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毕业中学 二级学院 专业班级 获评类别

郑玉婷 自贡市旅游职业高级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2101 明德奖学金
胡春香 自贡市旅游职业高级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4 三好学生
郑玉婷 自贡市旅游职业高级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2101 优秀学生干部
胡春香 自贡市旅游职业高级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4 优秀学生干部
肖建飞 自贡市第二十二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8 优秀学生干部
冯鑫 梓潼县七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4 三好学生
许杨檍 梓潼县七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2 三好学生
赵淼 梓潼县七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4 三好学生
冯鑫 梓潼县七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4 优秀学生干部
张丹 重庆市忠县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2 三好学生
冉佳佳 重庆市武隆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4 优秀学生干部
宋昊 重庆市南川区笫三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2103 三好学生
苏珣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5 三好学生
王琪 重庆市兼善中学蔡家校区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2 优秀学生干部
丁渝湘 重庆市奉节永安中学校 人文与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2103 三好学生
谭宏 重庆市大足城南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002 学院奖学金
姜越 郑州市第九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2002 优秀学生干部
郑周钿 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6 学院奖学金
郑周钿 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6 三好学生
许文豪 原平市第二中学(高级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002 优秀学生干部
饶芳岚 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4 三好学生
李钰涵 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003 优秀学生干部
尹莹莹 宜宾市南溪区第二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106 优秀学生干部
亓苗苗 沂源县第一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2 尚美奖学金
亓苗苗 沂源县第一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2 三好学生
孟盈竹 雅安市名山区第三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008 明德奖学金
李雪婷 宣汉县第二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104 学院奖学金
李雪婷 宣汉县第二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4 优秀学生干部
杨丽君 新化十二中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001 尚美奖学金
石栩樱 新昌县知新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2 三好学生
魏雅雪 息烽永生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家具设计与制造2102 三好学生
陈明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卫生学校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1 优秀学生干部
罗敏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卫生学校医药健康学院 药学2102 优秀学生干部
李思涵 西充县晋城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大数据与财务管理2101 优秀学生干部
田雨慧 务川县职中普高部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3 优秀学生干部
毛希洁 温岭市温中双语学校 人文与教育学院 汉语2001 明德奖学金
毛希洁 温岭市温中双语学校 人文与教育学院 汉语2001 优秀学生干部
王光巧 威信县第二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中文2103 笃学奖学金
王光巧 威信县第二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中文2103 三好学生
王光巧 威信县第二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中文2103 优秀学生干部
杨川 威宁县第四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2002 优秀学生干部
李林骏 铜梁二中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6 三好学生
熊小芳 通江县实验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财务管理2001 三好学生
熊小芳 通江县实验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财务管理2001 优秀学生干部
余巧巧 通江县涪阳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4 优秀学生干部
刘哲宇 台州市三梅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006 优秀学生干部
王骆婷 台州市黄岩九峰高级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005 优秀学生干部
蒋佳杰 遂宁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人文与教育学院 中文2103 优秀学生干部
肖明星 遂宁市第七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设计2102 优秀学生干部



莆丹 四川省资中县龙结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3D数字交互制作2102 三好学生
印佳旭 四川省资中县第一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2 优秀学生干部
李春兰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中和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2106 三好学生
刘红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中和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健身指导与管理2001 优秀学生干部
汪丹 四川省营山县第二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4 优秀学生干部
王慧琳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6 优秀学生干部
潘奎松 四川省仪陇县职业高级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2 优秀学生干部
刘静 四川省仪陇马鞍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12 优秀学生干部
陈兰艳 四川省仪陇复兴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3 优秀学生干部
柳朝霞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102 三好学生
向朝清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102 三好学生
王琼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102 三好学生
甘国栋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2003 三好学生
刘浩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建设工程管理2001 优秀学生干部
柳朝霞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102 优秀学生干部
向朝清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102 优秀学生干部
王琼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102 优秀学生干部
胡青芳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3D数字交互制作2102 优秀学生干部
甘国栋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2003 优秀学生干部
雷礼勇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2003 优秀学生干部
张攀 四川省兴文县职业技术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市场营销2101 三好学生
苏会 四川省万源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3 三好学生
袁明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001 优秀学生干部
