勤、吴真平、余之颉、

邹 俊、张楚格、陈红伟、罗宇晨、周永强、周翔宇、单连赫、

胡清波、柯 星、姜小龙、姜 岚、姚 圣、贺守正、袁令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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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腾琴、顾硕俊、徐枭琦、高连科、郭志清、唐 彦、陶雨顺、

陶瑞雪、黄绍星、詹礼毅、蔡宗锜、谭 佳、谭海博、熊俊凯、

潘浩鹏

信息工程学院（64人）：

丁 伟、卜姜元、万郑豪、王文瑞、王 林、王雨桐、王昭军、

王 斌、王竣民、毛慧男、甘智豪、张华毅、艾 力、申一萌、

邝文超、师雨晴、刘丰明、刘 通、刘继业、刘 琛、刘 誉、

汤力为、许 东、许 巍、李艺海、李世文、李金洺、李彦彤、

李 斌、李墨轩、杨 浩、杨 菲、肖仰淦、吴绍楷、吴 涵、

吴鑫龙、吴中震、邱芃瑞、余茂林、冷宗林、宋贞莉、张文文、

张晓琴、陈子悦、陈 珊、陈 茜、陈祖彬、陈家升、罗 成、

周迎安、郝凯东、钟其轩、俞泽峰、郭延彬、龚峥涛、康 吉、

彭 强、谢 靖、谢 滨、詹子健、熊 丰、颜 润、戴礼贤、

鞠晓双

软件学院（36人）：

丁心雨、马 睿、王 丹、卢 京、任梦星、刘逸凡、孙笳涵、

李永晨、李明洋、李金丹、李 涛、李雪冰、何 静、张 楠、

陈思琪、罗俊杰、金渤翔、周鑫煌、赵一恋、郝卓冉、钟 文、

聂 欢、徐可欣、徐志成、唐佳瑶、涂峻源、龚 政、常瀚文、

葛 芳、韩 贞、温江璐、谢俊龙、蓝 靖、廖杨政、谭嘉俊、

熊一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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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学院（40人）：

马慧莹、王一舒、王 靖、卢 琪、代安琪、边晓芳、任丽萍、

任彦瑾、刘丹阳、刘 凯、刘建媚、刘 振、刘 莹、江 欣、

孙 楠、李铃东、杨婉钰、杨 琦、邱 毓、沈丽婷、张 宇、

陈慧慧、苗洛瑶、罗柳柳、赵小乐、荀阳阳、胡 聪、敖敏瑞、

徐佳敏、徐鑫钰、郭 悦、黄雨琳、曹梓轩、梁雨亭、彭钰珈、

韩嘉龙、舒 志、蒲 懿、褚昊鑫、缪征鸿

生命科学学院（32人）：

马中浩、马 昕、尹 智、邓建平、叶 晨、付智豪、冯子烨、

邢宇彤、刘江虎、李嘉欣、李 赠、杨圳杰、何紫阳、沈基琳、

宋晓蔓、张帅帅、张宇曦、张爱欣、张 萌、张敬怡、陈永龙、

林静怡、金 峰、封茂林、赵咏琪、秦 寒、徐瑞鑫、唐 杰、

曹新颖、梁 璐、曾令卓、雷 雯

资源与环境学院（32人）：

丁毅铭、卢亚丽、田茂芝、付坤鹏、包 涵、刘统贵、江 渭、

汤 媛、孙昊勇、孙俊妮、李文龙、李 桦、杨龙生、杨仕杰、

肖江龙、肖治国、吴佳博、吴懂飞、汪月晗、张文智、张娴丹、

张清科、金泽宇、周玮钰、赵永花、赵培涵、柯智杰、祝书星、

黄子轩、崔洺铨、雷志豪、熊鑫禹

建筑与设计学院（39人）：

马艺源、王佳弈、毛森浩、方雅宁、方 璇、叶宇姿、刘茶娟、

乐 雷、曲佳宁、伍佳琪、米 媛、江 奥、孙金菊、阳 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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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俊腾、李京媛、李晓婷、李浩澜、杨亚辉、杨瑞聪、吴佳辉、

