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学院精神文明建设评先评优名单

一、先进单位（6 个）

学生工作处、组织部（统战部）、工会

建筑工程系、工艺美术系、智能制造工程系

二、文明班级（29 个）

单位 名单

智能制造工程系（3个）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02 班、汽车制造与实验技术 2102

班、机电一体化 2103 班

建筑工程系（2个） 工程造价 2001、建筑工程技术 2104

自动化工程系（2个） 电信 2003 班、电气 2101 班

信息工程系（5个）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2001、计机 2001、计机 2002、软件 2002、

动漫制作 2002 班

工商管理系（3个） 会计 2001、跨境电商 2101 班、会计 2103

工艺美术系（4个） 室内 2001 班、广告 2003 班、广告 2103 班、室内 2104 班

医学健康系（4个） 护理 2101、护理 2107、护理 2109、助产 2102

学前教育系（3个） 学前 2103 班、学前 2108 班、学前 2007 班

东软学院（3个） 软件技术 3班、计算机应用技术 5班、动漫制作技术 3班

三、文明宿舍（196 间）

单位 名单

智能制造工程系（14 间）

竹苑 1#212、竹苑 1#310、竹苑 1#110、竹苑 1#213、

竹苑 5#201、竹苑 5#506、竹苑 5#302、竹苑 5#308、

竹苑 1#613、竹苑 5#310、竹苑 5#405、竹苑 1#511

兰苑 4#403、菊苑 5#109

建筑工程系（11 间）

兰苑 4#404、兰苑 4#406、梅苑 2#202、梅苑 2#306、

梅苑 2#402、梅苑 2#405、梅苑 2#313、竹苑 6#405、

竹苑 6#510、菊苑 5#402、菊苑 5#405

自动化工程系（12 间）

竹苑 2#501、竹苑 2#502、竹苑 2#504、竹苑 2#507、

菊苑 6#109、竹苑 3#301、竹苑 3#304、竹苑 3#506、

竹苑 3#509、竹苑 2#307、兰苑 4#506、兰苑 4#512、



信息工程系（24 个）

松苑 3#408、菊苑 6#502、菊苑 6#504、菊苑 6#509、

菊苑 6#609、菊苑 6#610、菊苑 6#407、松苑 1#107、

松苑 1#204、松苑 1#207、松苑 1#303、松苑 1#304、

松苑 1#308、松苑 1#309、梅苑 1#103、梅苑 1#104、

菊苑 6#204、菊苑 6#205、松苑 2#304、松苑 2#307、

松苑 2#209、松苑 2#401、菊苑 6#203、松苑 4#505

化学工程系（7间）
兰苑 4#112、兰苑 4#106、兰苑 4#102、兰苑 4#111、

竹苑 7#304、竹苑 7#105、竹苑 7#202

