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安徽省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校内选拔赛获奖名单

序号 队名 姓名 学号 学院 奖项

1 中外婚礼策划专业团队

许颖 1902020144 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李慧 1901020116 法学院

陶君茹 1902040124 文学与传播学院

2 化工人队

魏文杰 1907010233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一等奖艾克达·牙生 1907010201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徐丽婷 1907040229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3 think twice
赵莹 1902030148 文学与传播学院

一等奖卫志露 1902030132 文学与传播学院

黄恩芳 1902030115 文学与传播学院

4 乘风破浪队

陈甜甜 1801020103 法学院

一等奖何秀芬 1904010311 教育学院

夏文静 1903010328 外国语学院

5 IRA Team
王思佳 1803010525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周沁 1803010540 生物工程学院

陈欢欢 1803010502 生物工程学院

6 神奇战队

朱思慧 1903020336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张甜甜 1907010141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方昕 1801030105 法学院

7 Young Pioneers
王雅妮 19150102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奖张晟琼 191501024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瑞莲 19150102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梦想队

尉梦寒 2003020129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林奕良 1904030116 教育学院

袁伟倩 1904030137 教育学院

9 士（pawn)
周舟 1903010140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陈邦正 1901010102 法学院

徐琪 1902010336 文学与传播学院

10 新甄嬛传奇队

魏芷若 1803010325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王小雨 1904030130 教育学院

肖羽涵 1904010343 教育学院

11 二元一次方程组

康凯 1908020116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高庆霖 1908020108 计算机学院

王莹莹 2004010127 教育学院

12 信号满格

惠语嫣 1913020106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程婉晶 1913020103 生物工程学院

董文君 1913020104 生物工程学院

13 Ivy
吴舒蓝 1903020323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汪妍 1912010128 经济与管理学院

梁莹莹 1901220222 法学院

14 追梦者

宋二秀 2003310314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孟媛媛 1802040117 文学与传播学院

郭澳雪 1802040105 文学与传播学院



15 Sunny Girls
詹琴 1903020231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杨聪容 1905010131 金融与数学学院

任梦 1912010122 经济与管理学院

16 team TQ
徐禹晨 2012010134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戚王平 2012010122 经济与管理学院

薛佳佳 2012010135 经济与管理学院

17 阿尔法小分队

简永楠 2012010213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陈月月 2012010205 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荣蓉 2012010242 经济与管理学院

18 乘风破浪的姐妹

闫冬雨 1906020129 电子工程学院

三等奖方薇 1906020107 电子工程学院

刘叶 1903020313 外国语学院

19 GO For It
张湫云 1915010144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等奖金雯 19150101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雅琴 191501014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 红色小组

顾可馨 1803020206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张璐瑶 1803020336 外国语学院

刘小菲 1803020319 外国语学院

21 创E文化

刘广婷 1912010215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等奖郝桂婷 1903010208 外国语学院

程欣琪 1902010304 文学与传播学院

22 三重奏

杨馨睿 1907030138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优秀奖王月 2003310319 外国语学院

吴义言 1714020128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3 slash youth
徐静怡 19150101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奖赵娜 191501014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首国 19150102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 sound of the silencing 
郑王茹 1903010238 外国语学院

优秀奖张琪 1906020136 电子工程学院

林如玉 1906020116 电子工程学院

25 中西合璧无敌组

顾雅婷 1902010309 文学与传播学院

优秀奖任亚茹 1803020321 外国语学院

张慧茹 1902010339 文学与传播学院

26 Hello world队

吴心怡 2008010134 计算机学院

优秀奖徐甜妹 2008010136 计算机学院

张卓娅 2008010142 计算机学院

27 Friendship group 
姜博 1901010227 法学院

优秀奖冯添威 1907010207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陈翔 1912210204 经济与管理学院

28 For the win
陈景怡 1903020302 外国语学院

优秀奖高海楠 1902030108 文学与传播学院

方静 1902030107 文学与传播学院

29 俯仰

周宇 1903020235 外国语学院

优秀奖黄开月 1913040208 生物工程学院

韩家悦 1903020207 文化传播学院

30 HURRICANE
高颖 1907030109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优秀奖陶欣 1907030129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30 HURRICANE
黄思佳 1907030114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优秀奖

31 Winner
贾茈晗 1903020110 外国语学院

优秀奖马盈 1902010124 文学与传播学院

李梦娜 1902010117 文学与传播学院

32 Fortune
吴海燕 1907010234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优秀奖董云 1907010206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刘宁 1907010219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33 fearless
曹祎 1903020301 外国语学院

优秀奖马雨晴 1802040116 文学与传播学院

汪沁曈 1802040124 文学与传播学院

34 筑梦方舟（Dreamers)
丁天宇 1905010206 金融与数学学院

优秀奖张琳琳 1904010352 教育学院

刘妍  1903010113 外国语学院

35 277
韩文静 1903020307 外国语学院

优秀奖董洁 1905020106 金融与数学学院

孙甜甜 1912010226 经济与管理学院

36 御风队

徐文 1906030233 金融与数学学院

优秀奖李庆雅 1906030213 外国语学院

周颖 1906030244 电子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