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国家奖助学金拟获奖助学生

公示名单
按照《河南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国家奖助学金管理办法》（校

发〔2017〕240 号）和《关于做好 2020 年本科生国家奖助学金评审

工作的通知》，经学生申请、年级（专业或班级）评议小组评议、

（学院）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组研究，确定拟获奖助学生，现

进行公示。如对拟获奖助人选有异议，请以电话、信函等方式举报反

映。

公示时间：2020 年 10 月 2日——10 月 8日。

投诉举报电话：0371——22199252

投诉举报邮箱：tyxsgz@sina.com

国家奖学金（ 3 人）

林楠 韩超然 郭贝贝

国家励志奖学金（ 40 人）

郑国荣 樊碧远 冯丹妮 白鹤

康冰冰 刘得可 魏毓青 蒋昊圻

刘晶晶 张润晨 曹文杰 卫青卿

王聪帅 刘耀耀 常梓璇 张瑞庆

耿龙霞 刘 锴 张天龙 任彬宾

侯帅港 张秀秀 刘文 马荔莎

郭梦洁 田宇航 吴新凤 刘楷

冉艳 吴阳倩 田梦涵 常莹莹

王梦佳 尤彤桐 张佳琦 马晓歌

王玉鑫 许延庆 李芳怡 乔兵

国家助学金（ 336 人）

一等助学金（ 63 人）

刘福省 刘得可 许继文 张志凯

郭灿昊 李中义 黄玉斌 赵海昌

崔争艳 张宇飞 岳明 孙鹏飞

冯少杰 董金坡 王鑫华 金楚翰

宋敖 张家煊 李国庆 段高科

安琼瑶 张文丽 姚福雅 寇学迎

郎秀亮 张梦浩 杨浩然 任彬宾



王文瑜 祝宇鹏 穆震宇 于雯

庞焕荣 方洁晶 王子怡 李成祥

韦春豪 朱珍瑶 周旸 赵雨凡

冶珂鑫 马会心 吴阳倩 周惠

田梦涵 张云菲 李双 张风驰

张兴滋 田娟娟 杨丰铭 郑斌

姜思雨 冯炎 梁薇 郭盼盼

崔海青 魏帅刚 刘清 蔺媛媛

郭俊艺 易三旺 闫肃

二等助学金（ 210 人）

樊国华 李宁 刘宏志 罗乐乐

牛凯宇 王慧凯 殷玉聪 张百和

赵雪猛 陈妮 爨晓磊 丁香洋

冯鹏奎 郭原野 姬笑梅 贾云飞

姜涛 寇超 李东晨 李芳正

李静 李军帅 李腾冲 李响

李学亮 梁学三 刘陈 刘付焕

刘叶 卢家峰 苗润培 秦琳

申耀威 司朝顺 宋祖梁 汤占源

王少可 王舜 王艳磊 张雨欣

文丹君 王振都 徐兴哲 薛文博

闫世超 颜若菡 曾红亮 张港辉

张杰 张书记 张仪 王凤林

翟冠华 王钰棋 王翔宇 李晨

李鑫 许家龙 陈展晓 牛兵超

苏阳阳 武展鹏 王孟华 杨新飞

赵浩博 胡珵钰 王庆伟 徐鸿运

璩文凯 李丹 薛斌 衣雷刚

张凯 李田苗 江瑞珂 苏钰

李贺平 毋哆 郭金铭 张雪

曹玉甜 葛莹莹 李玲慧 洪艳芳

卫青卿 孟光 蔡加龙 刘冰倩

周明洁 彭金龙 王晓达 肖健健

陈昊 智华清 张赛辉 刘邦



王帅兵 杨飞 井嘉华 李毅

张浩 王岩 胡志豪 于梦鸽

路远星 程博阳 马轼 郝子月

叶晶鑫 张蕊 吕卓 娄佳伟

聂刘洁 林含冰 汤俊俊 许婕妤

李香椰 张洋洋 马龙波 王邻崇

丁子扬 王梦雅 刘孜幕 刘君娜

孙明月 凡金悦 王子豪 杨政权

冉艳 吴新凤 邓宇鹏 孟科宇

王兴玉 沈前 王路平 王子鸣

徐华栋 冯键键 赵相颖 程靖育

尤彤桐 刘宏璞 刘宇航 祁芙宇

常莹莹 董祥辉 张恒乾 金鑫昊

马昊辰 张佳琦 魏伶羽 张娅琪

李慧婷 王梦佳 吴渝蔚 王越棋

李晓薇 杨梦晴 杜鑫 徐航

马晓歌 王玉鑫 许延庆 李芳怡

乔兵 张森森 于明歌 姚文博

王振博 王泽辉 王丽虹 马屹楠

马文强 马奥楠 罗鑫 刘淑晴

刘家乐 李敏瑞 陈兆婷 焦世彤

姜宁远 黄悦帆 洪阳 冯若斐

安福杰 常凯阳 常延涛 陈静

陈志鹏 楚清普 谷泉佳 朱正浩

韩豹 胡锦涛 黄舒豪 李权

李岳 李志康 刘翰东 周宪龙

刘天乐 柳鑫鑫 史国盛 王志豪

杨璇 常晨曦 李宏森 王旭峰

赵豪彬 赵新源

三等助学金（63 人）

陈鑫 宋伟琛 杨文志 邵晓杰

王明正 郑寒冰 王相锐 闫帅

张瑞超 张彪 张淙元 申世鹏

李佳豪 李文龙 国家祥 李强星

宋安琦 郑鹏涛 胡一枫 郑进涛



何杰 石磊 路娇 宋春风

刘迪 陈运通 刘文豪 王坤

卢膑茏 冷嘉琪 崔梓睿 郭紫涵

沈代思 李世豪 许文强 王猛

田彪均 赵鸿民 韩春凯 郝海

赵奥兵 王明蔚 赵飞 张冬雨

王振涛 李晚路 陈晓龙 岳书童

杨光 黄佳龙 王旭彤 王怡帆

邢颖颖 段旭 苏佳诺 张美琦

聂瑜 王景龙 张小帅 吴伸伸

闫铭浩 杨渊志 王甜佳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2020 年 10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