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系 

03级 美术学（国画）  辅导员：赵廷才     2人 

田杰、原爱朋、 

03级 美术学（设计）  辅导员：赵廷才     17人 

田雪、常佳睿、陈菲、王茹、王秀珍、张丽丹、郭建鑫、张玉祥、

高慧斌、王旭东、张龙泉、崔伟、陈姣青、李雪萍、贾丽、李娇、

王喆、 

03级 美术学（国画）  辅导员：赵廷才     8人 

刘虎、杨晓燕、谢静、杜玉芬、李敏、王佳、杨曲艺、张汉民 

04级 美术学（国画）  辅导员：赵廷才     10人 

范莉莉、张晶晶、张芬、王鑫、张红瑞、李殊嵘、师丽君、顾鹏

鹏、朱崔彬、邹渊、 

04级 美术学（设计）  辅导员：赵廷才     17人 

高敏、任魁、杨文婷、陈超、张琳、化梅、蔡超、李龙、任彦、

何丽惠、高靓歆、朱伟、师鸿飞、兰泽晶、陈敏、崔田微、李锦

亭、 

04级 美术学（油画）  辅导员：赵廷才     10人 

缑晶晶、曹玲玲、史阳、张科亲、赵蓉、薛俊勇、亢博渊、赵玉

杰、杨燕、李鑫  

05级 美术学（工艺）  辅导员：赵廷才     32人 

霍翔、王超、连晓晓、成霖、李晶晶、高嬿雯、刘佳、王莉、岳

丽娜、闫婧、付娟、张瑾、杨阳、陈昕蔓 、张嫱、魏斌、贾海



峰、刘渊、孙睿、邓丽娟、任世恩、魏丞、秦亚迪、崔晓鹏、闫

丽丽、王锐娟、杜鹃、郭建宁、王予、王斌、郭政良、王政杰、 

05级 美术学（国画）  辅导员：赵廷才     19人 

马志娟、刘彬、牛丽平、韩斌、靳彦文、杨晓玉、李琳、贾楠、

吴宇、赵夏驰、冯瑞瑞、李琳茹、李晶、王翔、赵霞、刘文丽、

陈晨、张茜娜、桑琴、 

05级 美术学（油画）  辅导员：赵廷才     19人 

李东芹、支晓戈、曹翊华、王学玫、杜敏、柴鹏娟、景鹏云、张

旭、薛晓婷、樊美姣、刘志丹、师慧、刘燕虹、秦静、黄凯婧、

林虹、宁晓琴、石锐锋、杜维  

06级 美术学（国画） 

0601班  37人、辅导员：张二东        

赵旭、孙荣泽、陈 飞、刘文静、董燕、张蓉、侯婷婷、韩园慧、

王岚菲、贺阳、王振华、郝晓燕、许舸、吴苏敏、王高飞、刘文

博、张合新、马君、安海瑾、冯艳红、韩凌燕、暴璐、席倩、针

惠娟、李夏青、栗升鹏、茹楠、杨俊琴、刘晓娟、张潇翔、王海

鹰、任笑天、冯玉茹、张文静、梁振华、马蕾蕾、张海龙、 

06级 美术学（设计）  

0601班  70人、辅导员：张二东 

周雅云、陈静、周书璇、张文娟、刘炜樱、张铃钰、王黛诗、李

风、王东晓、任雁、蔡妍、张婷婷、黄妍、俞琳娜、樊玉婷、董

玉、杜静、李阳、闫娜、冯媛媛、王晓蕊、张雅舒、张晓恺、高



洁、梁静、邸明丽、王志颖、朱瑞佳、张卫涛、杨帆、杨琪、张

镇韬、宋晓宁、刘一平、马永珍、刘霞、李慧、王晶、梁颖、任

康莉、褚辉、郑婧、王蕊、甄丽媛、邢颖慧、赵雯霞、崔宁、侯

明阳、柴晓波、钟琳杰、范关朝、毕昇、武哲宇、徐静涛、宁伊

凡、李璐 、雷赟、刘前、侯璠、姜静、朱爱玲、王洁、李婷、

张涛、郭丽、张欣、张乐、侯雯慧、司少萍、张静、 

06级 美术学（油画）  59人  辅导员：李临凤 

