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传媒学院2022届优秀毕业生拟表彰名单
序号 学  院 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

1 新闻传播学院 卢丽雅 18401100106 广电B1801班

2 新闻传播学院 陈娴婧 18401100122 广电B1801班

3 新闻传播学院 叶俊秀 18401100108 广电B1801班

4 新闻传播学院 潘彤 18401100119 广电B1801班

5 新闻传播学院 赵观德 18401100113 广电B1801班

6 新闻传播学院 葛紫嫣 18401100214 广电B1802班

7 新闻传播学院 王玉 18401120219 广电B1802班

8 新闻传播学院 徐佳琪 18401100207 广电B1802班

9 新闻传播学院 李纪婷 18401100222 广电B1802班

10 新闻传播学院 葛洋怀 18401100334 广电B1803班

11 新闻传播学院 吴红梅 18401100340 广电B1803班

12 新闻传播学院 万思宇 18401100323 广电B1803班

13 新闻传播学院 田小茹 18401110105 广告B1801班

14 新闻传播学院 彭雨婷 18401110137 广告B1801班

15 新闻传播学院 陈秋雨 18406070131 基地B1801班

16 新闻传播学院 赵怡然 18401100325 基地B1801班

17 新闻传播学院 王宇琪 18403160201 基地B1801班

18 新闻传播学院 张杰 18401120137 基地B1801班

19 新闻传播学院 文蓉 18401120127 网媒B1801班

20 新闻传播学院 邵惠舒 18401100204 网媒B1801班

21 新闻传播学院 陈玉梅 18401120107 网媒B1801班

22 新闻传播学院 叶信乐 18401120210 网媒B1802班

23 新闻传播学院 蔡蓉娜 18401120209 网媒B1802班

24 新闻传播学院 陈思瑶 18401120212 网媒B1802班

25 新闻传播学院 荣琪 18401120214 网媒B1802班

26 新闻传播学院 王五星 18401120211 网媒B1802班

27 新闻传播学院 刘家敏 18401120228 网媒B1802班

28 新闻传播学院 付雯 20200000394 广电B1804班

29 新闻传播学院 黄玘佳 20200000388 广电B1804班

30 新闻传播学院 孙紫凤 19301080101 采编Z1901班

31 新闻传播学院 赵武毅 19301080136 采编Z1901班

32 新闻传播学院 谭润 19301080146 采编Z1901班

33 新闻传播学院 汤嘉润 19301080128 采编Z1901班

34 新闻传播学院 路猛 19301080208 采编Z1902班

35 新闻传播学院 郭欣雨 19301080224 采编Z1902班

36 新闻传播学院 张美君 19301080217 采编Z1902班

37 新闻传播学院 周莉 19301080213 采编Z1902班

38 新闻传播学院 朱添 19301080301 采编Z1903班

39 新闻传播学院 戴飞 19301080305 采编Z1903班

40 新闻传播学院 查冰 19301080307 采编Z1903班

41 新闻传播学院 兰云 19301080319 采编Z1903班

42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闫壮 18408010128 播音B1801班

43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万淇琪 18408010133 播音B1801班

44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于孝月 18408010107 播音B1801班

45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宋晨 20200000060 播音B1801班

46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宋子涵 18408010721 播音B1802班

47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卢聃 18408010723 播音B1802班

48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潘思敏 18408010234 播音B1802班

49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徐也秋 18408010231 播音B1802班

50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黎春莉 18401040217 播音B1803班



序号 学  院 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

51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王若颖 20200000089 播音B1803班

52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游芳琴 18408010832 播音B1803班

53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王芸睿 18408010720 播音B1803班

54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熊思思 18408010430 播音B1804班

55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徐菲 18408010622 播音B1804班

56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濮梦云 18408010616 播音B1804班

57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黄颖 18408010514 播音B1805班

