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7 

 

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 

2019-2020 学年综合测评拟获奖名单 

 

一、一等奖、“三好学生标兵”（14 人） 

李莹莹  孔维溧  余海莉  陈  湘  贺奕卓  陈伟涛  朱凇棋  王嘉怡 

林淑霞  廖曦蓝  郭怡凡  熊铭君  李  童  王毅恒 

 

二、二等奖、“三好学生”（107 人）   

于晴晴  王玉鑫  章心婷  何诗琦  应  莺  陈子敏  黄洢桐  王依玲   

陈晓琦  查爱敏  邹梓俊  王惠茹  巫  静  谢紫葳  孙晓华  熊婧琰  

李静香  陈奕纯  曾欣钰  刁晓苑  张培欣  吴梓琦  许钦怡  林锦杭 

李雅军  安娅菲  杨心怡  吴文孜  叶嘉莉  林思娴  庞笑恩  何旭东  

惠一桐  黄颖然  苏晓莉  马锦明  林莹莹  温碧瑶  许金霞  李建丽  

林泽斌  苏  倩  梁议丰  叶蕊蕊  叶芷羽  叶欣晴  甄炳豪  卢寒樱 

邬雨倩  吴正堃  刘莹莹  吴名柔  黄紫琴  肖子晴  李  悦  陈俊宇  

朱珊珊  周李梦  高新阳  何子莹  曹  利  程  颂  曾紫茹  黄静琳  

王小芳  陈 鸿  林诗琪  朱  婷  刘裕开  周紫晴  钟嘉淇  任逸菲  

丘惠丹  林冬媛  陈禧悦  皮墨霖  邓涵逸  马绍钊  赵  瑜  朱瑞琦  

张安南  谯薇美  郑雨桐  孙锐瑶  王梦婷  谢丽君  钟  琴  许冰冰  

钟晓琳  雷静儿  叶  敏  张钰炘  陆佩仪  王文如  麦翠姗  匡沛淳  

黄钰沂  崔晓晓  黄燕如  李兵杰  李  琳  刘桂芳  徐禧莹  梁玮珩 

沈  蕊  李嘉玥  梁伟锋 

 

三、三等奖（174 人） 

赖金玉  梁美凤  郑榕雁  刘昌海  林惠纯  袁依涵  廖旖琪  朱学凤 

杨晓华  何慧灵  翁志钧  梁锈梅  王  阅  孔翠滢  梁思宇  耿昊宇 

赖咏瑶  江颖琳  焦彦翔  潘晔君  卢逸雄  陈子侨  黄洁怡  蓝贤娜 

郑楚雅  张  琳  曾  琳  卢  斌  康嘉慧  罗  源  卢素格  何施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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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婧铃  黄苡菁  温晓燕  曾凡亮  徐焕明  黄境仪  和悦然  冯海霞  

廖秀平  张雪婷  杨立雯  金家颀  余泽煌  汪敏霞  邹惠祯  郑丽璇 

陈  韵  邝麒元  谭婉婷  张锡锐  贺红旗  何伊虹  沈健霖  张怡琳  

巫国红  何娉婷  廖淑华  胡建月  谢秋怡  黎倩宁  黄雪欢  黄家铭  

朱咏琪  王嘉琪  简旭薇  王绿洁  李杰宁  李润博  陈家琪  周子祺  

刘茵琳  肖敏怡  张瑞芝  熊  倩  陈晓莹  江小雨  李铭泽  吴怡孝  

梁雅舒  陈德健  黄诗蕊  宋可为  劳颖琳  邱  淇  李芷珊  张心葵  

高晨阳  高佳欣  蔡旖月  张洁莹  杨烁琦  黄妙婷  苏颖辉  邱汶挺  

卢婷茵  林仲安  林家琪  邓雨晴  陈丽璇  邱斯薇  贺逸宁  卓婷婷  

江雯鑫  袁  幸  冯钰鑫  叶子安  谭家嘉  黄民婕  谢奕行  林曼婷  

陈慧欣  李咏诗  江城凤  陈继兰  黄思颖  许晓振  马沐林  黄梦雨 

张璐璐  钟  华  张舒苗  赵峻炜  林静如  罗绰姿  张  颖  林  薇  

李梓丰  李映虹  李泽淼  徐  喆  王  崎  黄心钰  郑艳虹  张海林  

邓霞慧  陈少丽  余思玥  赖沁妍  林宛楠  陈文静  黎敏思  钟伟程  

沈小雪  俞楚颖  麦嫦丽  魏梦菲  黄佩珠  康琪悦  高颖茵  王艺洁  

刘双宁  陈希夷  吴羽霏  滕夏滢  陈颖姗  刘梓烁  温晓静  张安妮  

李  鑫  郑佳玉  林希如  朱梓菲  许小龙  梁曼玲  邵浣婷  伍泳婉 

潘思瑜  陆必嘉  李雨晴  梁芷晴  孟庆天  余雯琪 

 

四、单项奖（8 人） 

周  淼  黄国炬  陈智超  谭铭杰  徐  莽  刘琛荣  钟梦丹  杨若君 

 

五、先进班集体奖（3 个） 

2017 级动物医学丁颖创新班  2017 级动物医学 2 班   

2018 级动物医学丁颖创新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