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晓彤女，中共党员，经济与管理学

院金融工程专业学生，曾任经济与管

理学院学生会组织部副部长。入学

以来，思想端正，始终以一名优秀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于学

习、积极思考,成绩优异，大三学年学

业成绩和综合成绩均为专业第一

名。积极参加学科竞赛，不断提升综

合素质能力，曾获 2021年美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大赛特等奖提名，第七届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三等奖等奖项。累计获得三

项国家级荣誉、八项省级荣誉、两项

市级荣誉、四十余项校级荣誉。

温锦涛 男，中共预备党员，机械学

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生，担任机

电一班班长，思想端正，时刻以党

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学习上始终

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为目标，专业

知识扎实，获得 2020年度国家励

志奖学金，获评校级“三好学生标

兵”、“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曾获校级奖励 16项，院级奖励 10
项。积极参与科研竞赛，参与项目

“模仿幼蜡蝉跳跃行为的齿轮弹射

系统设计”获省级立项，现正积极

备战机械学院“创新大赛”、“挑战

杯”及“互联网+”等赛事。

袁啸威 男，共青团员，外国语言文学

学院英语专业学生。自入学来积极

向党组织靠拢，参加团校党校培训，

获得院级“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学

习上勤奋乐思，锐意进取，踊跃参与

学科竞赛，在全国演讲比赛、外语能

力比赛、湖南省跨文化能力等赛事中

均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外研社·国才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三等奖、“外研

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网络

赛场特等奖等奖励，获校级以上奖项

十余项。乐于奉献，服务社会，积极

参与实践志愿活动，获岳阳市 2020
半程马拉松“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张仁锋 男，中共党员，机械工程学
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学生，曾任机械学院机电 20-1BF
助理班主任。生活中积极发挥党
员模范带头作用，多次前往岳阳市
残疾人中心进行志愿服务活动。
勤于学习，专业知识扎实，曾获校
级“三好学习标兵”、“优秀志愿者”
等多项荣誉称号，获得2018-2019
年度、2019-2020年度国家励志奖
学金。积极参加学科科研竞赛，曾
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赛
二等奖、湖南理工学院“创青春”大
赛二等奖等系列竞赛荣誉。

岳恒毅 男，共青团员，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

入学以来勤奋努力、认真钻研，成

绩名列前茅，获得校级“三好学生”

荣誉称号。学科竞赛方面经历丰

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 2020
年与 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竞赛中获一等奖，2021年校级电

子设计竞赛中获特等奖，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比赛中获优胜奖。大

二学年期间代表湖南理工学院外

出参加 CADC中国国际飞行器设

计挑战赛。

徐恬睿女，中共党员，美设学院视觉传

达设计专业学生，现任学生第二党支

部委员。生活中以身作则，获“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连续两年学业成绩居于

专业第一，2020-2021学年度学业综合

成绩93.20分。学习上锐意进取，取得

大广赛、“国青杯”、“湖南之星”“中南新

奖”设计艺术大赛等国家级省级多个专

业奖项。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全方位

塑造自己，参与创新性实验计划国家级

重点项目（已结项），主持校级课题一

项，入驻孵化基地项目一项，获得“互联

网+”、“挑战杯·创青春”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奖项、岳阳市第八届创新创业就业

系列大赛市级一等奖等荣誉。

杨福艳女，中共预备党员，美术与

设计专业学生，曾任湖南理工学院

大学生食堂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等

职务，现担任美术与设计学院学生

会第一执行主席。入学以来尊敬

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思想上

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连续两学

年专业综合排名第一，获得 2019-
2020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多次

获得“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女生”

等荣誉称号。积极参加各类竞赛，

并取得优异成绩，曾获“策游潇湘

营出花YOUNG"湖南文旅推广活

动二等奖、湖南理工学院 2021年
“互联网+”一等奖等奖励。

郑晨露 女，共青团员，化学化工学

院化学(师范)专业学生。曾任化学

化工学院楼层长、食堂管理委员会

副部长。学习刻苦努力，不断钻

研，获得”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共

青团员”、“优秀女生”等多项荣誉

称号。获2019-2020年度国家励志

奖学金、“化工之光”一等、二等奖

学金。积极参与专业、科研竞赛，

参加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

得省级立项，曾获学院师范技能大

赛二等奖、校级“挑战杯“大学生创

业大赛三等奖、校友纪念品大赛二

等奖等系列奖励。

宋金莹 男，中共预备党员，体育学

院体育教育专业 1901 班学生。

2017年入伍，2019年复学。自复

学以来，秉承着“退伍不褪色”的

作风，刻苦学习，积极服务同学。

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获得 2020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曾任体育学院