工商管理系（29 间）

菊苑 2#304、菊苑 2#305、菊苑 1#209、菊苑 1#210、

菊苑 7#403、菊苑 1#101、菊苑 1#105、竹苑 3#107、

菊苑 2#401、菊苑 2#403、竹苑 3#105、菊苑 2#310、

菊苑 2#508、菊苑 1#301、菊苑 1#303、菊苑 1#304、

菊苑 5#105、菊苑 5#502、竹苑 4#507、竹苑 6#304、

竹苑 6#306、菊苑 7#108、竹苑 4#608、竹苑 4#612、

竹苑 4#610、菊苑 2#103、菊苑 2#201、菊苑 2#207、

竹苑 4#405

工艺美术学院（28 间）

松苑 3#401、松苑 4#113、松苑 4#108、菊苑 5#304、

菊苑 5#506、菊苑 5#508、菊苑 5#602、菊苑 7#505、

菊苑 7#507、菊苑 7#509、菊苑 7#605、菊苑 7#607、

梅苑 1#202、梅苑 1#205、梅苑 1#211、梅苑 1#304、

梅苑 1#305、梅苑 1#314、梅苑 1#601、梅苑 1#609、

松苑 7#209、松苑 7#303、松苑 7#307、松苑 7#401、

松苑 7#402、松苑 7#405、松苑 7#505、松苑 7#507

医学健康系（24 间）

兰苑 1#204、兰苑 1#211、兰苑 1#303、兰苑 1#403、

兰苑 1#406、兰苑 2#307、兰苑 2#508、兰苑 1#409、

兰苑 1#504、兰苑 1#612、兰苑 2#206、兰苑 2#310、

兰苑 2#602、兰苑 2#604、兰苑 3#102、兰苑 3#202、

兰苑 3#205、兰苑 3#206、兰苑 3#404、兰苑 3#408、

兰苑 3#506、兰苑 3#605、竹苑 7#408、竹苑 7#507

学前教育系（26 间）

竹苑 7#602、竹苑 7#608、兰苑 4#612、兰苑 4#613、

兰苑 5#102、兰苑 5#207、兰苑 5#308、兰苑 5#401、

兰苑 5#405、兰苑 5#412、兰苑 5#503、兰苑 5#504

菊苑 3#101、菊苑 3#102、菊苑 3#103、菊苑 4#107、

菊苑 4#109、菊苑 4#212、菊苑 4#307、菊苑 4#401、

菊苑 4#508、菊苑 4#510、菊苑 4#513、菊苑 4#514、

菊苑 4#602、菊苑 4#603

东软学院（21 间）

4号楼 4408、4 号楼 4415、4 号楼 4313、3 号楼 3506、

3 号楼 3507、5 号楼 5205、5 号楼 5209、5 号楼 5305、

3 号楼 3403、3 号楼 3412、4 号楼 4108、4 号楼 4112、

3 号楼 3101、3 号楼 3104、3 号楼 3306、4 号楼 4208、

4 号楼 4513、3 号楼 3107、3 号楼 3110、3 号楼 3203、

3 号楼 3602



四、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教师）（47 名）

