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传媒学院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奖学金、            

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单
一等奖学金 (共17人)

文化创意学院 (17人)
王一焱 牛梓凝 吉泳霖 王晨达 高巍 王晓宇 苏静
俞雯丹 潘星彤 魏菁 孙雯婷 张珂嘉 王静欣 林铭洁
王雨琴 张心怡 张天琦

二等奖学金 (共69人)
文化创意学院 (69人)
王雅蕊 杨宁 王彤彤 韦佳杞 孙嘉莹 陈佳艺 周雯
朱昱全 张丁立 高悦雯 朱姮蓓 吴泸妫 覃春秀 郑皓天
葛佳晨 吴倍佳 张权 方秀 孙蔚 马楚楚 王雨婷
胡琼莹 雷芷贤 阮程凯 台一含 徐海纳 谢函芮 于凤
陈铄婷 李文杰 杨艳莹 夏卉萍 王信葭 胡子君 易琬玉
郑悦蓉 史紫馨 张静 赵思铭 李欣睿 申阳坤 李慧
张董颖 钱肖波 金文锐 王颖 占艳 刘璇 王子业
涂天俊 王子璇 芦美朵 罗扬帆 韩艺 吴彦青 许诗怡
杨宇婷 许楠 喻娇 孙滋忆 郑媛 胡婷婷 周小伟
罗倩 席晓京 谢梦瑶 庄栋辉 陈雨欣 刘红杏

三等奖学金 (共87人)
文化创意学院 (87人)

虞涵惠 黄兴宇 文一婷 李进洁 卢芳杰 马丽娜 周川洋
金子琳 陈悦明 瓮守志 马若名 杨菁 罗兰青 李怡孟
宋文心 奚雪薇 李雪 沈华杰 袁亚平 刘汀芷 王晨博
谭明慧 徐胜男 田丽丽 戴巧燕 卫晓丹 侯广迪 彭相岚
伦梓铭 李卓亚 陆宗霈 崔建立 李梦菲 杨一帆 陈轩婷
王焱之 罗黛泽 赵苗宏 王旭 王雨晴 杨亦灵 徐梦钰
杨紫菡 章慧敏 刘丽萍 高淑晔 姜欣 关婧仪 贾雅琪
曹倩 费小雨 李欣雨 汪琳琳 郭彦男 梁喜茜 于炜卉
李紫萱 郑晓蝶 袁佳潞 张舒然 丁可宁 余筱凯 王子怡
林诗怡 方旭琪 朱修函 宋婧婷 陈思博 梁雯曦 沈超群
潘豆豆 韩洁 周婷婷 王小菓 仇梦颖 付笛鸥 杨雪亚
金露雨 张蕊 吕鹏 翟雪晶 吴艳梅 陈玥颖 陈方宜
刘伟玲 李瑞芳 方玲玲

三好学生（共34人）

文化创意学院（34人）
王一焱 牛梓凝 朱昱全 张丁立 王晨达 朱姮蓓 马楚楚
高巍 胡琼莹 台一含 谢函芮 陈铄婷 申阳坤 王信葭
苏静 史紫馨 张珂嘉 潘星彤 魏菁 张董颖 王颖
孙雯婷 占艳 王子业 吴彦青 杨宇婷 林铭洁 王雨琴
郑媛 张心怡 罗倩 席晓京 刘红杏 张天琦

优秀学生干部 (共17人)
文化创意学院 (17人)

韦佳杞 周雯 谢乃勤 吴倍佳 王雨婷 侯广迪 曹倩
潘美臻 甘新晟 夏卉萍 刘丽萍 金文锐 王静欣 涂天俊
李阳 周婷婷 周小伟

学习成绩优秀奖 (共1人)
文化创意学院 (1人)



冯晓浓

学习成绩进步奖 (共7人)
文化创意学院 (7人)

皇甫佳檬 赵乐雯 周子凡 王炳权 杨芃芃 陈鑫源 周泽坤

社会工作优秀奖 (共35人)
文化创意学院 (35人)

虞涵惠 童心 高悦雯 吉泳霖 奚雪薇 吴晓敏 王心雨
赵乐雯 叶若萱 周子凡 刁子鸣 胡子君 徐圆梦 郭小婧
杨艳莹 徐海纳 孙佳慧 刘义华 刘昊东 孙嘉莹 关婧仪
卢静 李露楠 郑晓蝶 宋文心 梁雯曦 方卓 蔡闳宇
林诗怡 边江 郭幸 范玥 贾培 杨婷 陈玥颖

部门优干（共2人）
文化创意学院（2人）

王小菓 朱修函

公示期10月11日-10月13日，期间如有异议联系文创学工办0573-89390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