团学生活部副部长、校民兵连排

长；获得“优秀共青团员”、“优秀

学生干部”、“优秀青年志愿者”、

“三好学生”等多项荣誉称号。

唐龙涛 男，中共预备党员，物理与

电子科学学院物理学（师范）专业

学生。思想端正，刻苦认真学习专

业知识，专业成绩平均分93.37，文
化、综合并列第一，曾获“军训优秀

个人”、市级“优秀志愿者”、校级

“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等多

项荣誉称号，获得 2019-2020年度

国家励志奖学金。在学科、科研竞

赛方面认真钻研，勇于挑战自我，

挖掘自身潜力，在湖南省大学物理

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以第二作者发

表两篇 SCI论文，主持一项省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赵 蕾 女，共青团员，新闻学院新闻

学专业学生。2019-2020年度“国家

励志奖学金”获得者。现担任新闻中

心校报记者团宣传部副部长、新闻传

播学院通讯社总编辑及新闻19-1BF
班班长。在各级媒体发表多篇作品，

曾在新媒体运营与编辑岗位实习三

个月。获得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女生”等多项

荣誉称号。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与科研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

目获得省级立项，湖南省大学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政理论课成果展竞赛获三等奖，

学校跨文化双语短视频创新创意大

赛获一等奖。

邵 率 男，中共预备党员，经管学

院 19级金融工程专业学生。工作

认真负责，曾任学院素质拓展部副

部长。从大一开始一直担任班长，

曾获“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

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多项荣

誉称号。积极参与创新科研竞赛、

创业项目大赛以及志愿服务大赛，

获得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等6项国

家级奖项；第十四届“挑战杯”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中银奖等7项省市

级奖项。获得2019-2020年度国家

励志奖学金。

彭梦涵 女，中共预备党员，数学学

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生。积

极参加各项志愿服务活动，曾任学

校宿舍管理委会员学生工作助理，

数学学院青年志愿服务中心宣传

部副部长。政治立场坚定，学习成

绩名列前茅，获得校级“三好学

生”、“优秀女生”等多项荣誉称

号。曾获 2020年斌斌-掌商工程

奖学金，2021年湖南理工学院数

学竞赛专业组三等奖，首届“外教

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

汇能力大赛湖南赛区本科组三等

奖等荣誉。

潘慧妮 女，中共党员，政治与法学

学院学生。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坚定理想信念。获得校级“三好

学生”、“三好学生标兵”、“优秀青年

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在院级征文

大赛、书法大赛、读书心得评比中多

次获奖，获得第七届大学生才艺大

赛朗诵二等奖。积极创新，锐意进

取，主持国家级项目创新创业训练

项目“家风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关系研究”，参加第十四届湖

南省挑战杯项目“给师者的礼物：中

学教师职业压力及其正念干预研究

——基于湖南省 727 名教师的调

查”，获得省级二等奖。

林涵莎 女，中共预备党员，土建学

院 2018级工程管理专业学生，现

任 5306寝室长。思想端正，时刻

以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学习上刻苦认真，不断夯实专

业基础，连续三年文化成绩专业第

一 ，获 得 2018—2019 和 2019—
2020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科

竞赛与科研方面锐意进取，第七届

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大赛中获

国家一等奖、第十四届湖南省“挑

战杯”获二等奖。曾与团队成员共

同撰写论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

流动摊贩规范化管理研究》并发表

于国家期刊《中国市场》。

王 思 女，共青团员，物理与电子科

学学院 2019级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专业学生。连续两学年专业排名第

一，获得 2019-2020年度国家励志

奖学金，多次获得校级“三好学生标

兵”等荣誉称号。

田 汭 女，中共预备党员，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学生。担任班级学习委员，政
治立场坚定，多次获评“优秀共青团员”称
号。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异，积极服务
同学，多次获评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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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榜样定义大梦想，青春书写正能量！近日,党委学工部公布了2020-2021年度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本科生（推荐）名单，共有25名优秀本科生上榜。他们惜时如金，奋发努力，展现了湖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接下来，让我们聚焦这些优秀学生，学习他们积极进取、孜孜以求的
精神，在全校凝聚起至善穷理、笃思好学的强大正能量，激励广大青年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