孙丽 四川省商务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1 三好学生
王斌 四川省商务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2002 优秀学生干部
陈梦月 四川省荣县中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会计2003 笃学奖学金
周钰莲 四川省荣县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策划2102 三好学生
韩驰 四川省荣县第一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004 优秀学生干部
侯莉虹 四川省平昌县第二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001 优秀学生干部
刘忠坤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3 学院奖学金
刘忠坤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3 优秀学生干部
黄后志 四川省内江市翔龙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1 三好学生
黄后志 四川省内江市翔龙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廖海平 四川省南江县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6 优秀学生干部
蔡婷婷 四川省南充市李渡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表演艺术2001 优秀学生干部
冯豪 四川省南充市第九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001 优秀学生干部
龚琳 四川省南充市安平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2105 尚美奖学金
彭嘉豪 四川省南充市安平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001 优秀学生干部
龚琳 四川省南充市安平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2105 优秀学生干部
刘杰 四川省南充市安平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1 优秀学生干部
杨利 四川省南部县第三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2001 三好学生
雍襟汐 四川省南部县第三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2 优秀学生干部
张钰 四川省隆昌市第一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2 三好学生
余思盈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002 优秀学生干部
曾俊鑫 四川省乐山市竹根职业中专学校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2003 三好学生
陈舒雅 四川省乐山市嘉定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4 尚美奖学金
余文迪 四川省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2001 优秀学生干部
李宏兵 四川省开江县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网络广告设计2101 优秀学生干部
黄鑫雨 四川省经济管理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4 优秀学生干部
陈小芳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2优秀学生干部
林诗仪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2001 优秀学生干部
邓烨 四川省剑州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1 三好学生
母果 四川省剑阁职业高级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3 优秀学生干部
高秀英 四川省简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3 三好学生



曾永杰 四川省简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4 三好学生
张锐 四川省简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4 优秀学生干部
高秀英 四川省简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3 优秀学生干部
李杰 四川省简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5 优秀学生干部
李春 四川省犍为县罗城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10 优秀学生干部
朱婷 四川省夹江第一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财务管理2001 三好学生
朱婷 四川省夹江第一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财务管理2001 优秀学生干部
王慧鑫 四川省合江县白沙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3 优秀学生干部
聂玉杰 四川省汉源县第一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004 优秀学生干部
薛婧雨 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4 三好学生
薛婧雨 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4 优秀学生干部
杨玉强 四川省广元市宝轮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003 优秀学生干部
李东旭 四川省广安代市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004 优秀学生干部
陈钥 四川省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2001优秀学生干部
周梅 四川省古蔺县大村职业中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市场营销2101 三好学生
王洁 四川省珙县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4 优秀学生干部
李佳 四川省珙县第一高级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4 三好学生
蒋雨欣 四川省工业贸易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001 优秀学生干部
彭太新 四川省高县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2 优秀学生干部
冯伟 四川省富顺县赵化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5 三好学生
程润照 四川省富顺县城关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体育教育2102 优秀学生干部
李麟华 四川省富顺县城关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2 优秀学生干部
伍雪娇 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一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3 三好学生
伍雪娇 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一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3 优秀学生干部
骆志茜 四川省峨边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策划2102 优秀学生干部
肖杨 四川省达州经济贸易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2002 优秀学生干部
陈飞龙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101 优秀学生干部
李明江 四川省达川区石桥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设计2102 三好学生
陈冬旭 四川省达川第四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001 三好学生
陈冬旭 四川省达川第四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001 优秀学生干部
罗丽 四川省达川第二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三好学生
吴靖 四川省达川第二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001 三好学生
唐海钊 四川省达川第二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1 优秀学生干部
覃威华 四川省达川第二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市场营销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吴靖 四川省达川第二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001 优秀学生干部
贺启悦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002 优秀学生干部
李夏娟 四川省成都市洛带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2 三好学生
王稀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1 三好学生
王稀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1 优秀学生干部
董星宜 四川省苍溪实验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10 学院奖学金