58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林圆司 18408011011 播音B1805班

59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夏飞 18408010515 播音B1805班

60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王能琴 20200000082 播音B1805班

61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王昱杰 18408011003 播音B1805班

62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桂佳琪 18408010819 播音B1810班

63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黄沁茹 17408010424 播音B1807班

64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李相瑞 18408010603 播音B1806班

65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江冰 18408010415 播音B1810班

66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彭健 18408010501 播音B1809班

67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吴闻昕 18408010328 播音B1810班

68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殷俊杰 18408011012 播音B1809班

69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余海霞 18408010611 播音B1806班

70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隋嘉航 20200000061 播音B1809班

71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李红 18408010820 播音B1808班

72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易楚涵 18408010410 播音B1809班

73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杨骏如 18408010815 播音B1808班

74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陈艾微 20200000045 播音B1811班

75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黄家兴 20200000034 播音B1811班

76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柴振博 20200000048 播音B1812班

77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舒盟茜 20200000077 播音B1812班

78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万映恋 20200000064 播音B1812班

79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李祖璇 20200000065 播音B1812班

80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贺辉 20200000137 播音B1813班

81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马莹 20200000179 播音B1814班

82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蔡依茹 20200000184 播音B1814班

83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高莹 20200000163 播音B1814班

84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胡蝶 19308030108 播音Z1901班

85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钟耀荣 19308030134 播音Z1901班

86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张梓杰 19308030124 播音Z1901班

87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王可心 19308030127 播音Z1901班

88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刘宁一 19308030203 播音Z1902班

89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张译文 19308030220 播音Z1902班

90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马可清 19308030221 播音Z1902班

91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何嵘 190308030235 播音Z1902班

92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何耀东 19308030302 播音Z1903班

93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阮惠珍 19308030304 播音Z1903班

94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董春雨 19308030318 播音Z1903班

