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奖项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1 泉州师范学院 张姗姗 吴景森
2 福建师范大学 林俞西 刘宜平
3 福建医科大学 林潇玢 游晟
4 厦门大学 胡悠鱼 李素英
5 厦门大学 张书萍 朱丽航
6 福州大学 董津江 郑文
7 福建医科大学 黄辅晨 陈宜
8 厦门理工学院 林祉欣 于运生
9 厦门工学院 林紫娟 黄颖思
10 厦门理工学院 陈婧 朱玉敏
11 集美大学 何冰 黄丹
12 厦门大学 马可恬 丁燕蓉
13 集美大学 阮正禹 陈伟彬
14 福州大学 杨清雅 郑文
15 厦门大学 汤恒 关欣
16 闽南师范大学 陈嘉瑜 陈绍恋
17 福建医科大学 方敏堃 蔡薇薇
18 三明学院 吴霖维 常鸣
19 厦门大学 赵子仪 罗道云
20 华侨大学 毕云笛 曾珠璇
21 厦门医学院 林锦康 黄小榕
22 福建医科大学 蔡佳仪 游晟
23 华侨大学 蔡冠斌 刘技峰
24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罗帅 陈晨
25 集美大学 郑素雯 陈伟彬
26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陈大樑 林婷
27 莆田学院 林泽达 柳明
28 华侨大学 熊嘉欣 魏淑遐
29 莆田学院 林丽汶 柳明
30 福建师范大学 任众励 刘宜平
31 宁德师范学院 肖琪 刘新颖
32 福建师范大学 方佳敏 刘宜平
33 三明学院 叶奕超 常鸣
34 福州大学 陈晓桐 郑文
35 福建工程学院 唐雯泓 涂家金
36 福州大学 曾涵菡 郑文
37 福建工程学院 张思熠 王晨阳
38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潘伟玲 徐勤良
39 福建医科大学 冯喻晓 陈宜
40 福建师范大学 曾璐瑶 刘宜平
41 闽南师范大学 肖怿怿 叶淑斌
42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卢戈梓 闵俊
43 华侨大学 陈苏丹 陈秀兰
44 福建农林大学 陈晓烨 池璇
45 莆田学院 柯怡庆 张琼瑶
46 福建工程学院 孙晨阳 黄文珍
47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连宏鑫 方圆
48 福建农林大学 郑婷艳 黄丽莉
49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朱梓元 何兰
50 华侨大学 闫雪 傅晓
51 集美大学 阮婉莹 陈曦
52 福州大学 李思思 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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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陈培锦 徐勤良
54 宁德师范学院 黄燕玲 林海英
55 福建商学院 王伟 饶卫忠
56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陈思露 魏晓冰
57 福建江夏学院 陈海云 谢玲莉
58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曾奕婷 陈柏
59 厦门理工学院 韩翌 王建荣
60 厦门工学院 岳彤 颜丽娟
61 三明学院 黄乐荧 常鸣
62 厦门工学院 舒旖柔 喻新宇
63 集美大学 罗宇岚 赵以
64 三明学院 裴俊 常鸣
65 福州理工学院 金恬 黄丽华
66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郑琳祺 魏晓冰
67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曾暄 田文萍
68 福州工商学院 马杨茜 张伟
69 厦门工学院 陈鑫怡 曹爱仙
70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陈高礼 陈君
71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林祎 徐勤良
72 莆田学院 俞子卉 刘少昕
73 福建工程学院 王诗瑶 王晨阳
74 福建师范大学 金建树 刘宜平
75 福建江夏学院 郑雯燕 谢玲莉
76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林奕楠 徐勤良
77 莆田学院 刘吴杰 刘少昕
78 厦门理工学院 官秋岚 刘芬
79 闽南师范大学 李秀 叶淑斌
80 厦门医学院 蔡雅昕 蔡文斌
81 宁德师范学院 陆筱雯 林海英
82 泉州师范学院 陈妙婷 陈娟
83 福建江夏学院 张伟娜 谢玲莉
84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张雅雯 吴凡
85 闽南科技学院 刘丽 孙文缘
86 福建农林大学 李福东 蓝书剑
87 宁德师范学院 刘姝葳 林珊
88 泉州师范学院 鲍艺 陈雅婷
89 龙岩学院 柯书艺 周巍
90 阳光学院 许之昊 林达
91 黎明职业大学 乐华飞 黄闽芳
92 厦门医学院 林雅雯 李晗
93 厦门理工学院 黄静茹 朱玉敏
94 黎明职业大学 关奕 陈黎莉
95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郑筱楠 袁璐
96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熊益民 曾雪梅
97 闽江学院 王祺荑 黄春梅
98 闽南师范大学 黄佳璐 陈绍恋
99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黄萍萍 林婷
100 福州工商学院 陈瑛 胡明珠
101 厦门医学院 乔璐珂 林秀
102 泉州师范学院 吴沙沙 吴景森
103 福建江夏学院 林依萍 谢玲莉
104 闽南师范大学 王香梅 陈绍恋
105 武夷学院 林惠 姜海英
106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黄梓文棋 李先林