李洋 四川省安岳县周礼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3 优秀学生干部
付豪华 四川省安岳县周礼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5 优秀学生干部
蔡福金 四川省安岳县石羊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3D数字交互制作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刘帅 四川省安岳县龙台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6 优秀学生干部
陈代银 四川省安岳县龙台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2 优秀学生干部
吴昊 四川省安岳县龙台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1 优秀学生干部
王嘉欣 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5 优秀学生干部
王艳 四川大学附设华西卫生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3 优秀学生干部
任虹颖 四川城市技师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设计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张逸飞 绍兴市柯桥区豫才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5 优秀学生干部
吴屹波 绍兴市柯桥区鉴湖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电子商务2102 三好学生
康子静 山西省大众传媒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3 优秀学生干部
瞿铭蔓 三河市光大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策划2102 三好学生
杨浩 荣县玉章高级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家居设计与制造2101 学院奖学金



杨思伟 荣县玉章高级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2 优秀学生干部
吴兰 荣县玉章高级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7 优秀学生干部
李贤毅 仁寿新科高级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1 三好学生
李明月 渠县第二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2103 三好学生
夏菊艳 渠县第二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3 三好学生
李敏 邛崃市平乐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002 三好学生
李敏 邛崃市平乐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002 优秀学生干部
杨阳 邛崃市第二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伊美美容2103 优秀学生干部
黎耀阳 邛崃二中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3 优秀学生干部
连正 齐河县实验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105 学院奖学金
连正 齐河县实验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105 优秀学生干部
王薪杰 平陆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4 优秀学生干部
徐曦晨 平昌县通用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三好学生
侯明甫 平昌县通用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1 优秀学生干部
苟小瑜 平昌博雅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2 三好学生
任雪莲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5 三好学生
王永琴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1 三好学生
毛攀 攀枝花市高级技工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4 优秀学生干部
杜宇杰 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1 三好学生
刘菲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4 三好学生
邱蕊 攀枝花市大河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004 三好学生
余凤珍 攀枝花商贸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2 优秀学生干部
张敏 宁南县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2 学院奖学金
周郭琴 内江市市中区求是职业技术学校艺术与设计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2101 博艺奖学金
王丽 内江市市中区求是职业技术学校管理与数字经济学财务管理2001 优秀学生干部
周成龙 内江市机电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2 优秀学生干部
陶瑞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太平门校区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设计2001 学院奖学金
陶瑞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太平门校区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设计2001 笃学奖学金
何民云 南充市第十一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3 三好学生
谢明林 沐川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2101 优秀学生干部
田朝冰 庙坝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7 三好学生
吴晓娇 冕宁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中文2103 优秀学生干部
李锶桤 绵阳市秀水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5 学院奖学金
魏宽 绵阳市安州区高级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表演艺术2001 优秀学生干部
宁文杰 眉山卫生职业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002 优秀学生干部
仁青旺姆玛曲县藏族寄宿制高级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财务管理2001 学院奖学金
刘嘉欣 略阳县天津高级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3 三好学生
叶春梅 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2 三好学生
徐玉蕊 涟水县第一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设计2001 尚美奖学金
罗韵诗 耒阳市振兴学校 人文与教育学院 中文2103 三好学生
李佳倩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002 三好学生
唐雨婕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2 优秀学生干部
李旭旭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啥玛罗支乐山市计算机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2 优秀学生干部
徐榛忆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002 三好学生
张靓丽 凯里市三中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5 三好学生
胡雪丽 开江县讲治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3 三好学生
胡雪丽 开江县讲治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3 优秀学生干部
李文慧 久治县多杰旦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002 优秀学生干部
邵怡然 景县龙翔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媒体创意与策划2001 尚美奖学金
邵怡然 景县龙翔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媒体创意与策划2001 三好学生
邵怡然 景县龙翔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媒体创意与策划2001 优秀学生干部
李晓慧 即墨市第四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101 优秀学生干部
王祎 湟中多巴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002 三好学生



谷紫琪 湟中多巴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运动训练2002 优秀学生干部
何亭萱 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1 三好学生
李曾艳 华容县怀乡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汉语2001 学院奖学金
李东洋 鹤岗市第二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8 优秀学生干部
武文豪 贺州市平桂区平桂高级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2002 学院奖学金
