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号 联系方式 部门 职务

1 姜文勇 数学1601 学生会 主席

2 商静 化学1702 学生会 副主席

3 张晓楠 化学1701 学生会 副主席

4 姜玉洁 化学1701 学生会 办公室主任

5 常尚崑 物理1701 学生会 组织部部长

6 许桐伟 光电1701 学生会 宣传部部长

7 杨楠 信息1702 学生会 学习实践部部长

8 于乐洋 物理1701 学生会 文体发展部部长

9 张蒙蒙 数学1702 学生会 权益维护部部长

10 安静 数学1702 艺术团 团长

11 孙璐 数学1701 艺术团 副团长

12 王帅星 物理1801 艺术团 秘书长

13 曹笑语 光电1802 艺术团 模特队队长

14 马晨博 光电1802 艺术团 主持队队长

15 张欣悦 物理1802 艺术团 舞蹈团队长

16 喜钰涵 数学1802 艺术团 话剧团队长

17 毛宇森 物理1801 艺术团 声乐团队长

18 于晓菲 光电1802 艺术团 器乐团队长

19 李政彦 光电1801 艺术团 京剧团队长

20 董亚萍 物理1801 艺术团 辩论队队长

21 李雅萌 化学1701 科协 副主席

22 刘旭 物理1702 科协 副主席

23 唐欣玉 化学1801 科协 大创部部长

24 凡荣荣 化学1702 科协 课程部部长

25 崔露颖 化学1801 科协 科创部部长

26 何明 光电1802 科协 文创部部长

27 司亚玺 物理1702 青协 主席

28 李海曼 信息1702 青协 副主席

29 闫如玉 光电1702 青协 副主席

30 郑元智 信息1801 青协 组织部部长

31 范振兴 理实1803 青协 服务部部长

32 孙祎辰 光电1801 青协 实践部部长

33 温美连 化学1701 传媒中心 主席

34 卢丽雯 光电1702 传媒中心 副主席

35 吕梓迪 化学1701 传媒中心 副主席

36 井维栋 理实1701 传媒中心 副主席

37 寇希国 理实1701 传媒中心 摄影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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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吴小璠 信息1701 传媒中心 采写部部长

39   喻思敏 信息1801 传媒中心 办公室主任

40 张静丽 数学1801 传媒中心 新媒体部长

41 韦素 信息1702 心理工作站 站长

42 徐铭欣 理实1804 心理工作站 策划部部长

43 王腾 理实1804 心理工作站 实践部部长

44 王雨欣 理实1803 心理工作站 新媒体部部长

45 黄祺淇 数据1902 体育协会 副主席

46 马文珂 应物1901 体育协会 副主席

47 崔雅文 信息1801 2018级 班长

48 毕桓硕 信息1802 2018级 班长

49 李福星 数学1801 2018级 班长

50 张水金 数学1802 2018级 班长

51 赵风凯 化学1801 2018级 班长

52 吴晨 化学1802 2018级 班长

53 李宗戈 光电1801 2018级 班长

54 戈辰龙 光电1802 2018级 班长

55 张国庆 物理1801 2018级 班长

56 周欣鹏 物理1802 2018级 班长

57 程晔 理实1801 2018级 班长

58 陈禹霖 理实1802 2018级 班长

59 宇世虎 理实1803 2018级 班长

60 董朝阳 理实1804 2018级 班长

61 王硕 信息1801 2018级 团支书

62 李天娇 信息1802 2018级 团支书

63 杨继辰 数学1801 2018级 团支书

64 王梓宣 数学1802 2018级 团支书

65 蒋梦诗 化学1801 2018级 团支书

66 孟新 化学1802 2018级 团支书

67 乔良欣 光电1801 2018级 团支书

68 孙玉婷 光电1802 2018级 团支书

69 耿志轩 物理1801 2018级 团支书

70 李炜 物理1802 2018级 团支书

71 魏唯 理实1801 2018级 团支书

72 周新秀 理实1802 2018级 团支书

73 张照晨 理实1803 2018级 团支书

74 刘彦冰 理实1804 2018级 团支书

75 陈雅薇 理实1804 2018级 团总支书记

76 雷传捷 光电1901 2019级 班长

77 曾佑韬 光电1901 2019级 团支书

78 何浩龙 光电1902 2019级 班长



79 李禹杏 光电1902 2019级 团支书

80 王颢达 化学1901 2019级 班长

81 刘梦婷 化学1901 2019级 团支书

82 王江昊 化学1902 2019级 班长

83 周钰 化学1902 2019级 团支书

84 鞠佳熇 理实1901 2019级 班长

85 刘欣 理实1901 2019级 团支书

86 陈哲 理实1902 2019级 班长

87 周小钊 理实1902 2019级 团支书

88 严桐 理实1903 2019级 班长

89 权宇浩 理实1903 2019级 团支书

90 徐雨田 理实1904 2019级 班长

91 田骏飞 理实1904 2019级 团支书

92 马志强 数据1901 2019级 班长

93 孙孟辰 数据1901 2019级 团支书

94 陈一鸣 数据1902 2019级 班长

95 邹雯静 数据1902 2019级 团支书

96 杨子璇 数学1901 2019级 班长

97 刘锦鹏 数学1901 2019级 团支书

98 柯有超 数学1902 2019级 团支书

99 孙小洁 数学1902 2019级 班长

100 李泓健 物理1901 2019级 班长

101 申委鹭 物理1901 2019级 团支书

102 梁洲 物理1902 2019级 班长

103 陈新琳 物理1902 2019级 团支书

104 马文泽 信息1901 2019级 班长

105 王风源 信息1901 2019级 团支书

106 张伟 信息1902 2019级 班长

107 张超 信息1902 2019级 团支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