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媒系 

09级 

广编 0901班 34人    辅导员：邵晓忠 

刘天诒、袁  扬、王  璇、李青蔓、侯文旭、赵  婕、陕琳楠、

孙  骏、乔海玉、段骁晋、邬  婷、刘  敏、白雪瑜、马  涛、

郭亚楠、聂慧敏、陈  馨、李  静、王  乐、陈嘉蓉、赵  彦、

孙  茹、冯志雄、李  晨、曹  阳、刘一凡、周  宁、高  林、

白鹏程、张  利、安子敬、赵  昕、刘  澎、王  昊 

广编 0902班 31人    辅导员：邵晓忠 

孔  婷、赵文慧、赵志豪、牛  鑫、杨晨韵、李祎宁、马璐翔、

乔慧婷、范晓珺、张敏慧、梁  旭、李  朦、孙艳茹、王  斐、

郭莉、王  淼、杜聪俊、霍中一、黄  豆、王腾远、高  奇、王

凯、曹云霞、宋洋洋、巩  伟、何  洋、管  琦、牛海龙、贺  薇、

王  琛、石晓芳 

10级 

广编 1001班 47人,辅导员：王  佳 

晋  楠、陆雅宸、佟  岩、宋晓文、郝方方、任  倩、李仲丽、

宋  璐、田泽源、李  琼、周盼盼、郭婷婷、郭嘉琦、宋  政、

石倩蓉、李  扬、张亚芳、秦雨涛、郝梦琪、刘  璇、张  丹、

闫  洁、翟  瑾、杨丽华、任航萱、王  静、韩  丽、郭朝晟、

李  洋、王  晨、李  菁、李  达、张  越、韩尚宇、成鹏宇、

王瀛、索佳琪、冯  腾、杜翔宇、吴  宁、郭春秀、田  甜、贺



锴、王  彦、卢  凯、原  莹、王丽敏 

广编 1002班 43人,辅导员：王  佳 

王潇月、李思静、刘  雯、孙  浩、杨晓雯、张慧娟、高崇惠、

孟露露、周宏斌、张舒越、贾晓琳、刘雅丽、李梦洁、刘  京、

赵姝玮、畅颖哲、张  瑾、肖  蕊、徐  瑛、冯  利、刘  璐、

赵金健、郑  丹、郭  燕、张  茜、许  喆、张  楠、张博璨、

李查生、王  硕、贺雷鹏、成晓荣、孙  婷、吴靓微、任初轩、

王麓森、王  京、武  亮、乔泽峰、尹智敏、郭  磊、宁文韬 

广编 1003班 43人,辅导员：王  佳 

薛  晨、庞  锦、戴佳敏、贾双凤、王  乐、高嘉择、田  莉、

李  鉴、刘  璐、李昕钰、席艳秋、孔晶莹、陈  聪、杨  璐、

赵  红、康  娟、张   涛、赵曼曼、王青青、刘泽红、刘  勇、

翟  乐、焦中婧、闫曹锐、侯丽娇、麻文荟、杨  勃、任  旋、

成晓洁、刘亚华、冯泽忠、苏  鑫、李龙飞、陆奕晓、张原浩、

孙  杰、李玮超、聂文娟、路  豪、闫晓康、赵元臻、胡程智、

葛鹏飞 

教技 1001班 31人，辅导员：薛建红 

庞有乐、杨  琪、王  潇、张  嘉、赵晓芳、许  瑞、张星月、

孙慧君、伊润梅、王  卓、古双双、段雯钰、杨文娟、韩  婕、

武晓旭、吴  玲、周仲霞、李瑶瑶、李  杰、刘兴旺、蔚  靖、

党  飒、董丽婷、王建华、许学利、王琴正、孙  青、韩文斌、

杜星月、王建虎、李文瑞 



11级 

教技 1101班 22人，辅导员：薛建红 

冯  琛、韦  娟、胡海霞、吉慧中、贾美琪、王丽娟、伊  洁、

付蓉、冯学莲、张丽丽、张秀云、刘娜娜、张雁龙、李美娇、陕

纳青、师  芳、高海利、王佳佳、郭申欣、孙苇林、张鑫玉、刘

晓蕾 

广编 1101班 36人    辅导员：王  佳 

邢亚红、闫  霞、关  宁、梁  燚、李  晓、李保涓、王亚娟、

范渝梅、魏  欣、孙宏佳、张雅婕、李璞玉、牛志芳、赵志兰、

孙高叶、李承烨、李瑀琛、张彦文、邸琳娜、吉颖康、任  艺、

马喆、曹  跃、管培智、崔  琛、马建宁、徐凯伦、薛未达、张

凌铭、尹  行、郭子琦、王林凯、韩  鹏、陈  智、潘希仁、翟

井泉 

广编 1102班 35人    辅导员：王  佳 

崔  雯、吴  珺、黄  玥、高瑞霞、白  娟、张  涛、王伟阊、

