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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何雅梦 王龙 李先伟 潘秋收 迟皓冰 王春雨 吕悦文 祁佳 王彬 石美 武金儒 李冉冉 孙泽琪 刘聪 17 郭涵 洪珊 甄歆 17

16 董美玉 任晓 朱彬 李忠芳 卢珊珊 裴媛媛 孟军 谢海泓 陈小忠 王乙惠 王慧 任俊宇 包萍萍 吕倡 16 张祎 张晓燕 王亚萍 李博颖 朱晓婕 孔雪 宋健伟 王兴秀 方宁 褚兴欣 张擎 孙涵 唐琪 徐珺姮 韩泽惠 孔汇文 于佳琦 16

15 张胜 陈湘东 葛琳 周晗 田鹏 李蕊 雷梦蝶 屈新静 历晨 耿方志 田春丽 张海龙 孔宁 胡琦 15 程林 赵忠祥 袁爱鹏 陈燕莉 崔珊珊 高晨 李涛 李莹莹 陈梦娇 许晓倩 魏晓丹 王庆伟 陈赛赛 许一冰 裴玉龙 崔强 闫治一 15

14 田思佳 王洁 潘鑫琦 刘璐 孟红玉 白晓峰 邹家鹏 周奥 张鑫儒 孔勇强 陈家成 朱少华 邸倩宇 杭孟佳 14 李欣欣 张畅 徐亚楠 马兵舰 杨龙鑫 孙媛媛 张磊 杜娜 李芬 徐奇 张超 袁丽君 潘政道 刘孝栋 任瑞雪 曹慧君 杜信 14

13 董欢欢 韩玉坤 安爽爽 潘苏楠 孔香玉 依木冉江 杨琦 刘雨霏 刘志武 黄小川 李欣悦 吕丛妍 张琦 13 曹旖帆 赵惠洁 谭润 赵良艳 买尔孜也张丹阳 王甜甜 许远博 高泽众 赵腾 赵含笑 赵超 吴辉 邓锐 沈泮文 邢昌浩 加依达别克 13

12 孙龙飞 常旭冉 栾少强 周荣雪 杨逸伦 陶涛 陈怡敏 吕悦 李文丽 苗健康 高工 赵风 李博雨 12 苏穆然 李晨阳 赵艺聪 德列巴姆 冷俊杰 刘守杭 张俊 刘裕 卢奇 汤军晓 张腾 张磊 袁绍帅 扎西群培 韩丹阳 李整军 王晓宇 12

11 高宇 孙潇涵 潘娅泽 管燕 扎西央宗 杨子坤 张文瑄 郑才皓 高垒 白玛央宗刘婕 刘晓亚 王劲草 11 高晓雪 季金宇 任书良 程爱馨 宋炳倩 张楠 张言超 王文静 孙璇 胡静 季奖 张文捷 仁青罗布 旦增 陈奕铮 屠宇 梁倩 11

10 张妍 马雨飞 郑诗睿 燕新刚 孙书敏 唐铖澴 李亦菲 党静 刘露 邢志军 刘孟奇 张畅 田宝强 10 郭芷函 肖卉昕 李兆琛 朱晔 刘思源 郭肖阳 程钰 陈龙超 赵文舜 寇少杰 郎斌 武科丞 王杰 任亮亮 车帅 白玛次仁 汪子翔 10 韩智业 隋梦琳 李扬帆 田佳蔚 张鑫

9 李振南 柴昕荣 贺艳玲 颜培丽 张美路 王学祺 崔彦秋 王思齐 牛明高 张业成 郭力维 崔宝硕 9 郭俊秀 朱礼梅 董文萍 覃瑜瑢 李依霖 解宁 张新竹 赵艺璇 刘青蓝 杨帆 李璐 成听 贾文晓 刘洁 郝超颖 杜洪竹 徐丽玲 9 熊佳皓 邹婧鑫 王璐 刘晗笑 彭云

8 安亚茹 李庭筠 张景瑶 刘钰 赵晓凤 王臻 周青林 范静蕾 宋泽芳 张娅 孙鑫敏 祖双艳 8 王雪莲 宋飞燕 姚文文 闫惠娇 刘清 张丽纳 沈敏 赵鑫 靳灿灿 邵喜苹 杨晓红 姜春晓 孙美然 卫远征 孙纯富 朱凤 黄雅卓 8 常凯杰 刘亚强 冷弘利 刘孜 迪力穆拉提

7 杨明 韩星宇 师春茂 倪徐凯 张晓 胡硕 王璐瑶 王子琳 罗磊 吴虑 杨惠英 7 商晓晨 柳亦男 刘馨 赵越群 杨理政 王玥颖 李昕跃 鲁佩骁 殷潇菲 王良奇 冷展博 库尼都散 张培杰 吴恬 刘毓 李彦杰 王雨琦 7 陈勇涛 阿卜杜许库尔岳庆磊 战志刚 关天皓

6 付嘉瑜 王宇鹏 杨璇 王霆飞 王婉婷 郑鑫 刘敏 日帕提 刘诗亮 汪忝垚 6 朱雨昕 迪力牙 张嘉琦 冯凡栩 蒋子昂 何益名 张文雪 卡哈尔 张怡 李琛 王沙沙 蒋希希 赵朔 马佳慧 刘翔 赵永龙 李玉涵 6 曲永乐 王志通 王凯丽 刘爱丽

5 程增赢 徐述波 尚晓楠 庞博 刘昌和 罗一帆 陈李妍 陈雨 龙欣媛 5 王科鑫 高航 刘雪聪 姜丰 王孟含 昌思琴 李昊 刘江涵 高瑶 屈映池 刘春业 付丁敦 蔡瑞 张旭 陈思 周子琦 曾彬 5 张兆朋 李新英 吕璐璐 任国祥

4 马燕敏 胡文馨 张金妮 秦晓贞 刘佳伟 李秀 王小丽 吴楠 刘天晴 4 迟佳琳 李辉 李梦瑶 陈雅倩 刘芳洁 赵琨 王文珺 段明华 赵霞 冯心怡 高英楠 王琳 朱思瑾 回文娟 许晓哲 张鹏 任海涛 4 何加文 黄君鹏 李佳 王海龙 孟子博

3 赵晨琳 陈志鹏 郭立娟 李安康 李婧 李嗣琪 刘佳琪 刘娟 3 刘子靖 田晨 徐迎红 艾志宸 迟方正 傅永康 古天尧 贺楚慧 黄蓓 梁琰梅 刘宁 王湘泓 王晓贺 薛明明 张安迪 张璐 蒋炳慧 3 黄赤 付学敏 吕越 陈倩 李瑞涛

2 曾光赢 陈豪 陈瑶 崔诺一 李嘉玮 李洁仪 刘会会 齐素素 2 邵秀霞 唐韵 王丽洋 王嫚 吴立宗 闫潇 尹斌 周晗 黄金玲 罗桂平 牟亚茹 牛天卉 青达 王丽 王培霞 于淼淼 张晶晶 2

1 1 1

嘉宾
全日制
硕士

本科 双学位
非全日
制硕士

观礼

学位授予仪式座次安排

家长及其他人员
观礼区

嘉宾席 嘉宾席
工作席

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