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阅读、写作大赛重庆大学校选赛获奖公示 

赛事类别 姓名 性别 学院 年级 专业 学号 组别 获奖 参赛状态 

演讲 翟诗文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798 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黄梦遥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05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杨宇瑄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43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汤德馨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367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周佳蕾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14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邓雨婷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190402016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吴代杰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42 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杨芮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1395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李赫纳

祺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58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郑炯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87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刘秋童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5448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牛子涵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翻译 202004131077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贺佳欣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799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张羽婷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28 英语专业本科生 优胜奖 \ 

演讲 黄璇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75 英语专业本科生 优胜奖 \ 

演讲 游于晴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5446 英语专业本科生 优胜奖 \ 

演讲 许艺婷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99 英语专业本科生 优胜奖 \ 

演讲 孙辰运 男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1904021025 英语专业研究生 优胜奖 \ 

演讲 王艳丽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1904021031 英语专业研究生 优胜奖 \ 

演讲 尹宇慧 女 弘深学院  2018 级 电子信息 20181994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王逸伦 女 弘深学院 2020 级 土建类实验班 2020469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徐棹  女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19 级 财务管理 2019056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金云帆 男 弘深学院  2020 级 电子信息类 20203790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刘禹霄 男 计算机学院  2019 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卓越） 2019429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杜岳芊 女 弘深学院  2020 级 明月科创实验班 2020095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孙莹莹 女 计算机学院  2020 级 计算机类 20204104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李欣珏  女 建筑城规学院  2018 级 建筑学 20184572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刘桐昊  男 弘深学院  2020 级 土建大类实验班 2020484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张伊寒 女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9 级 通信工程 20192393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冯智健 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 级 金融学 20190093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孙艺嘉 女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6154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梁雪 女 建筑城规学院  2018 级 建筑 20184565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李钥莹 女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 级 计算机类 2020168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施晓雨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德语 20180772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汪梓涵 女 UC联合学院 2020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6060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张迤岚 女 弘深学院 2020级 土建大类实验班 20205102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陈忠涛 男 光电工程学院 2018级 电子科学与技术 20183880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蒋哲宇 男 美视电影学院 2018级 导演 2018129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贾寅鑫 女 新闻学院 2018级 新闻学 20181460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于昭璐 女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2020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6085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沈奎霖 男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6112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徐清雯 女 电气工程学院 2020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4689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朱琦 女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606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温宇轩 男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606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谷金辉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学  20201542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杨洋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公共管理类 20200186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李航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19 级 行政管理 2019005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王思媛 女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605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王建颖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德语 2018079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张钰蕾  女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 级 计算机类 2020168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李梁慧 女 土木工程学院  2020 级 土木类 2020502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张昕玥  女 建筑城规学院  2020 级 城乡规划 2020450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张雨婷 女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9 级 通信工程 2019242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演讲 舒文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公共管理 202001021030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特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张桐 男 环境与生态学院  2020 级 环境与生态学院 20201701008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特等奖 不涉及 

演讲 胡善玉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会计专硕 202002041079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演讲 郭宏伟 男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20 级 资源与环境 20202013106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彭柏皓 男 自动化学院  2020 级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013021058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演讲 黄靖旻 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应用经济学 202002021037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周玲玉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2035021031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吴  朔 女 电气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气工程 202011021177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张吴越 女 新闻学院  2020 级 新闻与传播 202025131006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演讲 洪天皓 女 土木工程学院 2020 级 土木水利 202016131134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徐晋 男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子科学与技术 20201202100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演讲 陈克晗 男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0 级 数学 202006021037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演讲 黄  悦 女 生物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子信息 202019131117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张瑞奇 男          美视电影学院 2020 级 广播电视 202022131058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桂莺歌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律 202023121116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谢  莉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2035021013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吴沁莹 女 生物工程学院  2020 级 生物医学工程 202019021089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张兰里 女 生物工程学院  2020 级 生物医学工程 202019021091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张琳 女 自动化学院  2020 级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2013021054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焦丹 女 电气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气工程 202011131225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韩宜忱 男 生物工程学院  2020 级 生物工程 202019021003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刘望玮 男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 级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012021006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周建军 男 体育学院 2020 级 体育教育 20202113101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演讲 肖洋 男 自动化学院  2020 级 电子信息 202013131094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曾昱嘉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846 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舒雨轩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829 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刘昳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01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陈倩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05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罗丹唯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90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吴代杰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42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黎雅青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827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张芷若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814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谢奕萱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78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王锐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903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贺佳欣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799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陈静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814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蔡景怡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33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周芳锐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802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陈婉婷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38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张雅宁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19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程乐文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769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陈美玲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23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栗晨鸽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翻译 202004131038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邓雨婷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190402016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牛子涵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翻译 202004131077 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王中清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32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钱丛鑫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翻译 202004131094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王可馨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10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李丽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及应用语言