单位 名单

机关第一党支部（2人） 董 玉、曾 瑾

机关第二党支部（3人） 郭子默、李 科、郑志鹏

机关第三党支部（2人） 林伟岭、黄艳红

机关第四党支部（3人） 邹禹涵、马建薇、阮乔慧

机关第五党支部（3人） 陈丽娜、王素华、林志强

智能制造工程系（4人） 林志荣、郑何敏、郑淑琼、邓国太

建筑工程系（3人） 范建建、黄一凡、刘晓霞

自动化工程系（1人） 林 航

信息工程系（3人） 徐龙静、陈录清、邱林冰

化学工程系（2人） 林 芳、彭月婷

工商管理系（4人） 周 敏、林 莉、刘忠德、蔡雅琴

工艺美术系（3人） 黄金锋、林歆彧、杨筱静

医学健康系（4人） 何文静、陈海燕、朱 杰、张小燕

学前教育系（2人） 吴东东、邓兹升

图文信息中心（2人） 方 灝、林小妹

基础教育学院（4人） 李佩君、陈振达、黄晗、陈阳迪

马克思主义学院（2人） 陈丽娇、许一柱

五、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学生）（643 名）

单位 名单

智能制造工程系（51 人）

黄明修、巫常彬、林谨华、杨 林、游鸿凯、钟仁坤、

林溢顺、陈 基、范中岩、姚兆华、余少雄、王俊杰、

许兆榕、郑牧骐、陈泽森、蔡云飞、何佳乐、黄增星、

李海金、刘 晗、彭嘉伟、王煜灿、蒋诚达、曾塬塬、

蔡镇冰、王 鑫、谢胜鸿、许宇航、吴铖杰、詹信华、

林岩利、曾乐晖、林景明、吴进源、杨 楠、郑宏强、

施贤贵、陈 康、卢维橙、刘 轩、蔡必强、陈向前、

李泓涛、蔡志伟、姚勇烽、方尔谍、陈日宇、柳宇斌、

吴靖凯、谢丽冰、郑林颖

建筑工程系（45 人）

曾 涛、林鑫城、陈青霞、郑璐璐、黄旺华、罗湾湾、

陈 驭、杨嘉靖、林新铭、王远彬、张伟雄、戴泽宇、

吴小伟、杨毅发、潘嘉俊、周嘉丽、郭睿洁、林永彪、

钟 华、郭 振、郑艺萌、李 妍、蔡步阳、童 鑫、

林 宏、洪佳鑫、王 静、任廷轩、刘 衡、雷伟龙、

曾昭然、陈健伟、郭施炜、林 鹏、李斯源、郑伟滨、

林 邈、颜登标、郭伟松、林 晖、林联焕、林庆煌、

崔建杰、罗华威、夏小彪



自动化工程系（44 人）

林宇斌、黄绪文、林进雄、何浩楠、王子阳、凌煜晖、

张少骏、黄文翔、肖岳政、杨晓刚、陈伟杰、林志强、

黄金洲、柯闽强、黄炜松、林润钰、张佳豪，许明清，

廖煜华、黄志兴、蔡向彬、黄林靖、石 鑫、陆梦玲、

黄宇豪、童 峥、张锦东、翁世俊、陈子民、林舒婷、

陈 诺、王 东、周 威、许成雄、陈志健、王梓先、

黄金坪、陈耀军、林泽源、陈津津、林佳浩、梁培颖、

张泉勇、黄教锋

信息工程系（100 人）

张建龙、余旭东、魏建富、林超伟、徐 涵、戴翠玲、

沈桂纯、卓镓俊、陈梦婷、周嘉发、黄进贤、林智谋、

魏 萱、蔡如莹、甘蕙珊、陈星宇、王 健、陈佳金、

洪泽琳、唐继莲、林永欣、陈秀芳、庄莹莹、陈卓君、

郑怡婷、郑多多、魏佩琴、蔡伊欣、庄红玲、郭毓婷、

陈佳淇、陈周炜、许婉婷、黄开霖、林佳颖、郭强强、

李宇馨、潘文彬、赖婷燕、林 倩、王俊豪、戴玉暄、

陈琳彬、陈东亮、沈浩楠、吕伟军、林俊良、陈伟明、