田小宁、王东华、刘卓昊、张亚楠、余  洋、常淑云、康路晨、

缑佳鑫、贾招君、郭翀、邢晓蕾、闫文莉、刘润棋、张  婧、王

少华、吕  洋、王梓薇、胥治明、李 想、梁磊、杜兆兴、任  杰、

王冲、尹卓栋、孔曦瑶、严  翔、马博龑、牛永勇 

广编 1103班 35人，辅导员：秦国飞 

赵  煜、林  冉、田  野、马银霞、王  迪、张肖檬、郝  茜、

王欣然、史洁芸、何丹璇、张月娇、翟倩玉、李  斌、赵弘毅、



郑远飞、宋淑敏、王慧君、高嘉轰、江松岩、马晨航、李文冉、

曹志艳、张  啸、高智超、崔小鹏、李中炜、赵  雯、张  宇、

王雅茹、陈  旭、王文广、杨晶晶、石  玥、张兆桓、李  鑫 

广编 1104班 34人，辅导员：秦国飞 

崔晋军、李佳乐、赵婷婷、乔  月、冯海霞、赵亮洲、李  媛、

黄天昊、梁晓虎、骆梦璐、安范韬、张圆、孙凯贇、郭世威、李

丹、范艳丽、刘  谦、綦  晨、杨  刚、陈  阳、杨莉文、秦廷

伟、李佳玮、梁  鑫、陈  星、徐良良、和  月、贾梅洁、渠超

丞、王思远 

王敏、翟爽、杨易霏、赵倩 

12级 

教技 1201班 23人，辅导员：秦国飞 

李  宁、许  宁、李鹏媛、张丽梅、王一冰、辛志伟、樊枝玲、

曹婷婷、亢  玲、张燕燕、王  玲、王  彦、崔  莹、孙飞平、

谷晓桐、王美琴、岳丽红、王新丽、谭春花、郭娟、王茜、孟娜、

牛美迪 

广编 1201班 40人，辅导员：陈  琳 

贺  雨、王靖凯、程天一、吕佳丽、卫子琪、张  颖、张  帆、

王智琪、曹  薇、任正奇、马艳敏、卢  娜、杨俊艳、马  涛、

李玉琴、上官丽丹、周雪梦、郝佳佳、张泽华、李  洋、张少琛、

赵华鑫、杨迪一、行  彬、宋书萍、侯乃珺、郝华英、郭  政、

王晓明、席小龙、李  鹏、张  英、李卓芳、彭  雪、李立辉、



田  欣、陈  斌、王  霞、郎雯雯、牛宇鹏 

广编 1202班 42人，辅导员：陈  琳 

黄  涛、张  帆、聂瑞明、王  超、邢开羽、李彦铎、刘  兴、

张立祥、王  利、任  伟、李  杰、孙砚博、孟  潇、郭金鑫、

武琦、刘一泽、王彦琳、徐红梅、王  渊、苏  娟、孙麦双、原  

洁、张  程、朱  袁、张馨月、王萌萌、刘  璇、刘晨晨、李  慧、

赵  宇、王超娴、宁彩虹、王安琪、郝梅成、李璐璐、张倩霞、

刘耀华、吕  彤、申其艳、齐倬慧、白  鸽、韩雨佳 

广编 1203班 41人，辅导员：陈  琳 

刘  慰、梁颖君、庞俊敏、茹  越、阎志颖、杨雯雯、董亚华、

王梦雪、王  璠、陈佳艺、刘淳之、安子宇、程慧君、甄  璐、

冯晨强、郭  靓、白佳璐、段瑞欣、文  轩、王映雪、崔  靖、

曹  颖、刘  鑫、安蕴超、赵  薇、张建琴、冯  洋、张艺鑫、

亢  婧、张桢钰、王佳雯、翟永利、唐  琨、张  冲、畅  通、

田  华、林  林、乔  磊、王有印、王  旭、牛立峰 

广编 1204班 42人，辅导员：秦国飞 

秦  婕、赵高晨依、张晋萍、陈悦雯、范  荣、石美娜、董艺璇、

张晓雅、王瑞冰、甄阳慧、游泽笙、田容潞、冀鑫慧、范宇超、

宋烨杰、熊卓娜、杨文、任  凯、王文照、冯露莹、王  鑫、李

鑫鑫、赵丹妮、郭子麟、王俊杰、侯靖华、李  清、杨  牧、张

雅芬、陕  榕、米广林、白锦龙、孟俊秀、李翔、刘乐乐、邢振

奇、夏  利、翟  鹏、贾  泽、李智超、耿  亮、赵春阳 



广编 1205班 42人，辅导员：薛建红 

万力源、赵美华、杨婧娴、张  洁、成媛园、高淑芳、宋  超、

张  钰、马  琦、朱鹤远、侯雯文、万文彦、郭飞颖、李  宁、

吴京师、郭姝睿、朱佳虹、吴  瑶、李  妍、张  博、薛  伟、

荆  鑫、董  贝、刘艳丹、申  栋、王  璐、杨  颖、李牧璇、

张  婷、刘水源、任梦婷、王佳妮、杨  飞、梁  友、陈彦彤、

罗英姣、王  锐、宋文锦、毕家齐、李  莹、姚月芳、田  媛 