学 
201904021040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潘长俊 男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39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张新冬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及应用语言

学 
201904021041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黄经宸 男 博雅学院  2019 级 人文科学 20191383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陈韵如 女 博雅学院  2020 级 人文科学试验班 2020154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张坤宁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德语 20170783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写作 张昕玥 女 建筑城规学院  2020 级 城乡规划 2020450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夏梓晟 男 自动化学院  2020 级 电子信息类 20203916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杨洋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公共管理类 20200186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孙莹莹 女 计算机学院  2020 级 计算机类 20204104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杨易行 男 弘深学院  2020 级 电气电子大类 2020384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励颖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学类 20205209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聂怡然 女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8 级 统计学 2017185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李祥瑞 男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 级 能源与动力类 2020322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屈彦汐 女 光电工程学院 2019 级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192546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黄浩洋 男 弘深学院  2020 级 电气电子大类 2020367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邹然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应用经济学 202002021018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特等奖 不涉及 

写作 肖红菊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律（非法学） 20202312110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特等奖 不涉及 

写作 任文锦 女 法学院  2020 级 宪法与行政法 202023021040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张彦 女 土木工程学院  2020 级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

程 
202016021083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写作 余启航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会计 202002041098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黄静蓉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 级 会计 20190213164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杨东浩 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应用经济学 202002021078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舒文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公共管理 202001021030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陈心眉 女 新闻学院  2020 级 新闻传播学 202025021008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梁熠 男 生物工程学院  2020 级 生物学 202019021056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卫滟雯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律 20202312108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贺全英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金融 20200213118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彭芹 女 新闻学院  2020 级 新闻与传播 20202513106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杨秋欢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公共管理 202001021058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邹志航 男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产业经济学 202001021003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文诗林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金融 202002131185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郭宏伟 男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20 级 资源与环境 20202013106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周婉妮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应用经济学 20200202103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张源 男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区域经济学 202001021000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写作 封庆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汉语国际教育 202004131074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晁淅灿 男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64 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樊硕清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57 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曾昱嘉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846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杨宇瑄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43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马雄祯 男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788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舒雨轩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829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舒语亭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98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万玲慧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42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黎雅青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827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郭子意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58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刘淏文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13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周爱婷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97 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肖雯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774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苗芷偲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904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蒋伟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860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成夷早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92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谢子萌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78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龚晴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32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李佳妮 女 外国语学院 2017 级 英语 20170778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王霞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32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吴代杰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英语 20200742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郑宇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51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张艺萌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03 英语专业本科生 优胜奖 \ 

阅读 陈玟锦 男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英语 20180863 英语专业本科生 优胜奖 \ 

阅读 谢奕萱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78 英语专业本科生 优胜奖 \ 

阅读 郭昕敏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59 英语专业本科生 优胜奖 \ 

阅读 李文淑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 20190781 英语专业本科生 优胜奖 \ 

阅读 李丽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及应用语言

学 
201904021040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唐平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27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尹开兰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190402011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李鹏飞 男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英语笔译 201904131053 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刘朕岑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49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郭宇馨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33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刘婷婷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42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钱丛鑫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翻译 202004131094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曹云朋 男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1904021035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王馨怡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25 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王诗然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08 英语专业研究生 优胜奖 不涉及 

阅读 李小倩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翻译 202004131037t 英语专业研究生 优胜奖 不涉及 

阅读 闵牵 女 外国语学院 2019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1904020126 英语专业研究生 优胜奖 不涉及 