林雷杰、黄智松、林建正、陈嘉嘉、肖严亮、许良宏、

阮 腾、刘冠群、李顺林、林增辉、林秋玲、易狮思、

柯恺璇、傅卓扬、洪媛媛、陈钰馨、林 炜、黄爱珍、

谢子豪、林惠聪、穆尼热、茹柯耶、杨孟夏、游绮燕、

郑若萍、吴明峰、陈文霞、林新鑫、张彬桂、江坤阳、

赵琪斌、冯珍雯、童泽洲、张 行、林锴炫、王伟明、

詹千白、姜英豪、陈家琪、许佳鹏、杨俊淮、阙嘉淇、

张依静、方元楷、张淑珍、叶宇鑫、庄铭涛、李 鋆、

黄少俊、肖宇恒、兰 泓、刘鸿鑫

化学工程系（25 人）

张锈钒、陈坤彬、王梦思、张浩冬、陈吴鑫、洪珊茹、

马佳莹、詹 健、张晓琪、刘文锴、林祚钲、阮 勇、

林永豪、许泽马、曾伊婷、朱雨玥、王 宇、叶琦琦、

张小妹、蔡乐怡、许培炜、许幼艳、蓝苏华、林羿辰、

杨 莉

工商管理系（93 人）

许雅婷、施长任、柯一丹、吴正怡、朱晓婷、陈雨晗

林伟强、陈君华、黄雅婷、严雅欣、李雨欣、林秋蓉、

黄汪诗、王 鑫、王梦瑶、邱春燕、王可怡、王珑洁、

林镁锦、曾舒婷、施 琳、王新坤、陈怡苹、林舒婷、

赖思婷、王嘉懋、朱雨馨、邱雅鑫、何晨宇、肖雨珊、

王 熠、章晓敏、林杰成、谢宜婷、黄彬茹、黄美慧、

吴梦丹、杨虹玉、钟星晨、陈荧莹、石慧琳、林宇晴、

姜路路、杨锦鸿、杨雅琼、吴惠娟、林书好、谢钰婵、

洪欣洁、杨 建、熊小会、林 瑾、周宇诗、董志强、

林可晴、庄恒星、郑露露、周利平、余训建、杨铮铮、

张金伙、曾展鹏、邱昱玮、肖民新、李 阳、谢 涛、

池泽林、张佳玲、陆俊豪、何佳慧、陈宇涵、方泽祥、

周 毅、傅彬芝、江思琪、刘君祥、王炜杰、朱舒琳、

詹文良、吴耀强、陈月华、徐少娜、卢宇凡、罗羽欣、



黄佳惠、张 婷、林慧春、蔡梓怡、张晓薇、简茜娜、

林 旭、陈钰涛、曾梓烨

工艺美术学系（70 人）

林晓倩、张安芝、邓晓茹、黄宁峥、陈其若、程茵茹、

李伟鑫、吴智锋、徐锦莹、林志福、林子恒、刘明枫、

许可欣、洪江淮、李 铭、罗淑敏、黄捷涵、游蔷莹、

黄秉彦、陈锦鸿、谢慧莹、张翔宇、陈如男、陈雅静、

林季煜、张 丹、林妍妍、魏滢滢、李晰航、洪家琦、

杨雨欣、叶雄杰、陈晓燕、尹鸿杰、王锦榕、汪玮俊、

张佳仪、陈 炜、阙淑婕、张俊达、杨钦超、沈贺娟、

薛昊为、蓝文珍、方雅君、陈 莹、黄永富、林思莹、

谢闽洋、唐明远、柯晓昱、陈 鑫、林家圣、林 垚、

王艺冰、俞骏标、林宇学、陈炜锦、苏彬杰、余 楠、

林 佳、卢友明、郑静楠、郑芳芳、吴妙茵、林子豪、

刘诗棋、王鑫标、林铭浩、陈阳洲

医学健康系（96 人）

陈玉婷、曾 燕、任颖佳、王玮琳、蔡棉棉、黄海青、

林艺容、黄潮恩、赖 琪、池莹莹、阙梅红、陈静茹、

俞欣蕾、陈梦婷、李佳琪、李向真、杨怡欣、叶 凡、

苏雅婷、郑月丽、林 欣、王艺杰、张翠凤、吴肖妮、

林丽琳、陈萍芳、洪芯菲、林晓琪、曹伟芳、沈嘉欣、

饶诗晨、翁美星、马逸婷、黄婉婷、刘 娜、刘菁芸、

洪安锦、庄泽权、林旭芬、郑雅晶、林 菁、刘映雯、

林美琦、罗丽萍、陈文慧、叶林源、张 雯、郭佳佳、

林冬梅、肖立琳、林舒婷、张茹欣、张晓辉、许婧雯、

林洁滢、黄丽嫣、冯贞贞、柯妍婧、杨夕宁、肖雪苹、

