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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关于表彰第五届
“马云卓越师范生奖”获得者的通报
各学院、部门：
为激励师范专业学生努力学习，敢于担当，成长为德才兼
备的优秀人民教师和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我校著名校友马云
捐资设立了我校最高师范专业奖学金——马云卓越师范生奖。
经个人申请、学院初评、校评优评奖委员会审核，公共管
理学院袁欢等 100 位师范专业本科生、沈钧儒法学院李金明等
15 位研究生获得杭州师范大学第五届“马云卓越师范生奖”。
希望受表彰的同学珍惜荣誉，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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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绩。同时，希望其他同学能以获奖同学为榜样，严格要求自
己，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为学校建设一流大学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杭州师范大学第五届“马云卓越师范生奖”获得者
名单

杭州师范大学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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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师范大学第五届“马云卓越师范生奖”
获得者名单
一、本科生
袁

欢（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 171 班）

王舒磊（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 181 班）
郭丽婷（教育学院特殊教育 161 班）
张琼如（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61 班）
陈晓蔚（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63 班）
陈思懿（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64 班）
王安忆（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64 班）
周

欣（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65 班）

朱诗媛（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65 班）
黄子珂（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72 班）
郑平凡（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73 班）
李华楠（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74 班）
吴

婕（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74 班）

许雨静（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76 班）
涂冰慧（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76 班）
龚瑞晴（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86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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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惠敏（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教育 161 班）
何执渝（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教育 163 班）
刘赛男（体育与健康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161 班）
朱悦铭（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教育 173 班）
蔡明明（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教育 174 班）
陈捷思（体育与健康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171 班）
战广豪（体育与健康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172 班）
吴润帆（体育与健康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181 班）
谢雅洁（人文学院人文教育 161 班）
曹

岚（人文学院历史学 161 班）

俞嘉丽（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61 班）
应少艾（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61 班）
朱丽京（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71 班）
曹艳艳（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72 班）
陈

麟（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72 班）

陈

洁（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75 班）

金朦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75 班）
阳晓娟（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81 班）
钱书逸（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81 班）
黄文娴（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82 班）
姜

琪（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182 班）

彭娜娜（人文学院历史学 18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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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玮（外国语学院英语 161 班）

楼梦璐（外国语学院英语 161 班）
袁梦婷（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61 班）
丁姣娜（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63 班）
尤洋洋（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63 班）
林智丹（理学院物理学 161 班）
郭舒悦（理学院科学教育 161 班）
李敏健（理学院科学教育 161 班）
吴美玲（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 班）
王思怡（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72 班）
沈

浩（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73 班）

郑梦莹（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73 班）
鲁侣峰（理学院物理学 171 班）
王诗怡（理学院物理学 171 班）
卢依缀（理学院科学教育 171 班）
胡杨琴（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82 班）
沈慕华（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 183 班）
潘丽娜（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化学 161 班）
魏璐瑶（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化学 171 班）
陈

姝（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化学 171 班）

姚佳媛（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化学 181 班）
林

雅（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生物科学 16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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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豪颖（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生物科学 171 班）
余

艳（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生物科学 172 班）

陈茹意（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生物科学 181 班）
杨晶婷（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生物科学 171 班）
徐佳怡（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1 班）
陈丽倩（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2 班）
郎威俐（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2 班）
薛心怡（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 班）
周妙迪（美术学院美术学 161 班）
陈露露（美术学院美术学 163 班）
杨心怡（美术学院美术学 173 班）
何

璐（美术学院美术学 172 班）

许甜甜（美术学院美术学 181 班）
卢子夜（美术学院美术学 182 班）
陈薏仁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理综（数学）161 班]
童金军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理综（数学）161 班]
黄心怡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语文）161 班]
李依婷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语文）161 班]
马航振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英语）161 班]
徐雅亿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英语）161 班]
阮洲奕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理综（数学）171 班]
黄瑶瑶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理综（数学）17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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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闻兰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语文）171 班]
严丰颖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语文）171 班]
郑海文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语文）171 班]
沈慕禛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语文）171 班]
胡温怡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语文）171 班]
尹依璐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英语）171 班]
陈

枥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英语）171 班]

宣凌嫣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英语）171 班]
陈瑶瑶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英语）171 班]
沈

娟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理综（数学）181 班]

陈伊雯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理综（数学）181 班]
沈凌君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语文）181 班]
潘妤沁 [经亨颐教师教育学院文综（英语）181 班]
冯程程（音乐学院艺术教育 161 班）
曾亚妮（音乐学院艺术教育 161 班）
李安琪（音乐学院舞蹈学 171 班）
胡伊庭（音乐学院音乐学 171 班）
王誉添（音乐学院音乐学 181 班）
二、研究生
李金明 [沈钧儒法学院 2018 级学科教学（思政）]
钱艺蒙 [教育学院 2018 级小学教育]
邵晨倩 [教育学院 2018 级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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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婕妤 [教育学院 2018 级特殊教育]
郑羽亮 [外国语学院 2017 级学科教学（英语）]
陈丽敏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学科教学（英语）]
宋姝婷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学科教学（英语）]
张彩虹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学科教学（英语）]
姚姝兰 [人文学院 2018 级学科教学（语文）]
何楚斌 [人文学院 2018 级学科教学（语文）]
高

敏 [理学院 2018 级学科教学（数学）]

戚方柔 [理学院 2019 级学科教学（数学）]
倪佳俊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8 级学科教学（生物）]
柳一铭 [杭州国际服务工程学院 2018 级现代教育技术]
赖晓琪 [美术学院 2018 级学科教学（美术）]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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