95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代奥妮 19308030320 播音Z1903班

96 电影与电视学院 陈奕婷 19305240238 影编Z1902班

97 电影与电视学院 李浩然 20200000269 表演B1806班

98 电影与电视学院 汪权 18404120125 戏导B1801班

99 电影与电视学院 隋宇凡 18402100106 影制B1801班

100 电影与电视学院 刘秀琳 18402100218 影制B1802班

101 电影与电视学院 翁选琪 18404120136 导演B1801班

102 电影与电视学院 彭屹龙 18404120147 导演B1801班

103 电影与电视学院 陈凤 18402100137 影制B1801班



序号 学  院 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

104 电影与电视学院 严玉龙 18402100216 影制B1802班

105 电影与电视学院 黄楠婷 18402100219 影制B1802班

106 电影与电视学院 袁怡欣 18402100236 影制B1802班

107 电影与电视学院 王一操 16402100230 影制B1803班

108 电影与电视学院 文寅旭 20200000276 表演B1806班

109 电影与电视学院 刘舒灵 18401040231 编导B1802班

110 电影与电视学院 熊薇晨雯 18401040239 编导B1802班

111 电影与电视学院 李紫珊 18401040209 编导B1802班

112 电影与电视学院 沈梓航 18401040235 编导B1802班

113 电影与电视学院 彭钰 18401040220 编导B1802班

114 电影与电视学院 潘峰 18401040315 编导B1803班

115 电影与电视学院 严志敏 18401040338 编导B1803班

116 电影与电视学院 李丽君 18401040312 编导B1803班

117 电影与电视学院 熊子轩 18401040323 编导B1803班

118 电影与电视学院 华震东 18401040410 编导B1804班

119 电影与电视学院 孔令栋 18401040534 编导B1805班

120 电影与电视学院 刘蔼丹 18401040518 编导B1805班

121 电影与电视学院 廖梦璇 18401040608 编导B1806班

122 电影与电视学院 陈会敏 18401040609 编导B1806班

123 电影与电视学院 崔敏 18401040607 编导B1806班

124 电影与电视学院 杨宸 18401040820 编导B1808班

125 电影与电视学院 彭佳媛 18401040840 编导B1808班

126 电影与电视学院 吴小倩 18401040833 编导B1808班

127 电影与电视学院 宋刚 18401040805 编导B1808班

128 电影与电视学院 罗妃儿 18401040809 编导B1808班

129 设计学院 汪婧茹 18402010103 动画B1801班

130 设计学院 张升 18402010131 动画B1801班

131 设计学院 马倩 18402010132 动画B1801班

132 设计学院 薛文雯 18403160127 动画B1801班

133 设计学院 雷梦琦 18402010226 动画B1802班

134 设计学院 方雯 18402010207 动画B1802班

135 设计学院 张雪婷 18402010217 动画B1802班

136 设计学院 邓慧蓉 18402010218 动画B1802班

137 设计学院 曾雨薇 20200000304 动画B1803班

138 设计学院 黄子康 18403160336 视传B1801班

139 设计学院 李灵洁 18403160221 视传B1801班

140 设计学院 李岩 18403160132 视传B1801班

141 设计学院 邱尤佳 18403160302 视传B1801班

142 设计学院 陈湛 18403160230 视传B1801班

143 设计学院 严梦琪 18403160120 视传B1801班

144 设计学院 孙婧迪 18403160227 视传B1801班

145 设计学院 程泽凤 18403160321 视传B1802班

146 设计学院 柯晨 18403160307 视传B1802班

147 设计学院 郭立波 18403160335 视传B1802班

148 设计学院 郝春兴 18403160141 视传B1802班

149 设计学院 卢皓炜 18403160215 视传B1803班

150 设计学院 谭人华 18402040113 数媒B1801班

151 设计学院 陈映映 18402040110 数媒B1801班

152 设计学院 黄凯洋 18402040136 数媒B1801班

153 设计学院 吴博 18402040202 数媒B1802班

154 设计学院 蒋婷 18402040216 数媒B1802班

155 设计学院 杨纪妹 18402040219 数媒B1802班

156 设计学院 袁梦婕 18402040223 数媒B1802班



序号 学  院 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

157 设计学院 章子煜 18402040224 数媒B1802班

158 设计学院 查宣彤 18402040227 数媒B1802班

159 设计学院 周梓心 18402040306 数媒B1803班

160 设计学院 王锐 18402040336 数媒B1803班

161 设计学院 赵云龙 18402040303 数媒B1803班

162 设计学院 李浩远 18402040302 数媒B1803班

163 设计学院 李心雨 18402040304 数媒B1803班

164 设计学院 糜思颖 18402040335 数媒B1803班

165 设计学院 甘可心 18402040306 数媒B1803班

166 设计学院 赵宇峰 18402130107 摄影B1801班

167 设计学院 赵永 18402130121 摄影B1801班

168 设计学院 邓浩 18402130238 摄影B1802班

169 设计学院 贾晶 18402130224 摄影B1802班

170 设计学院 何韦毅 18402130236 摄影B1802班

171 设计学院 李亚楠 18402130222 摄影B1802班

172 设计学院 赵凯欣 18402130319 摄影B1803班

173 设计学院 海边 18402130302 摄影B1803班

