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学院精神文明建设评先评优名单

一、先进单位（6 个）

创建办、保卫科、办公室

建筑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医学院

二、文明班级（24 个）

单位 名单

机械工程系（2个） 储能材料技术 2001 班、数控技术 192 班

建筑工程系（2个） 建筑工程技术 2002、工程造价 191

自动化工程系（2个） 电气 201、电信 202

信息工程系（4个） 计机 192、虚拟 191、物联 192、软件 192

化学工程系（2个）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2002、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191

工商管理系（3个） 会计 191、会计 192、物流 192

工艺美术学院（3个） 广告设计与制作 2003 班、广告设计与制作 191、宝玉石

鉴定与加工 201

医学院（4个） 护理 2005、护理 2007、护理 2011、中医 2001

学前教育系（2个） 学前 195 班、研学 2002 班

三、文明宿舍（132 间）

单位 名单

机械工程系（10 间）

兰苑 4#109、兰苑 4#304、兰苑 4#307、兰苑 4#401、

兰苑 4#403、兰苑 4#410、兰苑 4#505、兰苑 4#513、

兰苑 5#101、菊苑 5#110

建筑工程系（8间）
兰苑 5#409、兰苑 5#604、兰苑 5#608、兰苑 5#308、

兰苑 2#302、兰苑 2#105、菊苑 6#105、菊苑 6#101、

自动化工程系（11 间）

兰苑 1#508、兰苑 1#604、兰苑 1#607、兰苑 1#610、

菊苑 5#104、兰苑 1#211、兰苑 1#303、兰苑 1#312、

兰苑 1#401、菊苑 6#108、菊苑 6#202、

信息工程系（22 个）

松苑 1#205、松苑 1#207、松苑 1#302、松苑 1#303

松苑 1#307、松苑 1#310、菊苑 6#310、菊苑 6#402

松苑 1#405、松苑 1#406、松苑 1#504、松苑 1#601

松苑 1#605、松苑 1#606、菊苑 6#301、菊苑 6#308

菊苑 6#409、菊苑 6#410、松苑 2#507、松苑 2#508

松苑 2#608、松苑 2#609

化学工程系（5间） 2#107、2#109、2#112、6#511、6#411



四、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教师）（45 名）

单位 名单

机关第一党支部（3人） 李梅玉、陆 锋、郑志鹏

机关第二党支部（2人） 林群强、陈淑凤

机关第三党支部（6人） 郑梁桢、杨剑辉、陈 捷、朱雅鑫、徐振东、连智勇

机械工程系（4人） 喻永巽、张家峰、林丽生、朱 菡

建筑工程系（3人） 李林霞、林英敏、康东坡

自动化工程系（3人） 郑之华、梁锋林、郑维清

信息工程系（3人） 郭雨晨、陈荔敏、杨 崴

化学工程系（2人） 罗茂林、谢凯存

工商管理系（4人） 谢益晶、王立声、傅婷婷、谢小兰

工艺美术学院（3人） 陈筱隽、林慧敏、林静芳

医学院（4人） 李钟峰、郑素娥、朱 晴、梁 欣

学前教育系（1人） 李舒婷

图书馆（1人） 薛美芳

基础部（4人） 邹祎程、黄冠峰、黄锦蓉、林 琳

思政部（2人） 陈玉琛、洪慧贞

五、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学生）（465 名）

工商管理系（23 间）

