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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杉达学院 2018 年本科军训工作标兵连、优秀连、特色连、标兵学员、
优秀学员、优秀宣传员、优秀内务寝室、优秀教官获奖名单

一、标兵连：3 个

六连、二十一连、二十四连

二、优秀连：4 个

二连、四连、五连、十一连

三、特色连：7 个

三连、九连、十连、十二连、十七连、十八连、二十三连

四、标兵学员：55 人

姓名 所在连排班 学院 学号 姓名 所在连排班 学院 学号

马媛媛 一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52310 沈诗颜 十三连二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11

孔祥瑾 一连二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502 胡宏锦 十四连二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526

朱俊怡 二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317 王路遥 十四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221

谭粤 二连二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614 余强 十四连三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131

刘艺 三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211 阙建宇 十五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330

马铭欣 三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116 张宸 十五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642

吴瑾 四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314 刘克 十六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321

李静 四连三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205 高昂 十六连三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328

王瑷迪 四连三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209 王亮 十七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332

魏婉婷 五连三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414 王健 十七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331

丁倩 五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105 李昊宜 十八连一排三班 管理学院 f17073323

徐一凡 六连二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3315 赵易得 十八连一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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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颖 七连二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1209 顾恺明 十九连二排一班 机械电子工程系 f17311111

柳蓓璐 八连三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04 杨华宇 十九连一排一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235

王奕玮 八连三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15 洪嘉伟 二十连一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25

韩绮婷 九连一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1208 曹云豪 二十连一排三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26

梁向阳 九连二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2106 戴文轩 二十一连一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09

马莉琼 九连二排一班 传媒学院 f17091218 郭子鑫 二十一连二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12

张怡婷 十连二排四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1119 曹雄飞 二十二连二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21

郁非凡 十连三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4116 王铭豪 二十二连一排四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27

沙田雨 十连三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4110 卢承峰 二十三连一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1233

庄依雯 十一连三排三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229 邱华聪 二十三连二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3229

潘懿 十一连二排二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117 张佳成 二十四连一排三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2231

杨昕哲 十一连三排二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220 张逸伦 二十四连一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1226

李文 十一连二排一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110 陈俊译 二十五连二排二班 时尚学院 F17083224

黄思雨 十二连二排一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407 王玮 二十六连二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2213

骆湘缘 十二连一排一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06 宫睿 二十六连一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3304

程乐 十三连二排一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03

五、优秀学员：220 人

姓名 所在连排班 学院 学号 姓名 所在连排班 学院 学号

寇一迪 一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307 王子涵 十三连二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17

金抒霞 一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405 许梦露 十三连一排三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21

施旖 一连三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612 朱凯雨 十四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338

黄颉 一连三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2103 肖渊瀚 十四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333

蔡怡琳 一连三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601 朱黄家旻 十四连三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239

范子隽 一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402 徐晨 十四连三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231

刘佳宁 一连二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72105 单文昊 十四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114

王梦瑶 一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107 金添煜 十四连二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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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丹 二连一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203 龚介权 十四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428

郭小锋 二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503 邬文裕 十四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434

黄婉婷 二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404 陶源 十四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431

刘敏 二连一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211 乐晨浩 十四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119

唐劼 二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3 高文鹏 十五连一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423

冯芷芯 二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502 胡栩越 十五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527

唐水莲 二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4 蒋孝忠 十五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529

王尔焯 二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415 周思源 十五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541

富朵朵 二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301 吴晓凯 十五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333

姜芳晴 三连三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408 苏怡文 十五连一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433

吴姿熠 三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121 包星雨 十五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127

刘蕴雯 三连一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114 张世豪 十六连三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531

谢青秀 三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319 秦崇致 十六连三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331

曹慧慧 三连二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71101 周家伟 十六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339

姚梦媛 三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223 陆文昊 十六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331

黄妍 三连三排四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506 张天纬 十六连一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437

夏天凤 三连三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419 陈远 十六连二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130

拓燕楠 三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1220 赵宗堂 十六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431

马新婷 四连三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114 祁杰 十六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323

陈璐 四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202 魏帅 十七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228