余洪钊、邹晓燕、汪攀红、宋雨萱、宋春燕、张金彬、张梦雪、

周小婷、孟正阳、祝昆皓、姚 菲、袁雯欣、贾惜春、徐文浩、

凌永康、郭慧迪、董芳言、薛 怡

工程建设学院（49人）：

马懿君、王者俨、王茁宇、王春坤、邓文涛、邓灏棋、冯振和、

成冰燕、刘 帅、刘江潏、刘 洋、刘硕凡、李小虎、李东旭、

李 奔、李凯龙、李健华、苏景振、杨洪凯、肖君潮、肖 琰、

吴厥财、余丁文、余孝鹏、邹文静、邹宗毅、邹锦怡、汪继力、

张大帅、张龙涛、张 民、陈 威、范 凌、林 玥、周建棋、

赵海洋、郝升航、钟志文、姜俊军、姚 愿、黄锦光、龚凌涛、

程西洋、程源池、曾凯欣、熊世海、熊杨帆、缪鸿伟、操智恒

基础医学院（8人）：

马先润、王子文、王亦婧、吕思佳、华耀光、陈 灿、陈蓉龙、

施福秀

公共卫生学院（19人）：

王 佳、刘 欣、江 政、李杨钰潇、李洋洋、杨金蓉、杨善岚、

何 欣、汪建伟、欧阳优艺、罗建伟、胡 欢、钱文妤、徐盛朝、

郭岱欣、梁睿莹、游 静、裘佳民、熊逸杰

药学院（15人）：

王佳威、石 浩、石璐煜、曲振声、刘珈宁、刘炳辰、刘彩英、

刘竣文、陈文苹、陈焕昌、林嘉瑞、卓艳婷、柏欣颜、凌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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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碧莹

护理学院（7人）：

刘佳晨、苏钰珍、李小罗、幸芳芳、徐 瑶、崔丽美、逯 莹

第一临床医学院（39人）：

王文澳、王佳伟、王 浩、王家兴、戈泽昊、牛彤欣、付心怡、

吉奕成、朱家豪、齐向玥、孙仲蕙、孙奇冉、李文池、李东方、

李旭文、李 琰、李紫薇、李晴雯、李璐璐、杨 涛、吴玉玲、

吴紫云、余涣涣、陈凯江、陈淞儒、陈紫星、林怡卿、钟 睿、

段赛男、郭楚祎、唐金财、黄 力、喻娅娟、程泉凯、傅云峰、

曾莞欣、黎 伟、操 晖、魏亚美

第二临床医学院（36人）：

毛琪英、尹树琴、邓昊玥、占欣璐、吕若珍、刘文吉、刘 杨、

刘丽文、刘 琪、江一珂、许康祥、苏若琳、杨春华、杨俊梅、

杨新宇、吴梓俊、汪勇波、张沄韬、易建伟、周晨晨、赵成凯、

胡羽珊、胡馨月、徐 州、涂泽伟、陶依婷、章正发、章春方、

梁睿恺、韩伟清、舒 远、舒宏新、雷锟坚、蔡安琦、谭啟红、

黎章旺

第三临床医学院（5人）：

杨婷芳、徐艳浩、郭 楠、黄兴望、康晓丽

第四临床医学院（8人）：

王姝月、龙思萍、刘胜帝、汪 鹏、张 浩、郑 伟、彭 博、

谢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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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院（9人）：

王妍梅、王紫阳、甘礽蕾、叶 焜、孙晟杰、武雪飞、胡锦琪、

徐克兴、黄志伟

焕奎书院（3人）：

王皓正、张湘悦、徐欣鎏

眼视光学院（10人）：

马文琦、皮静茹、张萌煌、张博渊、陈美玲、罗玉江、郑海纳、

徐子康、徐李赫、郭隽杰

儿科医学院（6人）：

王 迪、王钰银、尹婷婷、刘思佳、颜佳文、潘珍惠

玛丽女王学院（22人）：

丁嘉宁、王文浩、朱雨欣、刘昱辰、刘 颖、刘嘉禾、孙茁凯、

李赵渊、李楚齐、张可心、张清方、张骞予、陈建瑞、陈 燊、

钟 璟、原姚谦、曹子杰、梁定发、路闻扬、蔡洋溢、谭紫琪、

翟煜佳

际銮书院（25人）：

朱嘉懿、刘司成、刘旭锴、刘欢欢、刘金福、刘新泉、李秋实、

李潇桐、李蓊杰、邱舒珏、汪森林、宋潼阳、张瀚文、陈 凡、

陈禹杰、陈俊吉、范思雨、钟惠婷、姜俐君、徐达铭、高鸿晋、

龚文康、程静柔、童铭颢、熊云飞

江西省人民医院（1人）：

祝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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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妇幼保健院（1人）：

李梦颖

高等研究院（1人）：

赵浩楠

教育发展研究院（3人）：

张 敏、聂丽君、谭雨婷

国际教育学院（7人）：

ABASS DIALLO、ALEVTINA ZUBOVA、HASEEB ABDULLAH、RAVI KUMAR JAGARIYA、

SARAH VOLAHANTA RAFELANJATOVO 、 SHOAIB IJAZ 、 TASHMUKHAMEDOVA

SHAKHZODA

南昌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