兰苑 3#315、兰苑 3#113、兰苑 3#313、兰苑 3#205、

兰苑 3#214、兰苑 3#404、兰苑 3#413、兰苑 3#609、

兰苑 3#213、兰苑 3#508、菊苑 2#110、菊苑 2#304、

菊苑 1#503、菊苑 1#410、菊苑 1#409、菊苑 1#407、

菊苑 1#309、菊苑 1#102、菊苑 1#311、菊苑 2#105、

菊苑 2#507、菊苑 2#401、菊苑 2#403

工艺美术学院（20 间）

松苑 4#112、松苑 4#209、松苑 4#306、兰苑 2#511、

兰苑 2#603、兰苑 2#608、兰苑 3#108、菊苑 5#303、

菊苑 5#506、菊苑 7#605、菊苑 7#606、菊苑 7#609、

菊苑 7#105、菊苑 7#108、菊苑 7#203、菊苑 7#207、

菊苑 7#210、菊苑 7#304、菊苑 7#306、菊苑 7#307

医学院（20 间）

2#212、5#608、5#610、7#109、 7#110、7#112、7#202 、

7#215、7#316、7#318、7#323、7#406、7#407、7#412、

7#415、7#416、7#420、7#615、7#617、7#623

学前教育系（13 间）
6#103、6#114、6#104、6#402、6#301、5#102、5#113、

5#302、5#312、2#407、5#412、6#311、6#612



单位 名单

机械工程系（39 人）

郑夏莲、纪佰烨、张 霖、许阳鹏、章东彬、许佳益、

蔡铭鸿、王博强、薛炜炜、李晨亮、朱 俊、李福顺、

林 舟、林 晓、黄清泉、洪琦嘉、陈贞标、陈佳强、

杨 坤、毕锦宇、陈 震、吕晓堤、李佳乐、许兆榕、

张浩源、黄哲志、魏豪杰、陈 鑫、苏少彬、王明盛、

黄聪涵、张晨鹏、余 展、郑明焰、钟隽臣、许 静、

许耀文、张仁杰、张振樽、

建筑工程系（26 人）

江锫超、张淑怡、戴朋花、韩子於、武华庚、魏乾琦、

张明志、林 茵、张钱香、杨意如、钟峰平、张明馨、

魏煜琳、李思琪、周潮远、康晓茹、赖鸿辉、陈雅婷、

廖炜龙、洪智超、熊乔峰、廖梓源、陈 敏、傅小婷、

陈舒涵、王世仁

自动化工程系（28 人）

张 霄、周大凯、郑文金、曾焕琅、曾文铸、蔡小玲、

危少杰、陈俊承、沈志明、郑 祥、蔡程雄、李少杰、

胡嘉辉、林宇斌、吴智萍、郑学坦、廖木根、刘芳芳、

邱九森、张少骏、王 宇、陈 珊、肖岳政、陈长荣、

黄炜松、蔡文婷、黄金洲、胡少勇

信息工程系（88 人）

何嘉淞、朱 霖、罗婉君、黄婷婷、庄琼盈、薛建航、

张龙木、吴安娜、郑晓玲、陈梅霞、陈婉婷、朱维彬、

暨潇淇、田敏雪、杨海松、林延廷、黄晓峰、郭毅鑫、

吕亮伟、廖琬馨、字 珍、赖 淇、叶之凡、林泽清、

揭 阳、吴范伟、李阳波、陈煌彬、李章文、王瑞城、

杨濑婷、李伟琪、谢福林、高鹏程、张清华、张宏宇、

张志彬、吴永省、陈新格、龚 健、陈莉娜、童秋梅、

林欣怡、卢俊杰、唐尚美、范佳怡、王 鸿、郑晓云、

刘斌荣、余 燊、陈嘉琳、徐俊林、胡晓洪、李思齐、

江 键、陈薪涵、洪添辉、林凤燕、林鸿源、林培荣 、

陈凯生、钟雪玲、蔡秀容、傅一森、刘思念、何先忠、

陈添富、王一涛、周世强、詹诗涵、陈明煜、黄华妙、

黄荣伟、苏秋珍、王为丰、蔡炫泽、林振峰、高 城、

林桂婷、王雨婷、卓诗婷、谢宝法、钟炎乾、陈恒荣、

郑超彬、吴志荣、郭嘉洛、张 辉

化学工程系（25 人）

康 锐、郑渐森、林碧清、郑晓李、陈 颖、黄志江、

阮志芳、沈佳洁、蔡剑波、范奇娟、吴浩然、郑晨昊、

郑郅敏、胡霖翔、姚珊珊、周伟镇、蔡小婷、戴伊琳、

潘晓丽、王梦思、范毅鑫、张锈钒、魏欣雨、陈坤彬、

张浩冬



工商管理系（75 人）

丁思兰、余晗廷、郑艳婷、林少钒、王秋红、赖章慧、

张海宁、连晓娟、林荔娥、陈梅花、王琳璎、李锐林、

刘丹宇、官佳丽、陈舒玥、罗晓丽、林秋萍、陈思远、