陶新敏 四连四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312 周跃政 十七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137

潘星月 四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109 未雨豪 十七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333

夏文瑜 四连四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314 李成溪 十七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327

郑黛文 四连四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4319 夏烈阳 十七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129

朱锦怡 四连二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415 韦广林 十七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128

苗可心 四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9 陈俊文 十八连一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3120

白静 四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301 任士伟 十八连一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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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雨蔚 四连一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1608 徐奕 十八连二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5225

陈慧卿 五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201 李思孝 十八连二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2221

宋停 五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52118 何成瑞 十八连三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5221

李丹其 五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209 邢志伟 十八连三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1134

陆欣奕 五连一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213 韩杨 十八连三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1117

杨雅萱 五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223 李浩野 十八连三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1119

刘雯璐 五连二排二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309 李大万 十八连一排三班 管理学院 f17073322

叶琦 五连二排三班 胜祥商学院 f17022413 任行 十九连一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1228

褚启华 五连三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403 程元昊 十九连一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1217

蔡昱沁 六连一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3101 季承 十九连二排一班 机械电子工程系 f17311116

杨安琪 六连一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3114 马竞佳 十九连三排一班 机械电子工程系 f17311215

姚依雯 六连一排三班 管理学院 f17073214 陈建利 十九连二排二班 机械电子工程系 f17311205

孙琦敏 六连二排三班 管理学院 f17072209 张岩松 十九连三排一班 机械电子工程系 f17311229

黄慕秋 六连二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3305 陈可浩 十九连一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1216

林丹彦 七连一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5109 夏雨鑫 十九连二排二班 机械电子工程系 f17311225

吴函霓 七连一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5212 陈棒 十九连一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1318

张怡睿 七连一排一班 管理学院 f17075116 徐俊 十九连三排一班 机械电子工程系 f17311226

郑义 七连一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5216 谢费洋 二十连一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29

吴艳梅 七连二排二班 管理学院 f17071311 夏添 二十连一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28

张鑫凤 八连一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105 严文昕 二十连一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29

彭洁 八连一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03 唐良天 二十连一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27

章雯 八连一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06 周宇杰 二十连一排三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30

高敏 八连一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02 曹毅菁 二十连二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109

和慧敏 八连三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02 邰宇韬 二十连一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26

李海妍 八连三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406 吴匡义 二十连一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28

黄依婕 八连二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03 张家旭 二十连一排三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31

陈燕 八连二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03 张羽田 二十一连二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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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姗姗 八连二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07 宋杰 二十一连二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20

许璐怿 八连三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17 奕浩楠 二十一连二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25

徐佳妮 九连一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1118 潘雍昊 二十一连二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18

褚添 九连一排一班 传媒学院 f17091103 吴博 二十一连二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24

熊天敏 九连二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2117 李翼 二十一连二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12

瞿蕾 九连二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2105 高锦豪 二十一连二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607

倪莎莎 九连二排三班 传媒学院 f17092206 郑嘉浩 二十一连一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31

费诗伊 九连二排三班 传媒学院 f17092203 唐浩 二十一连一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422

肖羽杉 九连二排三班 传媒学院 f17092217 陈诗雨 二十一连二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11

郭雨潇 九连二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2103 万登峰 二十一连二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20

韩晨晨 九连三排二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1305 许海哲 二十一连二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523

胡佳悦 九连三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1206 李立德 二十二连一排四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320

邹媛 九连三排三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1319 陈云瀚 二十二连一排四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10

林言涵 十连一排一班 传媒学院 f17093105 王贺 二十二连一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124

赖玉仙 十连二排四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1103 魏如冬 二十二连一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29

周家琪 十连三排二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4214 王慜 二十二连一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23227

杨哲懿 十连二排四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1117 程天扬 二十二连二排二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123

齐子昕 十连一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3206 陈佳琪 二十二连二排三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2213

赵妍 十连一排一班 传媒学院 f17093118 刘李昊 二十二连一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18

宋李楠 十连三排二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4210 顾圣澜 二十二连一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213