李铮、颜艳玲、武晨川、杨帅、郝晶、柴晓、陈燕、孙晓绮、刘

蔚然、刘彦凝、刘丹、王佩、薛文晶、杨子媛、周青慧、周长丽、

陈燕芳、孙瑞玲、杨扬、高秀丽、段阳、李慧、李婕、张峰、张

天鑫、刘财、白灵、郝婷、党亚玲、赵燕、李君、刘东宇、白荷、

李峰、任大龙、郝晓婷、王晓磊、何宇睿、王蕊、张宏利、郭荣、

田晋、薛鹏炜、张默、李泓学、袁浩、左文博、袁军、张宝红、

闫晓焱、张志星、王际巍、刘天龙、王宁、邓光雯、崔潞霞、马

杰、赵源、郑新媛 

08级 美术学（设计）0801、0802、0803 

0801班 48人、辅导员：杨亚鹏 

刘阳、刘哲维、靳飞、曹森、李帅、范希杰、张洪峰、侯亚俊、

孟佳、杨健、王娟、王聪、刘璐、张瑜然、曹娜、程琳、陈芳、

刘亚、马梦瑶、廉阳阳、尹潇敏、李刘洋、闫宏荣、林山川、曹

广、王晨、李晓亮、田建明、李志强、王子君、陈丽媛、何晓芳、



徐鑫、史玉君、张敏、闫凌、赵宁瑞、毛菲、李雪、郭盼、王瑞

瑞、曲福丹、次聪媛、宿盛荣、李冉、李汝、师居蓉、孙丹云、 

0802班 41人、辅导员：杨亚鹏 

秦琦、杨飞、李建波、张超、刘洋帆、张慧、牛彦然、司露霞、

王欣、刘佳、王琦、樊彦麟、吕娟、张雨、王婧、杜逸玲、焦渊、

翟崇斌、张文强、刘欢、赵智、司启鉴、刘轩、杜超、李晓旭、

刘亚佳、杨莹、王文婧、彭倩、郭宇娟、庞浩、王志慧、尚晶晶、

龚玉、刘晶、郭燕茹、薄乐、赵玮、杨菲、姚依东、马莉、  

0803班 56人、辅导员：张 媛 

石嘉伟、刘斌、苏炜、宋志强、杨亚伟、刘源、李浩、李沛蓉、

段炼、韩希尧、彭博雅、焦锐、刘蛟、孙颖异、夏晓君、张欢、

李沛蓉、刘丽娜、王捷、刘瑞欣、杨梅、吉云、李岩、赵萌、李

真宇、岳梦颖、王丹、陈冬冬、贾晓晶、关东东、武慧鹏、郭峰

成、贾晟、卫彦杰、逯华奇、冯超、李鑫、景厚榕、焦龙、陈进、

闫丹、王乐、袁晶、马婕、杨蓉、韩佳、王晓玉、南倩茹、郑晓

霞、陈蕊、侯璇、郝越男、韩金花、谷荣荣、闫玮、张倩 

0804班 54人、辅导员：张 媛 

刘鑫、刘笑江、 杨飞飞、张帷策、赵星、李荣、黄韬、王明清、

张伟、宋永靖、张智琪、董倩茹、杜晓宇、樊初蕾、杨艺、刘丹、

柴盼、李娜、黄蓉、康淑婕、盖亚茹、王宇航、王玉洁、陈宁、

成昕曼、李晓青、苏芸、赵瑜茜、闫小娜、常晋扬、张涛、成超、

张罡、王永楠、杨睿、周游、葛甜田、弓弘、仇文韬、谷苗苗、



宋姣姣、司杰琼、李佳丽、康欣、李曼茹、马妮、张佩、郭艳梅、

康敏、袁于茹、王桢、赵静、袁艺祯、郭艳梅、 

08级 美术学（油画）0801、0802、 

0801班  57人、辅导员：杨亚鹏 

刘哲、曹颖、任灵燕、张凤至、刘娅楠、藏亚琦、杨鹏、宋凯、

范若鑫、袁婉茹、李晓阳、段发荣、岳丽、徐慧、王丹丹、宋美

珠、南曦、张茜、王燕、赵煜洁、王伟、赵磊、孔繁莉、张婕、

闫磊、高建、司佳琳、王梦雅、马淼、李雯、王娇、李颖、冯婷、

焦清露、李宜徽、路思雯、张伟庆、兴洲、路志强、路思雯、张

伟庆、卫兴洲、路志强、韩旭、陈琳、祁华华、刘婧、乔芳、张

嘉琪、梁潇、王梦宾、郝凌霄、韦唯、李希、赵亚龙、董颖、张

小乐、 

0802班  39人、辅导员：杨亚鹏 