李天纬 男，共青团员，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学

生。入学以来成绩一直保持在专

业第一，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学

生标兵”。积极参与学术竞赛，曾

获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三等奖、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

竞赛三等奖、2020年全国大学生人

工智能竞赛二等奖、第十七届“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二等奖等奖项。制作的简

易扫地机器人在 2020年湖南理工

学院第十六届寝室文化节寝室废

旧物设计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李 珊 女，共青团员，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积

极参与校园迎新等志愿活动。政

治立场坚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顺

利完成团校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课

程，日常生活中乐于助人，积极奉

献，多次获得“优秀共青团员”、“三

好学生”等校级荣誉称号。学习上

刻苦认真，锐意进取，大二学年，学

习成绩排名第一。曾获2021年“蓝

桥杯”省级二等奖，“外教社·词达人

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力大赛

省级二等奖，获得2019-2020年度

“国家励志奖学金”。

黄怀宇 男，共青团员，化学化工学

院制药工程专业学生。热爱祖国，

政治立场坚定，获得校级“三好学

生”、“优秀共青团员”等多项荣誉

称号。大二学年学习成绩位列专

业第一，获 2020—2021学年国家

奖学金、2019年—2020学年国家

励 志 奖 学 金 、2019—2020 和

2020—2021年度“化工之光”学业

奖学金一等奖。获湖南理工学院

数学竞赛非专业组二等奖、2020
年湖南理工学院“一校一书”阅读

推广“优秀读书心得”三等奖、寝室

文化节寝室形象设计二等奖等。

杜太钰 男，中共预备党员，音乐学

院音乐学专业学生。本科期间，

始终保持思想上进，积极学习党

的政治理论知识，政治立场坚

定。曾担任音乐学院学习部部

长、濯缨琴社会长、湘阳木槿志愿

服务团队负责人等多个职位。学

习热情主动，2021学年专业成绩

和综合素质测评双第一，并成功

考取古琴主修成为“双主修”学

生。 工作认真踏实，积极参加各

类竞赛，曾获得湖南理工学院“三

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等

二十余项奖励。

蔡赛男 女，中共预备党员，新闻学

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连续

两年保持专业综测第一，获得

2019-2020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

金”，校级“三好学生标兵”、“优秀

学生干部”等多项荣誉称号。积极

参与校园文化活动，获得 2021年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校

级一等奖、湖南理工学院第十五届

读书节演讲比赛校级一等奖等奖

项。在担任班级学习委员期间带

领班级获得“读书之星”荣誉称号，

现任党委宣传部广播台台长，致力

于发出更好的湖理之声。

陈方炳 男，共青团员，土建学院土

木工程专业学生。曾任学院青年

志愿者协会实践部部长、班级生活

委员等职务。先后参加团校培训、

党校培训并顺利结业，被评为“优

秀学员”。学习认真刻苦，在大二

学年专业成绩排名第一。积极参

加暑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

获校级 2021年度暑期“三下乡”优

秀个人、校级 2020年度“优秀共青

团员”、院级 2019年度“优秀青年

志愿者”等荣誉称号。获得 2021
年度“学党史，映初心”红色建筑手

绘竞赛优秀奖。

陈泽湘 女，中共预备党员，体育学

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学生，

现任体育学院团委学生副书记。

工作上认真负责，始终秉持着“带

领同学进步，服务同学成才”的宗

旨，作老师与同学沟通的桥梁，为

同学服务。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祖

国，始终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获评“优秀共青团员”、“三

好学生标兵”等荣誉称号。学习积

极主动，勤奋努力，始终以提高自

身综合素质为目标，专业成绩名列

前茅，获得 2019-2020学年“国家

励志奖学金”。

陈昭羽 女，中共预备党员，中国语

言文学学院学生，入学以来在各方

面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成绩优异，

综合能力突出。获评“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

号。曾获中文学院党史知识竞赛

一等奖，中文学院师范生教学技能

赛一等奖，湖南理工学院“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湖南理工学院“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等。

参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项目一项，主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一项。

我校2020-2021年度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