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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表彰 2016 级新生军训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的决定
军训团各营、连：
在 2016 级新生军训中，全体教官精心组织，科学施训，文明
带兵，素质精良；广大参训学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团结互助，
共同进步，涌现出一营四连、二营八连、三营二十五连、四营六
十六连等 19 个先进连队，叶陈伟、李富强、纪航、房

越等 242

名先进个人，现予以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谦虚谨慎，再接再厉，继续发扬
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新的学习、工作、生活中，
争取更好的成绩；希望全体同学以他们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
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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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16 级新生军训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
一、2016 级新生军训先进集体名单（19 个）
先进连队： 一营四连（管理学院）
一营五连（管理学院）
二营八连（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二营九连（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二营十九连（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营二十四连（光电工程学院）
三营二十五连（计算机、软件学院）
三营三十四连（自动化学院）
三营三十七连（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营四十一连（物联网学院）
三营四十五连（理学院）
四营四十六连（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
四营五十一连（传媒与艺术学院）
四营五十四连（经济学院）
四营五十八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四营六十二连（外国语学院）
四营六十三连（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四营六十六连（贝尔英才学院）

国防生连
二、2016 级新生军训先进个人名单
优秀教官（20 人）：
叶陈伟、冯晓宇、张
黄

文、蔡

宇、施宏峰、张建刚、肖建民、王

念、

金、张宗毅、赵永超、徐嘉欣、位永康、陈

琳、

汪佳瑜、陈哲远、蒋庭浩、唐

亮、耿佳琪、高

龙

优秀指导员（８人）
：
王

培（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陆静如（光电工程学院）
黄庆花（理学院）
姚继周（传媒与艺术学院）
刘