二等奖

三等奖



107 福建江夏学院 李婧凝 谢玲莉
108 福建农林大学 孙雪芹 卢汉阳
109 阳光学院 刘佳宁 张晓琳
110 闽南科技学院 翁韵竹 孙文缘
111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陈俊银 徐勤良
112 福建商学院 林冬晴 童成寿
113 福州工商学院 郑燕玲 周玲
114 福建工程学院 卢传欣 邢凡夫
115 宁德师范学院 陈靖婕 刘新颖
116 福建农林大学 李可楹 叶明光
117 闽江学院 林恬恬 王丽
118 厦门医学院 蓝熹 黄小榕
119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罗美华 席颖
120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林煊煊 陈斌峰
121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孙舒淇 李俊义
122 武夷学院 吴雅琳 熊晓君
123 闽南理工学院 曹颖 李栋梁
124 闽江学院 林欣 陈颖
125 闽江学院 刘云飞 陈香美
126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梁则源 林海清
127 阳光学院 杨启杭 叶允清
128 阳光学院 江慧晴 薛小玲
129 福州理工学院 施晓文 张芬
130 福建商学院 朱中源 黄志
131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林诗滢 郑力
132 泉州师范学院 刘琛 张自玲
133 厦门华厦学院 许卓靓 黄晓娟
134 龙岩学院 王艺新 周琳
135 武夷学院 蔡悦婷 熊晓君
136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曾欣颖 黄翠芬
137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林迎雪 廖晓丹
138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欧海淋 廖晓丹
139 龙岩学院 施晨 刘甜甜
140 武夷学院 游甄妮 黄涛
141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钟锦云 黄翠芬
142 闽南理工学院 罗小宇 于童蒙
143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任冠榕 杨其燕
144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何晓萱 胡丽娜
145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周诗恬 陈斌峰
146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郭苏淇 许静
147 闽南理工学院 周榕涛 于童蒙
148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陈舒泓 黄翠芬
149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汪若晨 陈斌峰
150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文婷 温铃
151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严立函 王幼钦
152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邹梦丹 李俊义
153 黎明职业大学 陶玲欣 欧阳江涯
154 福建商学院 陈若冰 刘姗姗
155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李胜乐 陈斌峰
156 福州理工学院 郑润平 陈超
157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俞宏阳 许静
158 福州工商学院 曹宇辰 陶霄
159 武夷学院玉山健康管理学院 彭  慧 郭玉琴
160 福建商学院 林彦冰 吴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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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谢琳杉 周林英
162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崟丽 叶一青
163 武夷学院 叶涵 黄涛
164 闽南科技学院 黄艳菊 孙文缘
165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王从剑 孙红婷
166 龙岩学院 陈妍 陈维红
167 闽南科技学院 郑舒婷 孙文缘
168 厦门华厦学院 陈怡欣 黄晓娟
169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蒋逸轩 黄雨
170 闽江学院 王颖 胡斌
171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朱智深 周绪琳
172 龙岩学院 王娜 周巍
173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林舒怡 刘颐琳
174 武夷学院玉山健康管理学院 盛晓娟 郭玉琴
175 厦门华厦学院 戴杨杨 黄晓娟
176 福州理工学院 李美榕 黄丽华
177 闽南理工学院 郭丹丹 李栋梁
178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陈雅霖 裴小洁
179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张佳淳 林小红
180 厦门华厦学院 王碧嘉 黄晓娟
181 三明学院 毛绍婷 常鸣
182 武夷学院玉山健康管理学院 黄  谨 郭玉琴
183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陈锦涛 连恬恬
184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鸿棉 叶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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