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淮南师范学院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院 参赛组别 选手姓名 学号 获奖等级
1 教育学院 小数组 亢佳慧 1904010115 一等奖
2 教育学院 小语组 王婷 1904010230 一等奖
3 教育学院 学前组 傅钰馨 1904020107 一等奖
4 教育学院 学前组 黄佳怡 2004020109 一等奖
5 教育学院 心理组 杨雯慧 2004030146 一等奖
6 教育学院 小语组 杜文静 1904010309 二等奖
7 教育学院 小数组 蒋璐璐 1904010113 二等奖
8 教育学院 小语组 费珺如 1904010310 二等奖
9 教育学院 学前组 丁佳鑫 1902020106 二等奖
10 教育学院 学前组 王柯儿 1904020134 二等奖
11 教育学院 学前组 吴乐情 1804210226 二等奖
12 教育学院 心理组 林奕良 1904030116 二等奖
13 教育学院 小数组 李丛 1904010315 三等奖
14 教育学院 小数组 李慧娟 2004010111 三等奖
15 教育学院 小语组 王莹莹 2004010127 三等奖
16 教育学院 小语组 王锦 2104320128 三等奖
17 教育学院 学前组 吴心茹 2104310140 三等奖
18 教育学院 学前组 许可 1904020238 三等奖
19 教育学院 学前组 伊明源 2104020135 三等奖
20 教育学院 学前组 宣佳琪 2004020233 三等奖
21 教育学院 学前组 程欣 2004020105 三等奖
22 教育学院 学前组 刘澜鑫 2104020218 三等奖
23 教育学院 心理组 黄卓然 1904030112 三等奖
24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李思维 1902010318 一等奖
25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奚韦韦 1902010135 一等奖
26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程雨涵 1902010105 一等奖
27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赵潇潇 2002030243 二等奖
28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熊瑶瑶 1902010136 二等奖
29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王煜雯 1902010232 二等奖
30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茹培月 2012010223 二等奖
31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江雨轩 1912050210 二等奖
32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金佳淇 1902010314 二等奖
33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张悦 1902010143 三等奖
34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李松楠 1902010119 三等奖
35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张晴晴 2002010147 三等奖



36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韩棋军 1902010110 三等奖
37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蒋心满 1902010114 三等奖
38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徐琪 1902010336 三等奖
39 文学与传播学院 语文组 陆勤 2002010222 三等奖
40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谷蕾 2003010209 一等奖
41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周秉雯 2003010137 一等奖
42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邢萍 1903010329 一等奖
43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周丽 2003010237 二等奖
44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王婷钰 1903010126 二等奖
45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徐乐伟 2003010130 二等奖
46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周舟 1903010140 二等奖
47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张美琪 1908050238 二等奖
48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陈然 1903020203 二等奖
49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胡小玥 1903010209 二等奖
50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王凤珠 2103010119 三等奖
51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陈琳瑞 2003010302 三等奖
52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陈思佳 2003010104 三等奖
53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汪义豪 1903010322 三等奖
54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徐星月 2012020137 三等奖
55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陈晨 2103310103 三等奖
56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窦文丽 2103010304 三等奖
57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张双艺 2003010333 三等奖
58 外国语学院 外语组 韩欣媛 2012040109 三等奖
59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屈凯歌 1905010220 一等奖
60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董月 1908030106 一等奖
61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唐子怡 1905010123 一等奖
62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朱文静 1913030140 二等奖
63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李鑫 2105010412 二等奖
64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吴文轩 1908010135 二等奖
65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刘思琪 2014010120 二等奖
66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颜倩 2005010130 二等奖
67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周琪 1914020440 三等奖
68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褚阿如 2005010405 三等奖
69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黄梅 2005010210 三等奖
70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张灿 1905010335 三等奖
71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谢梦婷 1905010129 三等奖
72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王芳 1905010323 三等奖
73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数学组 金逸祺 2107020211 三等奖



74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吴钰 2113010231 一等奖
75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凡紫雪 2013030204 一等奖
76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张晓彤 2013010234 二等奖
77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张朝阳 2013010132 二等奖
78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李媛媛 1813020113 二等奖
79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郭茉彦 1914020110 二等奖
80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许笑寒 2013010227 三等奖
81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谢云菲 2006040234 三等奖
82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梁晶晶 2013010215 三等奖
83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刘淑颖 2013010118 三等奖
84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组 高雯婷 2113010210 三等奖
85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魏文杰 1907010106 一等奖
86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张子然 2107010142 一等奖
87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鲁唯一 2007010218 二等奖
88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高畅 2007010109 二等奖
89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解辛 2007010115 二等奖
90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钟志颖 1907010144 二等奖
91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王雅琦 2006040227 二等奖
92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王洁 1907040227 三等奖
93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赵婉茹 2007010143 三等奖
94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肖孟丹 2007040236 三等奖
95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许威望 2114020130 三等奖
96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杨静逸 2007010233 三等奖
97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韩子怡 2107010109 三等奖
98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化学组 梁玲清 2107010116 三等奖
9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组 柯萱 1915010113 一等奖
1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组 彭佳佳 1915010222 一等奖
1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组 张星宇 2015010240 二等奖
1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组 薛辰辰 2015010135 二等奖
1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组 杨骏超 2015010235 二等奖
1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组 王羽洁 1915010130 三等奖
1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组 何芬 2015010109 三等奖
1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组 王梦真 1915010227 三等奖
107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组 汪嘉骏 2006010224 一等奖
108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组 丁飞盛 1906010104 一等奖
109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组 梁萌洋 1906010214 二等奖
110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组 刘胜龙 1906010217 二等奖
111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组 水思祺 2106010125 三等奖