武文豪 贺州市平桂区平桂高级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2002 优秀学生干部
马方圆 汉台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4 学院奖学金
马方圆 汉台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4 三好学生
何英 汉台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6 优秀学生干部
胡霞 海盐高级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3 三好学生
胡霞 海盐高级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3 优秀学生干部
邹宇桐 哈尔滨德强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2 优秀学生干部
吴丹妮 果洛州民族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001 三好学生
吴丹妮 果洛州民族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001 优秀学生干部
王彦瑾 广饶县职业中专 人文与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2001 优秀学生干部
匡科鑫 广安外国语实验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2 优秀学生干部
王莹 广安思源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101 三好学生
王月华 广安思源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4 三好学生
王莹 广安思源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商企业管理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周婷婷 广安市职业高中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2 优秀学生干部
喻松莉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5 三好学生
古晓兰 富顺第一中学校 人文与教育学院 商务英语2101 优秀学生干部
钟佳彤 富顺第一中学校 人文与教育学院 中文2102 优秀学生干部
王锂 富顺第一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7 优秀学生干部
文疆楠 富顺第二中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3 学院奖学金
文疆楠 富顺第二中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3 三好学生
文疆楠 富顺第二中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3 优秀学生干部
郑苑 富顺第二中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建设工程管理2103 优秀学生干部
于秋阳 扶余市第一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103 优秀学生干部
刘清莲 扶余市第二实验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104 优秀学生干部
李巧萍 奉节县永安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002 优秀学生干部
李祉昱 丰县修远双语学校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1 优秀学生干部
杨冰艳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6 三好学生
杨雪艳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6 三好学生
杨冰艳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6 优秀学生干部
张文静 洞头区第一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3 优秀学生干部
王欣哲 东阿实验高中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2 优秀学生干部
邓亚萍 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4 优秀学生干部
谷莎莎 大竹县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2 三好学生
谷莎莎 大竹县职业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2 优秀学生干部
周婧 大竹县石河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市场营销2101 优秀学生干部
潘棋淇 大竹县石河中学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3 优秀学生干部
王宁 大庆市第三十九中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1 优秀学生干部
王宁 大庆市第三十九中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周文静 达州铁路中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6 三好学生
刘燕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体育与旅游学院 健身指导与管理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周铉 达州升华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3 优秀学生干部
蔡雨宏 达州全星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网络广告设计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张小庆 达州凤凰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网络广告设计2101 三好学生
张玲丽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3 学院奖学金
张玲丽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3 三好学生
张玲丽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游戏动漫制作技术2103 优秀学生干部
马蕊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表演艺术2101 三好学生
曾艳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2106 三好学生



廖倩倩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4 优秀学生干部
马蕊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表演艺术2101 优秀学生干部
刘清清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107 优秀学生干部
刘东阳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2 优秀学生干部
葛存博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工程造价2103 优秀学生干部
黄诗杰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002 三好学生
陈欣悦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医学美容技术2104 优秀学生干部
樊思忆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人文与教育学院 中文2103 优秀学生干部
张红霞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2 优秀学生干部
黄诗杰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002 优秀学生干部
邹凤瑶 成都华夏旅游商务学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2101 三好学生
彭伟明 成都华商理工职业学校 人文与教育学院 应用日语2101 三好学生
孙诗蕊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1 三好学生
蒋梦蝶 苍南县巨人中学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财务管理2001 三好学生
陆泉桦 北辰职业技术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建设工程管理2001 三好学生
赵子心 保定市物探中心学校第六分校 艺术与设计学院 影视制作2102 三好学生
宋默儒 白山市第十四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汉语2001 优秀学生干部
王玲 巴中市恩阳区茶坝中学 人文与教育学院 中文2103 优秀学生干部
彭鑫玲 巴中市巴州区奇章中学校 医药健康学院 护理2102 三好学生
古力尼尕·阿阿克苏地区一中 体育与旅游学院 空中乘务2001 三好学生
旦波姐 阿坝县藏文中学校 管理与数字经济学会计2003 三好学生
尼穷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文中学校管理与数字经济学财务管理2001 三好学生
闫心蕊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5 三好学生
张逸飞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5 三好学生
蒲月 体育与旅游学院 健身指导与管理2001 优秀学生干部
刘武跃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2 优秀学生干部
李俊伟 体育与旅游学院 社会体育2003 优秀学生干部
闫心蕊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2005 优秀学生干部
罗萧 体育与旅游学院 健身指导与管理2101 三好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