张金华、洪泽榕、沈立敏、郑晓敏、叶劲晟、张明皇、

梁子怡、郑培婷、杨家辉、潘 姗、林锦洲、王靖雯、

李雨欣、黄汪诗、易香妍、杨 鸿、王丽媛、高 宇、

黄家慧、唐能静、柯一丹、朱舒琳、张 豪、卢羽凡、

周龙山、林庞统、沈冰娜、江思琪、傅彬芝、曾舒婷、

王新坤、张佳玲、何佳慧、胡尚涛、陈洪舟、施婧欣、

张 妍、林 旭、林慧春、陈钰涛、曾梓烨、王亚宁、

游和平、詹雅霆、王可怡、王 鑫、任欢欢、黄雯丽、

龙腾腾、林 典、阮莹莹、李雪华、黄嘉敏、吴荔霞、

黄杰明、林文良、李永芳

工艺美术学院（44 人）

胡江林、涂 璇、刘见豪、唐 娇、吕晶晶、王愉谋、

杨冰艳、刘 璐、方诗婕、何燕清、许翊彤、范雨婷、

胡益佳、黄振华、朱欣洁、唐沛瑶、徐江龙、钟俊林、

郭婉婷、蔡月琴、李小真、罗 晨、林梦如、林志鹏、

林晓倩、庄珊珊、李 铭、罗淑敏、游蔷莹、黄秉彦、

李彦泽、陈锦鸿、陈鹏境、张翔宇、陈如男、张 丹、

邓晓茹、陈秀云、李伟鑫、吴智锋、林志福、陈 宇、

曾嘉伟、蓝荷英

医学院（93 人）

张 洋、孙林婷、陈婷婷、杨晓娟、庄锦秀、林小燕、

洪玉婷、黄 涵、刘 蝶、许梅香、林 芳、吴 美、

陈丽莹、黄玮奕、黄玉漫、简舒婷、黄俊杰、方凯茵、

吴佳倩、周美清、王丽娜、卢 妍、吴雨婷、许淑虹、

刘 柳、杨钰霞、史雅净、陈 琳、郑婷芳、林滨玢、

郑依婷、连雅婷、林燕红、何 靖、李小敏、林美铭、

曾余婕、陈玉漩、游瑶瑶、陈 琳、郑一丹、林晶晶、

陈雪梅、陈圳生、纪怡萍、苏桂芳、黄金鹃、詹炜杰、

丘惠珍、张锦芳、张欣苹、曾思怡、黄潮恩、陈咏琳、

饶欣悦、卢凯迪、邓芋芋、李舒影、郭玲君、姚昕岚、

张 奕、余莹莹、王雯婷、苏雅婷、郑月丽、张 鹏、

林 玲、郑少静、翁雨晴、彭月英、吴道明、陈萍芳、

沈嘉欣、蔡巧丽、詹蓉清、马逸婷、黄偲偲、何姗珊、

庄泽权、江莎莎、王 珺、林 岚、翁 芳、陆晓敏、

彭俊美、刘俊雯、汤冰冰、苏佳雯、林 露、郑诗琪、

杨珍珍、李玉兰、沈 瑜



学前教育系（47 人）

陈宇茜、林艺惠、赖舒晨、曾婧楠、卢莉芳、黄祥威、

张婉如、李进红、林清栏、吴姗雪、林雯慧、罗嘉慧、

李诗琦、叶梦溦、黄柏桦、郭紫琳、杜 婷、王更莎、

郑梅萍、柯剑清、陈雨珊、王子妍、陈燕萍、黄小艳、

陈清霞、武郭妍、周延双、池小芳、江碧凤、刘小曼、

钟利荣、雷林晴、宁丽香、叶雨菲、曾琼芳、冷广连、

曾博雯、林晓燕、叶慧敏、冯涵玥、王静雯、林 琳、

刘晓曦、叶娜卿、陈佳欣、陈梅琼、杨 杰

六、文明志愿者先进个人（教师）（25 名）

郑慧仙、张 玲、朱晓宇、朱静雯、李 科、张雪芳、陈燕燕、

朱 杰、王志挺、王之玥、陈金民、阮鲤雄、蔡亚琼、彭飞平、

邱淑娇、黄媛媛、陈佳钦、傅仲斌、黄鹏勇、王詹芳、陈辰君、

谢明玉、廖泽楠、郭子默、陈荔春

七、文明志愿者先进个人（学生）（92 名）

易嘉慧、杨宇航、陈铭洲、魏愈寿、刘斌荣、程智鑫、陈梦婷、

沈丹娇、吴俊华、林杰祥、张锦昊、张建龙、童泽洲、黄思达、

王伟明、陈伟敏、许瑶萍、黄晓峰、黄紫云、尤雅丽、林旺盛、

杨弘玮、蔡家惠、陈 琳、陈其毅、简茜娜、林 婷、李松妹、

郑雅灵、毛林林、江荣星、吴建新、章开兴、李 璐、王锦超、

包书炜、江志航、吴妙茵、陈小明、蔡逸超、张 钰、方 敬、

叶家龙、林逸凡、李思敏、郑 毅、林佳敏、吴雄杰、王永铭、

陈 民、叶世辉、林 静、林宝兰、赵雪原、黄燕红、余思颖、

吴海燕、林如欣、王小月、许 慧、胡毓林、林宁华、李瑜玲、

郑少鹏、方 敏、颜梦洁、许一全、陈丽玲、张晓婷、李吟欣、

周桃娟、杨惠滨、林杨艳、张雅苹、蔡鑫瑜、马林香、林丽萍、



林宇婷、沈丹娇、陈宇涵、林 欣、林 邈、林振峰、王千腾、

陈 育、蒋雅茹、康 锐、林思明、刘见豪、凌 樊、阙雅婷、

许佩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