阅读 王可馨 女 外国语学院 2020 级 外国语言文学 202004021010 英语专业研究生 优胜奖 不涉及 

阅读 张坤宁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德语 20170783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周振宇 男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9 级 数学类 2019185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特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宋晨阳 女 生物工程学院  2019 级 生物工程 20195544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徐棹 女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19 级 财务管理 2019056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黄经宸 男 博雅学院  2019 级 人文科学 20191383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陈韵如 女 博雅学院  2020 级 人文科学试验班 2020154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高思媛 女 新闻学院  2019 级 新闻学 2019142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李朝洋 男 土木工程学院  2020 级 土木工程系土木类 2020505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任玉婷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学 2020073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刘伊旻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 级 寅初经管国际实验班 20190265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陈加敏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 级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DZ200016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陈葳宁 女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德语 20180843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姜博文 男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 德语 20180890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成功参赛 

阅读 张昕玥 女 建筑城规学院  2020 级 城乡规划 2020450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赵庆坤 男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 级 计算机类 2020174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黄禹迪 男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子信息类 20203739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谢卓宜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 级 金融学 20190139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黄淇 女 法学院  2019 级 法学 20191514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钱奕婷 女 新闻学院  2020 级 新闻传播学类 20201444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孙莹莹 女 计算机学院  2020 级 计算机类 20204104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曹嘉诚 男 法学院  2018 级 法学 20180887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罗心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 级 市场营销 20190278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刘倢妤 女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0 级 数学类 20201935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陆马缘 女 电气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3545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袁煜航 男 光电工程学院 2017 级 电子科学与技术 20172539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谷金辉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学  20201542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方泊然 男 重庆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联合学院  2020 级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6071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雷晨越 女 新闻学院  2019 级 新闻学 20191335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杨泰  男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8 级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81973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黄温瑞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公共管理 20200129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张雁熙 男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19 级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192272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李蕊岑 女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 级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200502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唐娜 女 生物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子信息 202019131099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特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邹志航 男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产业经济学 202001021003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特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曹宇 女 法学院  2019 级 法律硕士（非法学） 201923121049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赖鑫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金融 202002131178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张峻铖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2020 级 机械 202032131017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杨东浩 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应用经济学 202002021078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一等奖 不涉及 

阅读 白聪 男 电气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气工程 202011021161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王钰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应用经济学 20200202103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文诗林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金融 202002131185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邹然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应用经济学 202002021018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王辉阳 男 自动化学院  2019 级 控制工程 201913131049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崔雅辉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律（非法学） 202023121064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肖洋 男 自动化学院  2020 级 电子信息 202013131094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张桐 男 环境与生态学院  2020 级 环境与生态学院 20201701008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柳淳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2020 级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 202007021053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覃尧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会计学 202002041138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罗紫瑜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金融 202002131127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谢钊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2020 级 车辆工程 202032021044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董鑫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2020 级 机械工程 202007021079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二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李冉 男 电气工程学院 2019 级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20191101338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何山 女 生物工程学院  2020 级 生物学 202019021054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周婉妮 女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应用经济学 20200202103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郭宏伟 男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20 级 资源与环境 20202013106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卫滟雯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律 20202312108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楼臻仪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律硕士（非法学） 20202312105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赵茜 女 建筑城规学院  2020 级 建筑学 202015131133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卫丽娟 女 电气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202011131242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龙泓昊 男 建筑城规学院  2020 级 建筑学 202015131130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任文锦 女 法学院  2020 级 宪法与行政法 202023021040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杨秋欢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公共管理 202001021058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舒文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公共管理 202001021030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黄靖旻 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应用经济学 202002021037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李家欣 女 法学院  2020 级 法律硕士（法学） 202023121137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代满玉 女 公共管理学院  2020 级 公共管理 202001021036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徐梦宇 女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2020 级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2007041087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高雅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2035021014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谢莉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2035021013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徐双双 女 新闻学院  2020 级 新闻与传播 20202513107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江思佳 女 新闻学院  2020 级 新闻与传播 202025131060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苏凡云 女 电气工程学院 2020 级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202011021019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陈杰 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 金融专硕 202002131183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党楚佳 男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 级 电子科学与技术 202012021047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阅读 王洪劲 男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 级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2012021026t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三等奖 不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