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师范大学 2019 届校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省级研究生优秀

毕业生推荐人选公示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9 届贵州省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黔教办学〔201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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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推荐工作的

通知》（研工字〔2019〕1 号）的精神，我校开展了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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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确定文学院张东哲等 73人为 2019 届校级研

究生优秀毕业生，喀斯特研究院池永宽等 19 人为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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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月 2 日

至 4 月 9 日），若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研究生院反映。 

电话：0851-83227105、83227109 

                           

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2019 年 4月 2 日 

 

 



一、校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73 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级 培养单位 专业 

1 张东哲 女 2016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2 费习宽 男 2016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3 许贤 女 2016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4 熊慧芳 女 201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5 海雪 女 201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6 曾文平 男 201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7 喻培 女 201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8 颜利华 女 2016 法学院 民商法学 

9 韩超杰 女 2016 法学院 经济法学 

10 郑露璐 女 2016 历史与政治学院 马哲 

11 安红 女 2016 历史与政治学院 中国史 

12 李明明 女 2016 历史与政治学院 中国史 

13 李晗 男 2016 历史与政治学院 马哲 

14 郑春花 女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15 唐倩 女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16 罗倩 女 2017 历史与政治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17 王振华 男 2016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8 陈丽 女 2017 经济与管理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19 胡素靖 女 2016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20 杨梦 女 201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21 李彦龙 男 201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22 徐楚楚 女 2017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23 江琳 女 201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24 张俊芬 女 2017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25 王江红 男 201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26 朱凯琳 女 2016 教育科学学院 高等教育学 

27 杨忠萍 女 2016 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 

28 李大林 男 2016 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 

29 李明婧 女 2016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史 

30 霍静静 女 2016 教育科学学院 基础心理学 

31 班仕义 男 2017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32 黄丽娟 女 2017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33 徐珍艳 女 2017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34 王秀红 女 2017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35 邓清 男 2017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36 于汉昌 男 2017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37 孙煜 女 2016 数学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38 胡元元 男 2016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计算物理及数值分析 

39 曾吉 女 2017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40 周文 女 2017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41 刘湘粤 女 2016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42 莫丽 女 2016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分析化学 

43 陈柽梓 女 201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44 赵玉丹 女 2017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45 何小红 女 2016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46 朱满秀 女 2017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47 郭艳清 女 2016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48 王炎 女 2016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49 曹玉平 男 2016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50 涂鑫 女 2016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51 胡震 男 2016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52 李朝仙 女 2016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 

53 秦随涛 男 2016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生态学 

54 罗旭琴 女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55 余燕群 女 2017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56 张洁琼 女 2016 音乐学院 艺术学理论 

57 柴可 女 2017 音乐学院 学科教学（音乐） 

58 肖金材 女 2017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59 何雅苑 女 2016 美术学院 艺术学理论 

60 许玲惠 女 2016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61 黄海涛 男 2016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62 闫丹姨 女 2017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63 杨克敏 女 2017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64 段廷燕 女 2016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

院 
软件工程 

65 庞文兴 女 2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66 池永宽 男 2015 喀斯特研究院 自然地理学 

67 宋淑珍 女 2015 喀斯特研究院 自然地理学 

68 何江湖 女 2016 喀斯特研究院 人文地理学 

69 王士强 男 2016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物联网与数字化制造 

70 邱浩然 男 2017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71 李振鹏 男 2016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分析化学 

72 黄小娟 女 2017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73 汪良 女 2017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旅游管理 



二、省级研究生优秀毕业生推荐人选（19 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级 
培养单位 专业名称 层次 类型 备注 

1 池永宽 男 2015 喀斯特研究院 自然地理学 博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2 杨忠萍 女 2016 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 硕士生 学术型 省优干、校优干、2次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3 庞文兴 女 20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生 学术型 省优干、校优干、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4 朱凯琳 女 2016 教育科学学院 高等教育学 硕士生 学术型 省三好、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5 曹玉平 男 2016 地环学院 自然地理学 硕士生 学术型 省三好、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6 胡素靖 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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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红 女 2016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8 宋淑珍 女 2015 喀斯特研究院 自然地理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9 秦随涛 男 2016 地环学院 生态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0 刘湘粤 女 2016 化材学院 分析化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1 郑露璐 女 2016 历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2 王振华 男 2016 经管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生 学术型 
校三好、全国第十一届“挑战杯”创业大赛铜奖，贵州

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13 罗倩 女 2017 历政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硕士生 专业型 
省三好、校三好、国家奖学金、全国教学技能决赛二等

奖获得者 

14 赵玉丹 女 2017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硕士生 专业型 省三好、校三好、全国教学技能决赛三等奖获得者 



15 杨梦 女 201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6 熊慧芳 女 201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全国教学技能决赛三等奖获得者 

17 曾吉 女 2017 
物理与电子科学

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全国教学技能决赛三等奖获得者 

18 余燕群 女 2017 地环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省教科院微课一等奖获得者 

19 汪良 女 2017 国旅学院 旅游管理 硕士生 专业型 校三好、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三等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