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学院 2016 级研究生奖助学金公示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改革方案》（东师校发字

[2014]96 号），经审查，下列   68   名 2016 级研究生人事档案已完

全转入我校，在读期间将完全脱产在校学习，符合发放研究生国家助

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条件，可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校长奖

学金。现将名单公示，公示期自 2016 年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公

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向学院研究生辅导员或党委副书记反映。 

联系人： 郭宝付      联系电话：0431-89165610 / 15543102755 

 

学号 姓名 专业 类别（博士、学硕、专硕） 

2015102714 古勇波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81 迟婷婷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82 丁甲南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83 冯天计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84 龚立新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85 江静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86 李奥强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88 毛娟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89 宋生晶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90 王康哲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92 阳涛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93 郑帅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94 朱晓萌 生态学 学硕 

2016102695 邸惠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698 纪美辰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699 李丰旭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700 李甜田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701 李伟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702 卢月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703 孟佳琪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704 汪阅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705 王雅琦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706 闫俐辰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708 郑珊珊 环境科学 学硕 

2016102709 周沫 环境科学 学硕 

2014102682 马敏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0 初义聪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1 耿文哲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2 李倾城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3 李天宇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4 刘羽佳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5 曲展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6 王海洋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7 于光辉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8 赵彬 环境工程 学硕 

2016102719 陈从立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0 董鸽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1 冯永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2 高远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3 高越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4 戈丹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5 郭翠翠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6 胡岸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7 胡正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8 靳申宝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29 李朝阳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30 李培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31 祁昕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32 任淼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33 邵静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34 孙欣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35 田克俭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36 王佳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38 王馨昱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39 杨丰铭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40 于洋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41 赵文君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42 周照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102743 朱君娜 环境工程 专硕 

2016200373 王汉席 环境科学 博士 

2016200374 马莹 环境科学 博士 

2016200375 黄涛 环境科学 博士 

2016200376 阿鲁思 环境科学 博士 

2016200377 陈亚南 环境科学 博士 

2016200378 张青青 环境科学 博士 

2016200379 张兆成 环境科学 博士 

2016200380 李奇 环境工程 博士 

2016200381 王驰 环境工程 博士 

共 4 页，共 68 人。 

 

                                         环境学院 

                                       2016 年 9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