马怡欣 十排二排二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2106 李哲宇 二十三连一排一班 传媒学院 f17091134

崔莹 十连三排二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4204 吕胤兆 二十三连一排一班 传媒学院 f17091135

王彦弘 十连二排一班 传媒学院 f17093412 王凯英 二十三连二排一班 传媒学院 f17093130

沈叶青 十连二排二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2109 戴正清 二十三连二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3223

吴峥 十连一排二班 传媒学院 f17093212 吴强强 二十三连二排三班 传媒学院 f17093333

翁紫琳 十一连一排二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0123 袁珽睿 二十三连二排三班 传媒学院 f17093433

沈嘉曦 十一连一排二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0117 谢镇鸿 二十三连二排三班 传媒学院 f1709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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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丹 十一连三排二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216 李郑禹 二十四连一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4121

何雯 十一连二排一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106 张卓文 二十四连二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4130

张靖人 十一连二排二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128 汤政东 二十四连一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1126

邓惠文 十一连一排一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0103 陈凌峰 二十四连一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2121

邹佳施 十一连三排三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231 黄鑫淼 二十四连一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1322

邹丹 十一连三排三班 国际教育学院 f17211230 沈寒青 二十四连二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4125

陆雨婷 十二连一排一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05 肖智雄 二十四连二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4127

黄佳怡 十二连一排三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08 葛珈佃 二十五连一排一班 时尚学院 f17083104

侯雨萌 十二连一排一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103 蔡晨悦 二十五连一排一班 时尚学院 f17083101

褚佳瑜 十二连一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201 林嘉琪 二十五连一排二班 时尚学院 f17083212

顾欣怡 十二连一排三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05 李奕璇 二十五连一排二班 时尚学院 f17083209

黄定 十二连二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05 陆胡峰 二十五连二排一班 时尚学院 f17083133

吴苗翔 十二连二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1 蒋天添 二十六连二排一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27

谢如意 十二连二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523 张靖琨 二十六连三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5133

王玲娇 十二连二排一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419 余芸汐 二十六连五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520

沙铭 十二连一排三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1314 范潇羽 二十六连五排一班 传媒学院 f17092202

曹帆琦 十三连一排一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103 曹杨清清 二十六连五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41501

朱青 十三连二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23 杨鹏 二十六连二排一班 胜祥商学院 f17033235

王奕新 十三连一排三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2218 周硌峰 二十六连三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334

胡嘉依 十三连二排二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206 陆一民 二十六连四排一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f17011120

陈欣云 十三连二排一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f17113103 廖怡雪 二十六连一排一班 艺术与设计学院 f17082206

六、优秀宣传员：9 人

戚一鸣、王鹭、陈佳伊、李琪琪、崔子悦、罗巧、陈恩楠、林玉婷、瞿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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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优秀内务寝室：97 个

楼号 宿舍号 楼号 宿舍号 楼号 宿舍号 楼号 宿舍号 楼号 宿舍号 楼号 宿舍号

1 102 12 610 19 204 24 504 32 209 33 606

2 603 14 603 19 507 24 506 32 301 34 301

2 604 15 109 19 508 24 604 32 410 34 309

2 607 15 410 19 607 27 207 32 503 34 401

3 503 16 101 20 108 27 302 32 509 34 607

4 501 16 302 21 103 27 303 32 601 36 108

6 106 16 409 21 406 28 504 32 602 36 303

6 503 16 602 21 507 28 603 32 606 36 408

7 202 16 609 21 509 28 604 32 607 37 406

9 210 18 309 22 601 28 607 32 609 37 609

9 310 18 502 22 605 28 610 33 102 39 207

9 408 18 504 23 106 31 110 33 406 39 306

11 204 18 508 23 202 31 207 33 408

12 307 18 607 23 206 32 101 33 506

12 407 18 608 23 501 32 108 33 510

12 510 19 101 23 505 32 109 33 601

12 602 19 110 23 506 32 207 33 605

八、优秀教官：11 人
徐传虎、范延超、卢士荣、蒋腾飞、江志龙、侯郡菲、李涵、杨传景、姚晓旭、汪浩锋、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