174 设计学院 刘哲 18402130314 摄影B1803班

175 设计学院 王家政 18402130414 摄影B1804班

176 设计学院 高甜怡 18402130416 摄影B1804班

177 设计学院 张玉娇 18402130423 摄影B1804班

178 设计学院 凌媛 18402130429 摄影B1804班

179 设计学院 吴娟 18403150137 环艺B1801班

180 设计学院 谢浩南 18403150119 环艺B1801班

181 设计学院 熊沁怡 18403150135 环艺B1801班

182 设计学院 杨宇 18403150131 环艺B1801班

183 设计学院 杨如祥 18403150236 环艺B1802班

184 设计学院 芮嘉敏 18403150235 环艺B1802班

185 设计学院 张浩 18403150214 环艺B1802班

186 设计学院 靳鹏飞 18403150233 环艺B1802班

187 设计学院 陈诚 18403150331 环艺B1803班

188 设计学院  季晓荟 18403150321 环艺B1803班

189 设计学院 马志龙 18403150340 环艺B1803班

190 设计学院 张佩佩 18403150336 环艺B1803班

191 设计学院 黄江 18403150334 环艺B1803班

192 设计学院 龙佳 18403150313 环艺B1803班

193 设计学院 蒋书林 18403120113 戏美B1801班

194 设计学院 向紫怡 18403120116 戏美B1801班

195 人文与艺术学院 王梓懿 18401010106 汉语B1801班

196 人文与艺术学院 刘拽 18401010102 汉语B1801班

197 人文与艺术学院 黎娜 18401010125 汉语B1801班

198 人文与艺术学院 陈雅萱 18401010137 汉语B1801班

199 人文与艺术学院 唐雨晴 18401010202 汉语B1802班

200 人文与艺术学院 赵昱洁 18401010240 汉语B1802班

201 人文与艺术学院 黄佳玫 18401010212 汉语B1802班

202 人文与艺术学院 李宇棋 18401010225 汉语B1802班

203 人文与艺术学院 钟原 18401010241 汉语B1802班

204 人文与艺术学院 王菲菲 18401010222 汉语B1802班

205 人文与艺术学院 盛一平 18407010137 少儿英语B1801班

206 人文与艺术学院 吕静怡 18407010139 少儿英语B1801班

207 人文与艺术学院 辜湘宇 18407010136 少儿英语B1801班

208 人文与艺术学院 程曦 18407010130 影视翻译B1801班

209 人文与艺术学院 毛敏 18407010215 影视翻译B1801班



序号 学  院 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

210 人文与艺术学院 胡声 18404100119 舞蹈B1801班

211 人文与艺术学院 黄程芳 18404100131 舞蹈B1801班

212 人文与艺术学院 易诗琪 18404100114 舞蹈B1801班

213 人文与艺术学院 王一诺 18404010102 音乐B1801班

214 人文与艺术学院 左丞 18404010116 音乐B1801班

215 人文与艺术学院 章婉婷 18404090115 音学B1801班

216 人文与艺术学院 季诗渌 18404090121 音学B1801班

217 文化管理学院 许可 18406070116 文管B1801班

218 文化管理学院 韩佳妮 18406070103 文管B1801班

219 文化管理学院 张琳 18406070140 文管B1801班

220 文化管理学院 田晨蕾 18406070141 文管B1801班

221 文化管理学院 郑萧婕 18406070111 文管B1801班

222 文化管理学院 戚佳楠 18406070202 文管B1802班

223 文化管理学院 蔡旭芳 18406070205 文管B1802班

224 文化管理学院 陶邦要 18406070215 文管B1802班

225 文化管理学院 姚冬凡 18406020115 电商B1801班

226 文化管理学院 宁红萍 18406020131 电商B1801班

227 文化管理学院 周文雄 18406020133 电商B1801班

228 文化管理学院 陈庆 20200000357 电商B1802班

229 文化管理学院 曹清 20200000356 电商B1082班

230 文化管理学院 蔡可欣 20200000354 电商B1082班

231 文化管理学院 曾淑怡 19306050213 电商Z1901班

232 文化管理学院 冯一凡 19306050221 电商Z1901班

233 文化管理学院 朱启梅 19306050125 电商Z1901班

234 传媒技术学院 闵依婷 18405010105 电信B1801班

235 传媒技术学院 王永超 18405010122 电信B1801班

236 传媒技术学院 黄祥军 18405010130 电信B1801班

237 传媒技术学院 陈雅琪 18405040103 广工B1801班

238 传媒技术学院 周韦璐 18405040102 广工B1801班

239 传媒技术学院 宋紫微 18405040121 广工B1801班

240 传媒技术学院 刘涵 18405040120 广工B1801班

241 传媒技术学院 谢威 18405090107 软件B1801班

242 传媒技术学院 王伟 18405090129 软件B1801班

243 传媒技术学院 谢长城 18405090139 软件B1801班

244 传媒技术学院 胡涛 18405090238 软件B1802班

245 传媒技术学院 位澳琪 18405090235 软件B1802班

246 传媒技术学院 辜新强 18405090208 软件B1802班

247 传媒技术学院 龚薇 18405090220 软件B1802班

248 传媒技术学院 王龙圳 18405090239 软件B1802班

249 传媒技术学院 邹志豪 18405090234 软件B1802班

250 传媒技术学院 闫玲玲 18405090205 软件B1802班

251 传媒技术学院 何威 18405090304 软件B1803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