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奖项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1 厦门大学 王露 谢君
2 福州大学 肖晓婷 吴永昇
3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潘慧萍 兰冬秀
4 厦门大学 杨淳婷 张淑芬
5 厦门大学 胡悠鱼 范小玫
6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赵元琪 吴艺娜
7 厦门理工学院 王芮 董素芬
8 泉州师范学院 陈雅馨 蔡岚岚
9 福建医科大学 冯喻晓 黄洪志
10 泉州师范学院 何珊珊 黄幼岚
11 福建农林大学 郭欣颖 黄发锋
12 厦门理工学院 张雪斌 刘淑娟
13 福州大学 陈琳 吴永昇
14 华侨大学 何安琪 徐歌
15 福建江夏学院 翁嘉盈 陈琳琳
16 集美大学 侯财桑 王玮韦
17 闽江学院 翁婷婷 王 奋
18 闽江学院 封诗琪 写作团队
19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王述凡 官晓勤
20 厦门理工学院 倪建 林扬欢
21 华侨大学 陈苏丹 张燕
22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卢戈梓 何君晨
23 厦门大学 朱书慧 范小玫
24 集美大学 陆运程 赵以
25 集美大学 阮正禹 陈伟彬
26 集美大学 何冰 樊斌
27 三明学院 裴俊 吴音
28 厦门医学院 林睿澜 王秋端
29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吴阳杨 徐勤良
30 闽南师范大学 朱泽 陈煌书
31 福建师范大学 谢斯恒 陈素梅
32 厦门工学院 岳彤 彭思嘉
33 泉州师范学院 黄月煌 谢传生
34 泉州师范学院 郑凯茹 许剑辉
35 福建医科大学 林潇玢 黄洪志
36 福州大学 吴丽君 吴永昇
37 福州大学 吴艳 吴永昇
38 华侨大学 张咪 陆梦菊
39 福建师范大学 陈佳仪 陈素梅
40 武夷学院玉山健康管理学院 魏家铧 郭玉琴
41 厦门医学院 陈昀璐 张丽
42 莆田学院 阮诗娴 陈佳
43 福建师范大学 常誉匀 陈素梅
44 厦门大学 连文琪 汪文娟
45 福建医科大学 方敏堃 王松涛
46 宁德师范学院 詹娉 游灼梅
47 福建农林大学 肖欣婕 邱纪军
48 厦门理工学院 陈婧 周维江
49 闽南师范大学 郑雨婷 刘北一
50 福建工程学院 孙晨阳 黄文珍
51 三明学院 何娴 吴音
52 福建师范大学 肖庄卉 陈素梅
53 厦门医学院 龙雨吟 张丽
54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林馨宸 陈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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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潘伟玲 徐勤良
56 厦门理工学院 张林林 周维江
57 福建师范大学 傅抒言 陈素梅
58 三明学院 吴慧玲 吴音
59 武夷学院 陈钰琳 姜海英
60 宁德师范学院 黄燕玲 游灼梅
61 武夷学院 薛国霖 危捷
62 武夷学院 古志明 姜海英
63 泉州师范学院 周妍 陈雅婷
64 厦门医学院 黄恩琪 张哲岚
65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张丽 池玉莲
66 宁德师范学院 刘姝葳 黄薇
67 福建工程学院 王诗瑶 王晨阳
68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肖竑尧 蒋益群
69 厦门医学院 许颖峥 张哲岚
70 闽南科技学院 舒琴 潘燕红
71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杨昕潼 兰冬秀
72 福州理工学院 方诗圻 余龙菊
73 莆田学院 林泽达 刘素萍
74 福建江夏学院 李旭东 陈琳琳
75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黄蓉琦 徐勤良
76 福建农林大学 卢姿贤 黄加振
77 莆田学院 刘吴杰 谢荣贵
78 华侨大学 袁鑫 卫妮
79 闽南理工学院 杨棒碟 陈李馨
80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邓丽兰 邱晓娜
81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吴栎滢 林西锦
82 龙岩学院 罗奕潇 刘甜甜
83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洪婧雯 吴艺娜
84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连宏鑫 邱小丹
85 闽南科技学院 徐曼婷 潘燕红
86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陈书琦 王明英
87 三明学院 吴霖维 吴音
88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林凯云 池玉莲
89 福建商学院 吴锦尧 姚剑平
90 福建商学院 许烈章 何幸君
91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林楠 邱晓娜
92 厦门工学院 朱泽恒 黄颖思
93 福州大学 张辛清 吴永昇
94 集美大学 贾元鑫 程琳琳
