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媒大学2020-2021学年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拟获奖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院 专业 学号

1 卿枫 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 应用数学 201920070104001

2 唐牧遥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01920030503002

3 韩冰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移动媒体视频节目创作 201920135105137

4 庞雪芮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互联网信息 2019200503J4007

5 李子佳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2019201303L2002

6 刘航 戏剧影视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201920130300001

7 郑雪如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2020201303L2021

8 杨翔宇 戏剧影视学院 美术 202020135107001

9 高崇悦 戏剧影视学院 美术学 2019201304L1002

10 王小萌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2019201303L2006

11 刘洋 戏剧影视学院 电影 201920135104011

12 朱泓静 戏剧影视学院 戏剧 202020135102006

13 吴予澈 戏剧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2020201303L2003

14 李思彤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201920081001027

15 庞红玉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201920081001022

16 廖荣基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201920081001060

17 未宇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201920081001011

18 梁龙飞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201920080904001

19 张靓韫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20192008520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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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李文宇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202020085400081

22 冯韵飞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202020085400036

23 孙艺源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互动艺术与技术 2019201305Z3002

24 王功利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2019201305Z2006

25 李婧媛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201920085211018

26 张雅雯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201920135108008

27 张子萌 国际传媒教育学院 传播学 201920050302066

28 朱泓宇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201920050302003

29 陈林茜 传播研究院 国际新闻学 2019200503Z5055

30 阎庆宜 传播研究院 国际新闻学 2019200503Z5041

31 邱新然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202020050302010

32 王秋阳 传播研究院 传播学 202020050302031

33 戴景鑫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集成电路工程 2019200852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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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殷翰文 计算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电子信息 2020200854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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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董雅惠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1920050108001

37 吴靖玮 人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920050106005

38 樊阿娟 人文学院 文艺学 201920050101003

39 吕雪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02020045300001

40 舒宇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行政管理 201920120401002

41 郭玥鑫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国际关系 201920030207001

42 陈凌云 广告学院 广告学 2019200503Z2014

43 张瑶 广告学院 设计艺术学 2019201305L1002

44 陈鹏羽 广告学院 广告学 2020200503Z2011

45 刘晨旭 广告学院 广告学 2020200503Z2018

46 徐千壹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 202020135105179

47 林阳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 2019201303Z1015

48 陈钰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 201920135105008

49 吴雪纯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商务 202020025400009

50 周恩泽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传媒经济学 2019200503Z3001

51 肖丹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1920120100002

52 翟春晓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传媒经济学 2020200503Z3002

53 苗雨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2020125100067

54 郭帅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2020125100208

55 王瑞婷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2019201303L2008

56 姚丁哲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 201920135105009

57 张轶弛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201920050211001

58 舒家迎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1920050211003

59 李雪婷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201920030103001

60 李渊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广播电视 201920135105101

61 殷文倩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 2020201301J1005

62 宋军彦 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 202020055200063

63 吴馥梅 新闻学院 新闻学 202020050301038

64 肖孟乔 新闻学院 新闻学 202020050301901

65 白志杨 新闻学院 舆论学 2019200503Z6001

66 强若琳 新闻学院 新闻学 201920050301012

67 谭昆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19200503Z1050

68 郑博临 电视学院 国际新闻学 2019200503Z5036

69 王瑶琦 电视学院 国际新闻学 2019200503Z5005

70 郑晓伟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 20192013510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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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李西铨 电视学院 国际新闻学 2020200503Z5005

72 李忆箫 电视学院 新闻与传播 202020055200095

73 黄天航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 202020135105045

74 董华茜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20200503Z1026

75 宋启明 电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20200503Z1015

76 李宜浓 艺术研究院 艺术批评 2019201301Z2003

77 胡玉鑫 艺术研究院 艺术史论 2019201301Z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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