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十一届淮南师范学院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学院 专业 奖项 备注

1 孙传悦 女 18150101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一等奖 选拔省赛

2 杨晶 女 1813010130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 一等奖 选拔省赛

3 凌冉 女 1813010146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 一等奖 选拔国赛

4 曹建 男 1705010202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一等奖 选拔国赛

5 黄雪敏 女 1705010412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一等奖 选拔省赛

6 吴子旋 女 1805010130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一等奖 选拔省赛

7 黄子晴 女 1807010308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 一等奖 选拔国赛-省赛

8 曹智齐 女 1709010102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一等奖 选拔省赛

9 董石柱 男 1706010141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学 一等奖 选拔国赛

10 姜山 男 1706010114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学 一等奖 选拔省赛

11 孙昊爽 女 1711010216 音乐学院 音乐学 一等奖 选拔省赛

12 刘梓奥 男 1704030219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一等奖 选拔省赛

13 夏明玲 女 1704030237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一等奖 选拔国赛

14 汪立新 女 1704030128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一等奖 选拔省赛

15 许清清 女 1704010237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一等奖 选拔省赛

16 王丹丹 女 1704010232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一等奖 选拔省赛

17 王雅菊 女 1804010230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一等奖 选拔省赛

18 芮玥 女 1706030220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一等奖 选拔省赛

19 马艳 女 1704010222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一等奖 选拔省赛

20 柳家霁 女 180421021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一等奖 选拔省赛

21 牛露阳 女 1904310126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一等奖 选拔省赛

22 周雨欣 女 1804030143 教育学院 心理学 一等奖 选拔省赛

23 孙嘉琦 女 170301042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一等奖 选拔省赛

24 陈少鹏 男 1703010504 外国语学院 英语 一等奖 选拔国赛-省赛

25 邢潇洒 男 1710010224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一等奖 选拔省赛

26 汪燕茹 女 18150101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二等奖

27 仇雅乾 女 1913010204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 二等奖

28 钱晓月 女 180510421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二等奖

29 高洁 女 1805010141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二等奖

30 母晶晶 女 1707010118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 二等奖

31 郑子祥 男 1807010143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 二等奖

32 常欣怡 女 1809010302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二等奖

33 李岩岩 女 1709010311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二等奖

34 周慧芳 女 1706010138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学 二等奖

35 吕荣媛 女 1711010113 音乐学院 音乐学 二等奖

36 余盼盼 女 1711010425 音乐学院 音乐学 二等奖

37 王文学 女 1704030333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二等奖



38 李若云 女 1802010217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二等奖

39 翟婉婉 女 1804010338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二等奖

40 张雯 女 1704010244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二等奖

41 许欣 女 1804010135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二等奖

42 徐静文 女 1704010336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二等奖

43 胡梦雨 女 1704020207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二等奖

44 胡晨月 女 190431011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二等奖

45 沈巧艳 女 180301023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二等奖

46 倪婉青 女 1803010316 外国语学院 英语 二等奖

47 蒋珊 女 1710010106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二等奖

48 张境坦 男 181501014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三等奖

49 卢瑶瑶 女 1813010216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 三等奖

50 张青青 女 1705010340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三等奖

51 董逸群 女 1705010407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三等奖

52 徐萍 女 1705010433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三等奖

53 杨馨悦 女 1807010330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 三等奖

54 黄志文 女 1807010112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 三等奖

55 王瑞 女 1907310119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 三等奖

56 张慧敏 女 1709010125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三等奖

57 谭世娇 女 1809010316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三等奖

58 罗召 男 1702040212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三等奖

59 邹兰兰 女 1706010240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学 三等奖

60 李敏 女 1711010110 音乐学院 音乐学 三等奖

61 王胶莉 女 1711010418 音乐学院 音乐学 三等奖

62 任芳馨 女 1711010215 音乐学院 音乐学 三等奖

63 杨佳林 女 1811010225 音乐学院 音乐学 三等奖

64 杨侠 女 1802010335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三等奖

65 周培育 女 1802010245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三等奖

66 刘小慧 女 1802010318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三等奖

67 沈玉冰 女 1704010128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三等奖

68 崔兴涛 女 1704010406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三等奖

69 朱二琳 女 1704010349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三等奖

70 张琼 女 180421023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三等奖

71 崇梦遥 女 180421020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三等奖

72 郭盼娣 女 1804210509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三等奖

73 王晶 女 1803010323 外国语学院 英语 三等奖

74 李语涵 女 1803010413 外国语学院 英语 三等奖

75 王嫱 女 1703010224 外国语学院 英语 三等奖

76 杨玉柱 男 1810030221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三等奖

77 梁秀旭 男 181001030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