95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郑芸霜 徐勤良
96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邱秋儿 喻欢欢
97 武夷学院 蔡悦婷 危捷
98 闽江学院 陈梁 吴颖
99 福州工商学院 何秀丽 周旭
100 福州工商学院 陈瑛 蒋维金
101 厦门工学院 魏碧华 颜丽娟
102 福建工程学院 唐雯泓 涂家金
103 福州工商学院 施小芹 蒋维金
104 龙岩学院 王艺新 周琳
105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汤许佳珺 邱小丹
106 福建农林大学 林修竹 李欣
107 莆田学院 王蕙兰 刘素萍
108 福建商学院 张隆鑫 黄新川
109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阙金珠 喻欢欢
110 福建农林大学 张艺君 黄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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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福建医科大学 王怀珵 阴小蓓
112 福建医科大学 林诗茜 阴小蓓
113 闽南师范大学 薛雨晗 林中晨
114 宁德师范学院 张丽鸿 黄薇
115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傅泽煌 蒋益群
116 福建工程学院 傅骥珑 王劼
117 闽江学院 陈嘉良 毛峻凌
118 福建工程学院 郑艺超 卢华
119 华侨大学 毕云笛 屈颖菲
120 闽南理工学院 熊小琪 庄雅妗
121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陈焱薇 徐勤良
122 福州工商学院 郑燕玲 蒋维金
123 阳光学院 任术菡 王枫
124 厦门华厦学院 陈祥瑞 赵珍芳
125 三明学院 陈少强 吕翠娟
126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滕津丰 陈娟
127 莆田学院 朱佳雪 余雄娟
128 福建商学院 朱中源 李存安
129 宁德师范学院 钟闽丹 许秀玲
130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施玉梅 黄淑萍
131 福建商学院 张雨婷 翁林颖
132 闽南师范大学 姜帆 雷艳红
133 龙岩学院 沈舒琳 刘甜甜
134 闽南师范大学 林宁超 宋小燕
135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林洁雨 王明英
136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李海涛 李梦漪
137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杨茹 陈娟
138 阳光学院 刘佳宁 钟福连
139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李小芳 陈娟
140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李韵晗 王明英
141 闽南理工学院 刘晶晶 庄雅妗
142 闽南理工学院 吴梦丽 陈李馨
143 阳光学院 林美媛 郭小芳
144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陈婧 邱晓娜
145 福建江夏学院 符鑫隆 陈琳琳
146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叶琳 邱晓娜
147 福建江夏学院 陈智勇 陈琳琳
148 厦门华厦学院 许卓靓 赵珍芳
149 福建江夏学院 林慧萱 陈琳琳
150 武夷学院玉山健康管理学院 潘友娟 郭玉琴
151 厦门华厦学院 王碧嘉 赵珍芳
152 厦门华厦学院 何颖 赵珍芳
153 武夷学院玉山健康管理学院 林思琦 郭玉琴
154 闽江学院 曹力铭 王荟
155 阳光学院 胡倩雯 魏懿颖
156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黄伊灵 熊英
157 福州理工学院 陈采冰 余龙菊
158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李苛永 陈红萍
159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缪佩熹 陈娟
160 龙岩学院 傅婷婷 孙飞飞
161 福州理工学院 李美榕 王丹丹
162 龙岩学院 朱媛媛 王芬
163 福州理工学院 马灵灵 王丹丹
164 厦门工学院 蒋砚卿 任惠平
165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梁涛 刘翻
166 闽南科技学院 吴惠梅 潘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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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练雨让 洪丹莹
168 武夷学院 丁晨航 熊晓君
169 闽南科技学院 张瑞珠 潘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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