伟（管理学院）

朱蔚懿（经济学院）
陈明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李富强（贝尔英才学院）

优秀国防生助教（10 人）：
纪

航，徐千鑫、赵津龙、王海涛、赖

甘校良、罗汉新、黄

昊

凡、李

涛、黄昊文、

军训标兵（242 人）：
一营
一连：

丁禹兮 B16110101

刘美彤 B16110107

徐梦婷 B16110214
二连：

三连：

杨云梦 B16110307

洪若晔 B16110415

卜

玥 B16110301

周

琳 B16110414

陈

璐 B16111311

祝子涵 B16111216

雷雯静 B16111418

孙桂路 B16111307

谢志彪 B16111230
四连：

马

芸 B16111902

陈诗怡 B16112004

曾

馨 B16112010

刘宇聪 B16112124

舒安琪 B16111909
五连：

六连：

黄慧盈 B16110515

伍玲琳 B16110605

王召龙 B16110819

唐

怡 B16110714

肖文祥 B16110523

吴

林 B16110622

蔡佳佳 B16111121

张嘉宝 B16111111

静 B16110915

浦嘉文 B16111020

管淑婉 B16111511

寇宇辰 B16111628

伟 B16111728

任海峰 B16111802

韦业媛 B16010101

沈成鹏 B16010218

赵
七连：

颜

二营
八连：

九连：

十连：

王晓辉 B16010302

郝沛鑫 B16010223

闻

广 B16010226

汪天伟 B16010321

郜

融 B16010425

刘

珊 B16010504

邱慧慧 B16010604

陈

铭 B16010418

莫凡亮 B16010525

农汉琦 B16010616

郁卓然 B16010903

孙

珂 B16010802

张钟岫 B16010718
十一连：

十二连：

十三连：

怡 B16011007

林禹辰 B16011027

冯著豪 B16011110

冒锦博 B16011419

王洪飞 B16011011

练飞扬 B16011028

王兆亿 B16011109

杨

曹

健 B16011116

杰 B16011222

朱佩榕 B16011302

魏思婕 B16011408

马宇函 B16011209

王学健 B16011511

张仁祥 B16011624

陈

赵祥光 B16011725
十四连：

仲心怡 B16011802

赵甘临 B16011924

王昊宇 B16011811
十五连：

十六连：

十七连：

陈

明 B16012227

房

越 B16012330

苏晨晨 B16012320

杨秉茜 B16012321

孙诗云 B16012005

包正峰 B16012125

周晨晨 B16012030

侯林凯 B16012132

陈婉翟 B16020103

任怡静 B16020203

十八连：

李

鑫 B16020318

谢思扬 B16020434

刘国标 B16020311
十九连：

李修贤 B16020505

陈

婷 B16020707

古丽巴哈尔·吾舒尔 B16020602
王棋锴 B16020512

黄腾达 B16020531

张宇航 B16020518

夏瀛杰 B16020526

黄国清 B16020530

林志鹏 B16020522

卢泳鑫 B16020619

邓植元 B16020617

王宇豪 B16020613

陈子涵 B16020719

陈有珍 B16020720

邓栋良 B16020711

章佳琪 B16020730

寻

哲 B16020621

葛天祎 B16020533
二十连：

桂

羽 B16020808

陈珮琦 B16020907

二十一连：

汪长清 B16030117

朱文武 B16030212

李佩佩 B16030305

柳景博 B16030323

旭 B16030628

徐梦龙 B16030126

蒋

姜浩研 B16030125
张
二十二连：

李

康 B16030219

钰 B16030319

王鑫垚 B16030413

许嘉琪 B16030503

谢明杰 B16030630

王耀禾 B16030412

刘宇航 B16030417

卢文生 B16030510

戴瀚钦 B16030532

陆远松 B16030624

姚旭森 B16030624
二十三连：

二十四连：

刘程远 B16030715

崔

楠 B16030932

王鹤轩 B16030812

许王航 B16030718

丁小琦 B16031001

三营
二十五连：

王佩佩 B16040301

秦

兰 B16040108

侯泽磊 B16040328
二十六连：

二十七连：

吉

程 B16040415

秦

娇 B16040608

李宇茜 B16041320
蒋

二十八连：

陈志祥 B16040521

宋一波 B16041224

祎 B16041238

袁心怡 B16040706

邹

唐张颖 B16040907

钟可欣 B16040905

杨少凯 B16040816

张皓天 B16040716

王

昊 B16040822

煊 B16040911

二十九连：

吴向辉 B16041016

闫

浩 B16041117

三十连：

梁效铭 B16041433

沈磊贤 B16041522

沈毓玮 B16041423
三十一连：

张吉祥 B16041717

师

哲 B16041613

三十二连：

于思萌 B16050101

曾凯林 B16050207

三十三连：

莫璐荧 B16050306

刘

盼 B16050402

三十四连：

殷晓晴 B16050506

李雨宵 B16050602

三十五连：

曲广森 B16050711

刘海姣 B16050904

唐世雄 B16050831
三十六连：

索旭斌 B16051028

丁心怡 B16051101

三十七连：

于泽宇 B16060111

俞志焘 B16060222

三十八连：

洪俊辉 B16060425

张来宇 B16060319

三十九连：

谭

鑫 B16060531

李洛竟 B16060617

四十连：

王

涛 B16070113

杜开源 B16070224

四十一连：

陆俊豪 B16070324
谭

超 B16070435

雷

鹏 B16070434

汪澜涛 B16070123

谢建军 B16070333
申雷翼 B16070513

宁明辉 B16070611

陈奕楠 B16070723

陈

四十三连：

王亚明 B16080217

孙浩然 B16080117

四十四连：

林

钦 B16080308

索玉聪 B16080411

四十五连：

葛娇阳 B16080505

朱

四十六连：

何益辰 B16090115

孙靖哲 B16090212

四十七连：

唐申均 B16090529

蒋

四十八连：

王馨然 B16090401

张恬然 B16090406

四十二连：

威 B16070724

敏 B16080604

四营

燕 B16090614

四十九连：

俞

佳 B16090706

吴博睿 B16090824

刘晋源 B16090817
五十连：

王悟凡 B16100101
赵

艺 B16100312

魏

宽 B16100222

程羽微 B16100418

何金蔚 B16100106
五十一连：

郝庆虎 B16100526

吴一凡 B16100621

汪成正 B16100523

肖

亮 B16100520

赵必久 B16100525
五十二连：

蔡瀚颉 B16120133

周慧琳 B16120214

王灿灿 B16120201
五十三连：

唐泽坤 B16120331

李灵玉 B16120407

五十四连：

张人浩 B16120511

郑晓佳 B16120634

黄云薇 B16120718

殷雪峰 B16120536

杭浩妍 B16120513
五十五连：

刘乃铭 B16130726

宛如意 B16130816

五十六连：

李基华 B16130928

刘祎桐 B16131009

五十七连：

黎桂玺 B16131119

陈肖语 B16130213

周安琪 B16130110

刘芯汝 B16130101

玥 B16130217

程智浩 B16131126

胡

邹铯萍 B16131108

梅

琪 B16131115

五十八连：

徐嘉琪 B16130320

任白剑 B16130427

五十九连：

朱泽天 B16130628

陈一樑 B16130531

董

静 B16140118

王汝莹 B16140202

陈

旭 B16140310

王佳音 B16140402

六十一连：

乐紫薇 B16140805

张廷桢 B16140713

六十二连：

王奇翔 B16140629

王尚青 B16140503

六十三连：

金泽斌 B16150121

刘芝兰 B16150203

六十四连：

邱浪孟 B16150320

吴嘉丽 B16150406

六十五连：

陈思涵 Q16010412

王圣贤 Q16010106

六十六连：

戴晗哲 Q16010230

沈

六十连：

远 Q16010303

畅 Q16010214

刘文聿 Q16010212

林志伟 B16011921

王思齐 B16041112

李
国防生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