播音 1201班 45人，辅导员：张丽君 

李紫瑄、秦海阳、薛  宁、陈锦斐、刘  玲、史启寅、李  靖、

张宇洁、毕  钰、任素飞、郭越楠、郑琳琳、杜姝洁、薛盈辰、

贾  媛、宋丽茹、武晨浩、李  娜、李  佳、孟  琪、赵昕乐、

任思瑾、郭冠男、王兴任、武康慧、刘博敏、杨  扬、程振栋、

张靖凯、熊一鹤、高小慧、王耀星、贾  丽、刘艳飞、翟晓坤、

王  英、王卓妹、林尚靖、程盛楠、刘紫阳、郅  强、苏  峻、

许  蔷、梁锐英、李蒙鑫 

播音 1202班 45人，辅导员：张丽君 

冯轩超、郭佩稚、李  敏、陈  杨、李靖宇、苗瑞珊、王丹桂、

夏  鑫、李  想、王雪倩、王碧莹、贾舒虹、刘智超、杜倩倩、

孙梦洁、王  敏、王馨悦、曹中棋、王昊媛、龙雨芃、王禹燕、

王振宇、张曼丽、刘  晖、芦  浩、王哲媛、栗  菊、张晓璇、

邢  易、朱  彤、苗焱凯、闫  超、李春雪、韩  钰、冯  健、

陕丽娜、陈  诚、彭嘉玲、王  晨、孟一鸣、穆泽权、苏  兆、



樊卓康、徐  晨、邢  康 

13级 

广编 1301班 48人，辅导员：张丽君 

吕雅婧、郭  婷、刘珊利、郝  昕、赵晓琪、白锴锐、刘  豆、

贺  瑞、李倩赟、刘建录、余  丹、古  照、侯  沛、贾瑞芳、

高  菁、李白露、许  畅、韩雨阳、刘昕阳、芦玉琪、李凌雁、

张英英、李晋星、李燕燕、王  炜、侯  宇、侯佳雯、王  宁、

刘  婧、阴  娟、侯明玮、李  冲、冯  丹、刘  静、徐志豪、

薛  娇、王浩舟、张  磊、穆光远、王梓轩、雷帅杰、王东琦、

崔  赛、祁  彩、刘  鑫、师  兴、张壮壮、敬  泽 

广编 1302班 49人，辅导员：张丽君 

张晓敏、王曦彤、李  晴、刘驰正、郝晓雅、张晋萍、赵佳彤、

李晨瑶、王斯诺、杨智玮、赵世栋、杜  凌、张  茜、肖芦娟、

王妍婷、陈立军、王  丽、李晓宇、韩  榕、李晓敏、王彤彤、

孙  桐、黄  祚、吕白俊、李路丹、雷洁如、常景明、王玺君、

郭  雅、李煜坤、郭佳屯、张  磊、杨婧怡、杨  洋、原玲燕、

马  岳、王  炜、任  奥、王亚骄、石  阳、郝雅雯、郭大川、

陈  浩、何  睿、范国栋、王  浩、朱子谅、张  亚、刘乐乐 

广编 1303班 36人，辅导员：薛建红 

任怡康、刘开放、曹洋锦、王志君、向菲菲、马  欢、陈旭丹、

孟  妮、苏  敏、牛  邈、李  婕、赵宇雁、王宏健、陶亚莉、

贺冰凯、李胜男、王  璞、赵  艺、王雯靖、陈碧原、陈美霞、



刘  浩、杨凯凌、史阳艳、王  浩、杨雅捷、张  琳、高晓洁、

黄  斗、卫  尧、刘芙玮、吕  苠、李剑飞、刘  晟、陈  茜、

谷阳帆 

广编 1304班 39人，辅导员：薛建红 

娄燕云、王笑笑、赵建茹、彭  欣、张宵节、焦丽梅、石志富、

王  沛、许旭东、张晋媛、许静娴、王浩巍、雷延晖、周子琳、

王政杰、陈  睿、郭小田、韩田伟、朱可增、申慧风、赵卓奇、

苗小英、孙  微、翟泽徽、高明远、李艾芮、刘  洋、陕  莹、

刘  娜、张  慧、杨文君、胡雨楠、朱宇翔、王思渊、高净国、

王铎臻、张  倩、郑  傲、刘一凡 

播音 1301班 52人，辅导员：张丽君 

李子恒、孔佳钰、吉  喆、郭凡琦、张宇茜、庞晓彤、王  哲、

靳  秋、王圆彤、李浩楠、申  哲、张  沛、李炳惠、苏  欧、

徐  晶、邢晓粉、吉宸德、闫晓霞、任华波、刘俊秀、马一鸣、

李  乔、王慧颖、廉博媛、刘丽婷、李学楠、刘  洋、解紫涵、

郑  琪、畅  甜、聂  恺、史超然、段海云、王  虹、车文洁、

白雪松、温子渊、张乃中、王  飞、寇世雄、刘  江、张义蒙、

赵  雷、范景清、牛  睿、张轩豪、尹天宇、薛  峰、赵  渊、

王  凯、李萌欣、孙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