112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组 董泽圆 2006010206 三等奖
113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组 彭薇 2006010119 三等奖
114 音乐学院 音乐组 查刘辉 1911010202 一等奖
115 音乐学院 音乐组 杨静宜 1911010224 二等奖
116 音乐学院 音乐组 刘雪茹 1911010212 二等奖
117 音乐学院 音乐组 孙晨 1911010216 二等奖
118 音乐学院 音乐组 曹娟 2111010101 三等奖
119 音乐学院 音乐组 王楠 1911010119 三等奖
120 音乐学院 音乐组 张心雨 2111010428 三等奖
121 音乐学院 音乐组 冯莹 2111010205 三等奖
122 音乐学院 音乐组 柯恩悦 2011010407 三等奖
123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组 王璐瑶 1909040115 一等奖
124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组 刘孜烨 2109010309 二等奖
125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组 梁妍 2109010208 二等奖
126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组 刘家丽 1909010311 二等奖
127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组 张冰柔 1909010127 三等奖
128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组 支文宁 2109010223 三等奖
129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组 董宁哲 2109010203 三等奖
130 体育学院 体育组 王宇航 1810010218 一等奖
131 体育学院 体育组 王佳佳 2010010104 二等奖
132 体育学院 体育组 王露 1910010109 二等奖
133 体育学院 体育组 胡微微 2010030103 二等奖
134 体育学院 体育组 胡佳雯 1910010105 二等奖
135 体育学院 体育组 张艳丽 2010010112 三等奖
136 体育学院 体育组 杨传耀 1910010126 三等奖
137 体育学院 体育组 吴明瑞 2010010421 三等奖
138 体育学院 体育组 陈威龙 2010030109 三等奖
139 电子工程学院 教具组 郑可欣、杨萌、朱骏杰 2006010142、2006010231、2006010144 一等奖
140 音乐学院 教具组 宣驭成、曹娟、胡荣颜 2111010423、2111010101、2111010109 一等奖
141 生物工程学院 教具组 张朝阳、陈雅茹、吴若洁 2013010132、1913010104、1913010230 一等奖
142 美术与设计学院 教具组 张存杰、胡凯旋、江枫 2009010322、2009040305、2009010305 一等奖
143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教具组 冯秀琳、高剑 1907010108、2012060208 一等奖
144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教具组 丁芷若、魏文杰 1907010106、1907010233 二等奖
145 体育学院 教具组 胡施敏、李想、杨浙鑫 2110010103、2010010209、2010010128 二等奖
146 美术与设计学院 教具组 周逸、董雯倩、李倩 2109010324、2109010303、2109010307 二等奖
147 体育学院 教具组 何德坤、龙星淼、王燕 1910010207、1910010412、2010010105 二等奖
148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教具组 葛芊、屈凯歌、谢梦婷 1905010108、1905010220、1905010129 三等奖
149 金融与数学学院 教具组 王龙、陈子怡 1905010325、1906040104 三等奖



150 生物工程学院 教具组 邓玉琪、梁雨蝶、王敏 2013010105、2013010140、2013010123 三等奖
151 外国语学院 教具组 方玉妍、刘文玲、吴金鑫 2103010405、2103010411、2103010422 三等奖
152 生物工程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古丽妮尕尔·艾尼瓦尔 1913010107 一等奖
153 教育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居勒德孜·江阿努尔 1904010214 一等奖
154 金融与数学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古丽阿伊谢姆·穆合塔尔 1905010208 一等奖
155 生物工程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阿曼尼萨古丽·阿卜杜热合曼 1913010101 二等奖
156 外国语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阿勒腾·阿达勒 1903010201 二等奖
157 金融与数学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艾买尔艾力·吐尔洪 1905010102 二等奖
158 教育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热米莱·奥斯曼 2004010218 二等奖
159 教育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叶热柯坚·沙发尔 1904010138 二等奖
160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艾克达·牙生 1907010201 三等奖
16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阿尔孜古丽 2015010149 三等奖
162 文学与传播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古丽米热·图尔荪 1902010109 三等奖
163 教育学院 少数民族特色组 阿布都克尤木·吐拉买提 1914020101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