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姓名 学校 整体排名 指导教师
王怀珵 福建医科大学 1 黄洪志
柳浩宇 厦门大学 2 谢君
张咪 华侨大学 3 卢利
肖庄卉 福建师范大学 4 陈素梅
柯晓玲 福建师范大学 5 陈素梅
林馨宸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6 吴艺娜
吴锦尧 福建商学院 7 翁林颖
叶奕超 三明学院 8 吴音
薛诗睿 福建医科大学 8 阴小蓓
肖梓滢 泉州师范学院 10 许剑辉
章乐凌 华侨大学 11 陈洁
肖竑尧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11 蒋益群
赵子仪 厦门大学 11 张淑芬
刘姝葳 宁德师范学院 11 黄  薇
张欣蓓 三明学院 15 吕翠娟
林树华 福建农林大学 16 王宪
罗宇岚 集美大学 16 赵以
吴艳 福州大学 16 吴永昇
卢姿贤 福建农林大学 19 黄加振
陈子隆 泉州师范学院 19 许剑辉
陈可萱 厦门理工学院 21 刘淑娟
沈钰斯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21 官晓勤
佘文静 武夷学院 23 姜海英
何冰 集美大学 23 樊斌
周紫情 福建师范大学 25 陈素梅
吴阳杨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25 郑晶
张甜甜 闽南师范大学 25 邱文生
林泽达 莆田学院 25 谢荣贵
龙雨吟 厦门医学院 29 苏妮娜
马一鸣 福建农林大学 30 叶明光
郑声宏 闽南师范大学 30 陈煌书
王芮 厦门理工学院 30 董素芬
王述凡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33 蔡绵绵
何佳慧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34 蒋益群
黄银榕 福建工程学院 34 邢凡夫
周新雨 福州大学 36 吴永昇
许颖峥 厦门医学院 37 苏妮娜
章彬坤 闽南师范大学 37 陈煌书
翁可欣 福州大学 37 吴永昇
沈泽錂 集美大学 40 王艳萍
朱梦琦 福州工商学院 41 蒋维金
庄鎏璇 武夷学院 42 姜海英
林阳 武夷学院 42 黄涛
林楠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44 邱晓娜
黄莹莹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44 喻欢欢
罗奕潇 龙岩学院 44 刘甜甜
张心儀 福州大学 44 吴永昇

汤许佳珺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48 姚雪燕
林锦康 厦门医学院 48 杜蕾
张艺君 福建农林大学 50 黄玲
蔡佳仪 福建医科大学 50 张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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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婉怡 莆田学院 52 陈洁
张晓冰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53 刘锦芳
黄明宗 闽南理工学院 53 陈芸芸
王茜茜 闽南科技学院 53 潘燕红
李鸿成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56 胡宏恩
陈杰娥 宁德师范学院 56 游灼梅
杨晨曦 厦门理工学院 58 林扬欢
李中铮 闽南理工学院 59 陈芸芸
母心慧 福建商学院 60 黄新川
陈若冰 福建商学院 60 童成寿
安宸漾 华侨大学 60 曾琦欣
陆露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60 翟康
丁一格 福州工商学院 60 林燕飞
陈思露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65 林西锦
柯艳花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65 徐勤良
林志鸿 福州工商学院 65 郭彬彬
钟佳敏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65 田文萍
陈俊豪 福州大学 69 吴永昇
邓丽兰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70 邱晓娜
温琪 闽江学院 70 毛峻凌
陈俊辉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70 薛韪禾
陈玲欣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70 肖晶
黄鑫 福建工程学院 70 李艳玲
陆运程 集美大学 70 赵以
康秋香 闽南师范大学 76 雷艳红
黄志彬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76 林瑜芳
朱泽 闽南师范大学 76 陈煌书
翁嘉盈 福建江夏学院 76 刘奋翼
杨思琦 福建医科大学 76 阴小蓓
谢晓敏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76 刘伟
罗沁怡 闽江学院 82 黄春梅
赵子沫 华侨大学 82 赵杏花
江晓柯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82 喻欢欢
朱泽恒 厦门工学院 82 黄颖思
张林林 厦门理工学院 82 刘淑娟
朱中源 福建商学院 87 李存安
王良昊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87 何蔚涵
段鸿 厦门华厦学院 89 赵珍芳
吴涵潇 福建商学院 90 何幸君
郑艺超 福建工程学院 90 林高洁
吕丽婷 三明学院 90 吴音
黄颖鑫 宁德师范学院 90 游灼梅
陈钰琳 武夷学院 94 熊晓君
叶一兴 武夷学院 94 熊晓君
常誉匀 福建师范大学 94 陈素梅
刘格格 阳光学院 94 曹浏
张莉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94 王逸秋
林文嘉 福建师范大学 99 陈素梅
罗帅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99 兰冬秀
汪洪清 莆田学院 99 刘素萍
石茂生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99 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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