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姓名 学院 专业 学号

1 樊维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 1831201303Z1002

2 周子奇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 2019201303z1002

3 陈睿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 183120135105001

4 袁玥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189420050302007

5 朱泓宇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201920050302003

6 王一淳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201920050302016

7 马靓辉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201920050302030

8 陈林茜 传播研究院 国际新闻学 2019200503Z5055

9 李超鹏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 182420135105040

10 周杉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 201920135105026

11 金玲易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 201920135105055

12 梁轩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1824200503Z1041

13 刘思奇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19200503Z1015

14 张方媛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19200503Z1030

15 王鹏宇 电视学院 国际新闻学 1824200503Z5005

16 曾林浩 电视学院 国际新闻学 182420055200034

17 何旭东 电视学院 国际新闻学 2019200503Z5001

18 龙泠宇 电视学院 新闻与传播 201920055200004

19 杜昊晨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动漫创作 183020135105005

20 谭敬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动漫创作 183020135105019

21 范雅筠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830201305Z2009

22 官奕聪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830201305Z2010

23 吕梦婷 广告学院 广告学 1826200503Z2001

24 魏琳 广告学院 广告学 2019200503Z2018

25 郭富强 广告学院 广告学 2019200503Z2021

26 王焕驰 国际传媒教育学院 新闻与传播 201920055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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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侯娅珂 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互联网信息 1880200503J4008

28 刘亚鹏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技术 201920085211030

29 董逍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83520081203013

30 张凌飞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数据科学与技术 2019200812Z1001

31 王紫薇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201920020205001

32 徐春光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1920125100030

33 睢强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1920125100176

34 胡健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1920125100179

35 刘雨童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1920120100001

36 卢艺 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播电视 182720135105022

37 吴宇彤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商务 201920025400002

38 雷朋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89720030505002

39 潘值城 脑科学与智能媒体研究院 艺术与科学 1899201301J3003

40 杨燕琼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01920045300001

41 王智丽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183220050103006

42 孙红 人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83220050102004

43 王腾腾 人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183220050105009

44 李玲 人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183220050106005

45 沈炜恒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计算数学 183420070102003

46 陆国亮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89820050211001

47 朱珠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189820050201006

48 张琛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传播学 182820050302005

49 邢拓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 1891201301J1002

50 林一民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 1891201301J1007

51 陈乐 戏剧影视学院 电影创作 182920135104003

52 宁英鹏 戏剧影视学院 电影创作 182920135104005

53 彭翔 戏剧影视学院 电影创作 182920135104016

54 唐嘉瑛 戏剧影视学院 电影创作 182920135104029

55 冉思清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 182920135105005



56 张楚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1829201303L2012

57 张维肖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1829201303L2024

58 张家奇 戏剧影视学院 美术学 1829201304L1004

59 吴佳丽 新媒体研究院 广播电视 201920135105028

60 周微 新闻学院 新闻学 182520050301001

61 白顺阶 新闻学院 新闻学 182520050301014

62 朱颖颖 新闻学院 新闻学 182520050301029

63 高天 新闻学院 新闻学 201920050301004

64 赵睿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83320080904009

65 李佳奇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路与系统 183320080902002

66 宿宝心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201920085208010

67 赵思羽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201920085208023

68 万泽林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183320081001049

69 韩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201920081001010

70 夏欣雨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202020081001030

71 顾超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183320081002010

72 时晓晴 艺术研究院 传媒艺术学 1895201301Z3013

73 李玥 艺术研究院 艺术史论 1895201301Z1016

74 路寰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 189620135105017

75 朱璇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1896201303L2008

76 周会会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公共管理 201920125200029

77 宁志垚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政治学理论 18282003020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