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及国家助学金推荐候选人名单公示

根据学校《关于评选 2016 年度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及国家

助学金的通知》要求，经学生个人申请，班级民主测评以及年级、学

院评议小组审核，拟给予我院 73名学生发放国家励志奖学金，给予

281名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现将名单公示如下。如有异议，请在 2016

年 9 月 27 日前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年级辅导员或学院主管学生

工作副书记反映，反映情况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真实，以便

于调查核实，不接受任何方式的匿名意见。联系电话：

85211330/85210823 Email：hswwxy@qq.com

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人民币/人，共 73人。
2013级 庞小燕 邹群冰 陈巧红 陈颖雁 张熹 陈燕玲 卢惠钿 梁小红 韦秀凤

招惠宇 罗泽福 王奕玲 李文栋 陈涵曦 徐雪智 周碧琦 蓝少茹 曾惠欣

潘金花 李博 洪林璇 林淑贞 陈莹 张晓雅

2014级 李湘媛 谭晓建 黄凯敏 黄容 刘嘉琪 谢彩丽 陈海芳 郑贵银 梁带娣

杨锦 冯菲菲 张海琼 徐夏敏 卢雨晴 李娇娇 陈媛 黄晓旋 吴唤余

杨慧敏 欧乐瑶 黎林兵 蔡桂格 谢佳烨 古玉琴

2015级 刘惠晓 王泽玲 黄梓晴 梁金慧 张锶依 郑冰纯 罗丽霞 梁敏 张洁婷 余

晓淳 苏晶晶 张诗慧 吴佩霞 罗榕榕 谢洁珊 刘米芊 巫瑶瑶 侯佳燕

杨诗琪 郑衍琴 张婉欣 黄红燕 王越菲 华浩 沈琦

国家助学金：3000元人民币/人，共 281人
2013级 方晓娜 郭春媚 余丹榕 梁晶晶 李鸿 王淳淳 蒙诗漫 李丽蓉 黄思兰

吴梦霞 邹林香 庄泽燕 庾玉宜 吴碧霞 黄玉玲 蔡俊娟 梁小凤 林淑琴

黄锐敏 彭春如 陈健伟 谭昱 张静楠 李琼 许海容 魏辉燕 韦裕生

刘宝婷 刘文青 张燕 麦梓靖 刘雯雯 陈馥仪 潘春晓 利清扬 梁春娟

林昭琪 罗文敏 李一萍 张翠绵 陈妍 陈苑宁 梁绮丽 钟如娴 卢美婵

陈巧红 张熹 李博 林淑贞 张晓雅 陈涵曦 梁小红 李文栋 王奕玲

周碧琦 卢惠钿

2014级 萧博今 李湘媛 严建芳 赖梨凤 邓淑群 张海琼 卢雨晴 陈媛 陈泽佳

杨慧敏 梁思琪 黎林兵 卢文静 戴晓飞 梁少明 肖秋菊 叶丽敏 张怡婵

孙韬 张畅 刘彩玲 王禹童 魏春燕 黄湄钰 苏翠平 刘殷殷 曾彩娟

陆颖欣 黄秋怡 刘瑾瑜 欧阳殷 徐秀秀 朱丽颖 郑佳燕 谭晓建 方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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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敏 黄容 刘嘉琪 黎婉媚 谢彩丽 陈海芳 梁带娣 刘嘉玲 陈素萍

冯菲菲 袁敏 陈雅诗 郑睿琪 杨燕霞 邹倩霞 吴加蕙 刘晓敏 张文钰

曾莉佳 吴璇 郑晓欢 黄丹妮 彭瑞佳 黄颂婷 李敏慧 颜晓婷 颜郁静

黄雪雅 欧婉君 陈碧萍 柯春雪 吴夏楠 李玉嫦 郑心莹 李丽希 张凤

赵磊昭 王海芬 索朗卓嘎 程鹏

2015级 许倩倩 林欣 廖钊汝 邱海恩 邓桂莹 马月娥 龚冬梅 周梦秋 庞景华

辛泽婷 蔡宇晴 郑云妃 陈秋怡 郑木兰 陈姗娜 韦苗苗 杨晓燕

罗雪莲 李康丽 李杏怡 张丽娜 刘怡翠 陈星 李思洁 黄秋燕 纪淑儿

罗淑莲 吕文璐 李嘉敏 程薇 冯锌仪 黄绿龙 冯家会 唐宇婷 苏明慧

陈嘉仪 古嘉敏 周娇密 李锦芳 刘巧红 柯楚雄 何玉纯 丘利娟

吴丹儿 黎洒 覃柳影 林映伶 赵思敏 林再宽 梁泳怡 林子雅 李淳

许琼之 谢晓凡 麦子佩 周小霞 曾佳宁 杨南娇 董金玉 徐玉宜 林晓

真 王琬婷 李芷君 林沐春 林少芬 刘剑雪 江秋琴 王佳 沈媛婷 张建

飞 益乐荣 赵伟 曲珍 于尧 李夏妹 陈婉英 卫色拉姆

2016级 黄雯 马丹玲 吴嘉莹 陆家琪 蔡晓莹 杨洁漫 陈大鹏 李文昕 罗惠文

周靖婷 林斯辉 陈素珍 叶家敏 陈卓凡 张雪敏 曾婉静 王志萍 黄晓真

黄姗姗 梁淑君 彭珊珊 蒋涛 曹嘉琪 郭志超 李志达 曾连伟 刘思

林诗琪 苏洁晶 利燕娴 罗扬思 孙森薇 樊照清 王静 肖美红 陈丽丹

黄婷 詹晓伶 姜涛 杨婷 马丽静 黄海碟 陈兆泓 刘芊 周珊如 钟林茂

黄梦晓 许楚淳 黄海燕 周玉祺 姚小敏 麦凯婷 岑紫莹 蔡少娥 陈丹

黄铭华 黄倩宇 翁晓娴 赖嘉玲 温海清 徐慧清 吴玉冰 潘燕清 范超洁

彭嘉珍 梁咏 许佳雯 彭淑鑫 何勤 陈卓仪 王滢 石惠雅 陈慧琼 熊芳

庄一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