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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大  学 

南研发〔2013〕8114号 

 

 

关于授予荀爱萍等100名同学 

南京大学2013年度潘雪平助学金的决定 

 

各院系、各单位： 

经学生申请、院系推荐、学校审核，并经潘雪平先生同

意，决定授予荀爱萍等 40名品学兼优且经济困难研究生、沈

士杰等 60名品学兼优且经济困难本科生南京大学 2013年度

潘雪平助学金。 

 

附件：南京大学 2013年度潘雪平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 

 

 

 

                                   南京大学 

                  2013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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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大学 2013 年度潘雪平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 

研究生部分（共 40人） 

院系 专业 姓名 学号 

大气科学学院 气象学 荀爱萍 MG1228026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张晶 MG1127015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孙义杰 DG1229049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球化学 何梦颖 DG1129012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王刚 DG1323021 

法学院 法律硕士（非法学） 陶丽 MF1105049 

法学院 法律硕士（非法学） 金云云 MF1205023 

工程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潘立健 MF1315080 

化学化工学院 无机化学 张传磊 DG1224104 

化学化工学院 物理化学 蔡婧 DG1124002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李亚兵 MF1325016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石欢欢 MF132502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计算机技术 潘玲燕 MF113302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沈周娅 MG1136020 

教育研究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刘艳芳 MG1112024 

历史学系 中国近现代史 徐家贵 MG1110049 

历史学系 国际关系 刘春强 MG1113011 

美术研究院 美术学 李扬 MG1216004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殷顺明 MF1232087 

商学院 国民经济学 张正喜 MG1102050 

商学院 企业管理 王慧玲 MG1102187 

社会学院 社会学 李智 MG1307009 

生命科学学院 制药工程 王凯 MF133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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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 药剂学 李华男 MG1330089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天体物理 姜龙 DG1226003 

外国语学院 法语语言文学 文才喆 MF1209051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李青松 MF1309007 

文学院 文艺学 高尚学 DG1108013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潘文峰 DG1108031 

文学院 文艺学 尹士刚 MG1108010 

物理学院 凝聚态物理 刘文豪 MG1322041 

物理学院 声学 张海啸 MG1322090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材料工程 郑蒙阳 MF1234014 

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 何敏杰 MG1211030 

信息管理学院 编辑出版学 檀美玲 MG1214045 

医学院 临床医学硕士 王瑞风 MF1335041 

医学院 临床医学 段超勤 MF1335013 

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王丽莎 MG1101052 

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保障 覃有宁 MG1106071 

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石姬凤 MG1206029 

 

本科生部分（共 60人） 

院系 姓名 学号 

物理学院 沈士杰 101120109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张乐 101190124 

文学院 徐甜 111010067 

文学院 杨晓丽 111010070 

历史学系 李妞 111020023 

法学院 刘艳艳 111030050 

商学院 谭成 111030073 

法学院 谢晶 111030087 

新闻传播学院 陈雪彤 1110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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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院 卡丽娟 111050031 

政府管理学院 刘佳洪 111060034 

商学院 排则莱提·伊斯马伊力 111099098 

匡亚明学院 吴岸 111120147 

生命科学学院 李佩芹 111140040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孟楚洁 111150055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振 111150112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李创 111160045 

大气科学学院 李成熙 111170042 

物理学院 任通 111230063 

软件学院 翟惟玮 111250228 

文学院 巴·乔娃 121010001 

文学院 王乐毅 121010058 

历史学系 沙特巴尔的·阿合买提克仁 121020056 

法学院 何莉 121030017 

政府管理学院 景旻 121060032 

商学院 祝修业 121090256 

商学院 岳小雨 121099190 

外国语学院 王美玲 121100022 

数学系 卢雷忠 121110043 

物理学院 殷绍伟 121120164 

物理学院 张吏楠 121120175 

生命科学学院 罗耀淦 12114003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郭硕 121160020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覃丽君 121160051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程月 121190017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丁萍 121190019 

环境学院 贾梦茹 1212000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江鸥 121220039 

软件学院 邱士超 1212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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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 余快 12125019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于明霞 12129002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田甜 121290301 

法学院 则敏江·祖农 131030063 

新闻传播学院 王莉莉 131050055 

信息管理学院 玉苏甫·阿不力孜 131070020 

信息管理学院 迟雨晴 131070024 

社会学院 陈国光 131080012 

商学院 马嘉欣 131090109 

数学系 陈琛 131110070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穆合塔尔·麦麦提尼亚孜 131150002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丁春媚 131160003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王庄喜 131160012 

大气科学学院 加孜拉·索力提肯 131170026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吴胜良 131190003 

医学院 马文燕 131230021 

医学院 牟涛 131230069 

软件学院 唐朝 131250007 

软件学院 许露佳 131250104 

工程管理学院 黄华 131270011 

工程管理学院 常耀 13127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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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 12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