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师范大学 2020 届校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省级研究生

优秀毕业生拟推荐人选公示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届贵州省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黔教办函〔2020〕

56 号）、《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毕业生、先进班集体评选办法》(黔教学发〔2018〕169

号)和《关于开展 2020 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推荐工作

的通知》（研工字〔2020〕4号）的精神，我校开展了 2020

届优秀大学毕业生评选推荐工作。 

经本人申请、辅导员推荐、各培养单位初评，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 ,学校按照教育厅和学校的评选办法进行

审核和评选，拟确定历史与政治学院程福友等 107 人为 2020

届校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历史与政治学院袁海艳等 25 人

为 2020 届省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推荐人选，具体名单见附

件。 

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2020 年 5 月 20

日至 5 月 26 日），若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研究生工作

部反映。 

电话：0851-83227105、83227109 

                           

贵州师范大学 

                     2020 年 5月 20 日 



一、校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107 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级 培养单位 专业 

1 程福友 男 2018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2 姚金山 男 2018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3 陈潇菡 女 2018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4 王洪 女 2018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5 袁佳利 女 2018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6 梁欣茹 女 2018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7 袁海艳 女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政治学 

8 周彤 男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中国史 

9 朱江山 男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政治学 

10 龙玲 女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11 李国强 男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世界史 

12 唐旭梅 女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3 程然 女 2017 法学院 法律史 

14 吴滢 女 2017 法学院 刑法学 

15 庄亮亮 男 2017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16 彭健 男 2017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17 王家龙 男 2017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18 刘梅 女 201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19 陈远平 女 201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20 刘彦蔚 女 201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21 徐超 男 201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22 毛蓓 女 201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23 贾颖 女 201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24 李明惋 男 201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25 刘莉 女 2017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26 胡美玲 女 2017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27 陈倩芸 女 2017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28 刘旭 女 2017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29 张欣宇 男 2018 教育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30 王筑梅 女 2018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31 迟明阳 男 201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32 王得梅 女 2018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33 谢雪梅 女 201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34 朱怡君 女 201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35 王洁 女 2017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36 夏仲君 男 2018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37 汪澜 女 201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38 叶泽宇 女 201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39 许紫鑫 男 2018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40 余蓝琳 女 201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41 张英英 女 201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42 丁梓悦 女 201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43 王芳芳 女 2018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44 雷安桃 女 2018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45 顾典沙 女 2018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46 马晓慧 女 2018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47 吕会 女 2017 数学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48 蒋雨宏 女 2017 数学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49 孙剑 男 2017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计算物理与数值分析 

50 黎青霞 女 2018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51 李秋娇 女 2018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52 高赫男 女 2018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53 蔡丽丽 女 201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54 李航 男 201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55 吕文清 女 2018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56 夏雨 女 2018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57 谭迪 女 2018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58 葛玉娟 女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 

59 张继 男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60 陈会 女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61 王权 男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 

62 魏小芳 女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63 杨青 女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64 杜静 女 201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65 杨昕 女 201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66 肖盼 女 2018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67 马玉芬 女 2018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68 万芳 女 2018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69 段美英 女 2018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70 闵红霞 女 2018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71 熊孟连 女 2017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72 冯淳 男 2017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73 陈婷 女 2017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74 杨技超 男 2017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75 简燕 女 2017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76 马芳芳 女 2018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77 何伦 男 2018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78 肖艳 女 2017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79 刘舒婷 女 2017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80 李雨濛 女 2017 音乐学院 音乐 

81 秦汐 女 2017 音乐学院 音乐 

82 李明臻 女 2017 美术学院 美术 

83 吕海元 女 2017 美术学院 美术学 

84 刘佳 女 2018 经济与管理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财经商贸） 

85 罗正敏 女 2018 经济与管理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财经商贸） 

86 杨杰 男 2017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87 李承义 男 2017 山地环境重点实验室 生态学 

88 苏敏 女 2017 山地环境重点实验室 分析化学 

89 高赛 男 2017 山地环境重点实验室 分析化学 

90 张俞 女 2016 喀斯特研究院 自然地理学 

91 蒋翼 女 2017 喀斯特研究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92 王进 男 2017 喀斯特研究院 自然地理学 

93 白义鑫 男 2017 喀斯特研究院 自然地理学 

94 张国彪 男 20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95 徐兆芳 女 2017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分析化学 

96 王冰 女 2018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土木水利） 

97 张磊 男 2017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物联网与数字化制造 

98 石秀玲 女 2018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99 余秋雨 女 2017 
贵州省信息与计算科学

重点实验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0 宋琴敏 女 2018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101 张雪斌 女 2018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102 赵翎妗 女 2017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

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3 马诗浩 女 2017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104 佘爱 男 2017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105 潘登 男 2017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106 韦光彬 女 2018 心理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107 王良璧 女 2018 心理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二、省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推荐人选（25 人） 

序号 姓名 
性

别 

年

级 
培养单位 专业名称 层次 类型 备注 

1 袁海艳 女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政治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优干、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2 周彤 男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中国史 硕士生 学术型 2 次获校优干、省级大扶贫知识竞赛二等奖 

3 程然 女 2017 法学院 法律史 硕士生 学术型 省优干、校优干、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4 庄亮亮 男 2017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5 刘莉 女 2017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硕士生 学术型 
省三好、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贵州省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 

6 王洁 女 2017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校优干、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7 吕会 女 2017 数学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8 葛玉娟 女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

学院 

土地资源利用与

管理 
硕士生 学术型 省优干、校优干、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9 张继 男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

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 
硕士生 学术型 省三好、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0 熊孟连 女 2017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 
硕士生 学术型 

省三好、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全国大学生生命

科学竞赛优胜奖；贵州省科普作品创作大赛三等奖 

11 肖艳 女 2017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2 次获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2 张国彪 男 20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校优干、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教育部我心中的

思政课全国大学生微电影展示活动优秀奖，排名第六 

13 程福友 男 2018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4 刘梅 女 201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 



15 张欣宇 男 2018 教育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优干、全国大学生数字化教育应用创新大赛二等奖，

排名第三 

16 夏仲君 男 2018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

赛省赛复赛二等奖 

17 顾典沙 女 2018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硕士生 专业型 
省三好、校三好、“华文杯”全国师范生数学创课大赛二

等奖，创课设计三等奖 

18 马晓慧 女 2018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优干、“华文杯”全国师范生数学创课及教学能力测试

微格教学一等奖、教学设计二等奖；全国中小学论文（教

案设计）大赛一等奖 

19 杜静 女 2018 
地理与环境科学

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优干、贵州省乡土地理微课大赛二等奖 

20 马玉芬 女 2018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21 马芳芳 女 2018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优干 

22 何伦 男 2018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贵州省第八届青少年健身

气功交流比赛六字诀高校组（竞）第一名 

23 李明臻 女 2017 美术学院 美术 硕士生 专业型 省三好、校三好、校优干、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24 石秀玲 女 2018 
机械与电气工程

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 

25 宋琴敏 女 2018 
国际旅游文化学

院 
职业技术教育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优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