游紫娟、陈婉玲、郑莉颖、陈润婷、谢斯婷、李如星、

王瑜馨、吴 健、张蓥蓥、陈姝娟、洪至霖、陈 琴、

罗嗣琪、罗媛媛、邝镁灵、叶佳琪、黄晓铟、池雪珠、

何宇璐、张 静、潘莉莉、张翠影、施含昕、黄宣萱、

林玮婷、李佳欣、魏梦欣、卓林婷、危静雨、俞海珍、

赖美慧、林欣萍、叶灵美、尤月荃、张雨彤、潘 欣

学前教育系（71 人）

洪佳鑫、徐敏丽、白清清、施静颖、朱徐雯、黄妮可、

陈于华、陈 子、赖美芳、林赛琴、何珊珊、林悦萍、

陈 桓、姚安妮、许银鸽、刘 静、吴宇翔、郑金艺、

俞茜妍、王木丹、吴秋婷、胡琪欢、张文静、陈舒婷

陈宇萱、方艳婷、林燕妮、林 馼、郑琳燕、田肸杪、

袁纪洋、莫金美、林文佳、林君佳、林灵萍、张梦婷、

郑艳华、陈紫婷、陈清霞、林洋洋、杜 婷、陈丽玲、

郑梅萍、池小芳、林 静、周延双、余美煜、李雯倩、

钟利荣、李 莹、黎淑枚、庄淇媛、曾佳明、雷林晴、

宁丽香、戴琬娜、冷广连、曾琼芳、颜梦洁、叶慧敏、

吴冰如、林晓燕、崔洁萍、杨巧芳、徐凯丽、叶娜卿、

吴奭昉、刘晓曦、陈佳欣、陈梅琼、郑慧婷



东软学院(48 人）

林航宇、卢煜杰、纪志鹏、魏水泉、唐才鑫、陈靖鸿、

蔡镇有、傅春辉、孙黄炫、杨范林、赖鸿平、戴一欢、

戴佳丽、曾庆涛、叶佳旗、曾倩文、沈曼丹、梁娅婷、

陈永聪、叶慧杰、刘 毅、赖思靖、沈鑫梅、沈丽敏、

杨佳怡、陈 舒、肖侣椿、谢思雨、闫消消、肖筱芹、

郑宇森、汪巧艺、王梦杰、黄雪玲、叶晓莹、余佳琪、

游鸿毅、李婉婷、黄嘉慧、唐 林、翁 歆、钟国城、

罗帮旺、林佳莹、林舒静、林慧娟、陈奇然、蒋志鸿

六、文明志愿者先进个人（教师）（25 名）

陈佳勇、康东坡、林丽生、朱 涵、陈淑凤、林静芳、杨 敏、

郑慧仙、黄剑萍、阮金新、陈丽平、朱 晴、罗茂林、李小英、

谢凯存、郭雨晨、郑梁贞、刘 欣、翁 歆、朱雅鑫、王丽平、

彭飞平、陈荔春、廖泽楠、谢益晶

七、文明志愿者先进个人（学生）（103 名）

何伟煌、贺川榕、雷美玲、林清华、林 婷、王俊杰、王玫婷、

谢万城、熊 茂、张学君、周龙山、朱穆朗玛、陈嘉媚、黄 玲、

黄 炜、沈慧斌、吴泉莉、谢慧莹、谢闽洋、郑欣婷、黄韬远、

黄文静、林美燕、蔡舒琪、范 尧、连佳怡、林怡萍、林育森、

薛嘉楠、程智鑫、高海滨、黄碧玲、黄才铭、黄立峰、揭 晨、

赖海鹏、李张天、梁炳林、潘文彬、瞿佳熹、张 恒、周冰洁、

周 清、庄伊斌、陈玲敏、陈思珉、陈婉钰、黄小艳、黄 璇、

黄 征、林 琳、林梓菲、叶晓润、田佳欣、陈玲晶、高燕萍、

康怡茹、林芋珊、汪婉婷、谢舒萍、许小燕、叶欣宇、叶懿佳、

郑薇薇、崔鹏浩、黄聪涵、黄志向、李胜相、林伟杰、吴启彬、



赵 伟、陈海燕、陈 珊、孔韵茹、林汉斌、杨杜白、周志龙、

杨剑飞、黄庆桦、陈长荣、张 娜、何佳慧、陈坤彬、马林香、

林君烨、林宇婷、郑志斌、刘小敏、蒋雅茹、林 典、陈若云、

杨蓬发、邓博文、蔡鑫瑜、付 粉、郭婉婷、林 瑶、季清隆、

高旭辉、吴艳妃、陈 坤、黄志鸿、许铖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