范丹、赵金金、刘莉阳、弓苗、贺伟、平扬、翟寅生、贾峰、李

洁、梁瑾、刘艳阳、田敏、蔡晶、霍飞麟、闫娇、海堃、朱志超、

赵筱、宿乃麒、李志明、杨丽娜、程娇、卜亚丽、王红、刘雅、

牛艳丽、陈卓君、陈媛、沈雅超、王玥、王捷、韩晓霞、姚佳丽、

陈静、杨舒、刘英、张蕾蕾、赵敏、 

08级 美术学（国画）0801、0802、 

0801班  41人、辅导员：  

韩笑帝、潘伟、王释德、张瑞、陈继荣、宋美兰、吴雨静、杨璐、

张敏敏、陈铭、舒琼、贺海棠、霍文芳、张喆、王珏珺、张芳芳、



李燕、齐敏、刘华、贾玮、樊颐涛、杨波、张晖、刘璇、马莉、

李慧、张悦、孟波、郝苗苗、毕萍、康慧芳、郭岩岩、董胜华、

王蒙、武阳、武丹、彭宇婧、曹宏飞、石璐楠、谢欢、张宇霞、 

0802班  36人、辅导员：  

刘剑锐、王逸群、陈静、闫姝云、毛熙茜、严雯、贾婧、刘静、

安子夏、王媛、李芳冰、李雁云、郭晓筱、闫康利、霍胜娇、白

洁、王玲、朱亚慧、孙珍珍、闫文鑫、刘娟、张振芳、贾崇淼、

张冬冬、田晶、姜彩凤、王心怡、刘菲、张卫鹏、卢曹园、赵娟、

王彬、郭笑语、霍星媛、成娜、祁嘉莉、  

09级 美术学（设计）0901、0902、0903、0904 

0901班  56人、辅导员：张文贤 

李思泉、司敬波、薛  钏、程重大、张 金、刘  静、宋 鹏、赵

丹、秦璐瑶、张玮、薛国皎、许燕慧、王慧杰、范玉成、郝俊宇、

王倩倩、李敏、李晶、安佩吉、李亚红、冀恒、曹帅、南江亭、

景晓明、张璐璐、马静娜、聂晓丽、吴其聪、曹文、王琳、武惠

斌、郑鑫、张振中、李雄、赵瑞杰、郭耀辉、成琨、张薇、王华、

张璐、赵一媛、白璐、杜泽中、常笑、湛鑫、周卓敏、骆娜、赵  

雯、饶  雪、赵媛媛、刘艳荣、张文学、贾运泽、孔德闻、刘明

珠、逯 叶、 

0902班  48人、辅导员：张文贤 

梁 斌、郭东阳、张垣伟、李 超、赵嘉炜、秦笠夫、翟澜茹、白

敏杰、张敏强、白敏杰、杜  敏、田雨鑫、邰 琪、叶雪姣、郑



筱楠、闫 珺、王 瑞、王文慧、孙 婕、孙泽芳、李楠、杨扬、

翟小龙、宋  璟、闫耀贤、刘路、王蕾、张伟皓、刘森浩、王魁、

李雨亭、武宇洁、严丹、牛颖、马玥、范娜、余芸、王旭梅、刘

董阳、董娟、司雅坤、张艳、闫静、袁卓君、琚鹿鹿、李蕊、张

晓乐、李晓迪、 

0903班  48人、辅导员：张文贤 

吉祥、袭黎峰、赵莹、杨笑霞、靳丽萍、常洁雨、吴少帅、冯宇

臣、姚朋、刘旋、景鑫、李相欣、李孟洁、李梦云、郭莅阳、苏

尧尧、吴文波、雷智勇、魏恬恬、张鹏、郭健、张翼峰、柳嘉敏、

来静、车婧、刘贞、杨阿敏、王彦琼、张盼盼、张超、赵斌、赵

黎强、宋鹏科、王凯、冯凯、王腾、吴意佳、荆晶、杨丽君、余

清、张晓香、杨婷、马晶晶、李佳、张轶雯、张亚飞、柳树、秦

晋静、 

0904班  50人、辅导员：张文贤 

李林洳、陈萌、赵志霖、杨  杰、庞紫涵、赵毅敏、郝玉伟、阎

阳、兰跃龙、高亚楠、梁野秋、苗海洋、苗而秀、郭康妮、梁雁、

张文娟、杨琴、赵敏、刘璇、王晨璐、邓晶生、张洋、翟大鑫、

闫星睿、邵鹏、阮帅、彭程、薛源、王云龙、刘颖慧、段世婧、

何玲、郭倩红、党晓艳、乔莉、边珈玮、曹宁、赵锦萍、任霄、

张凯凯、徐逸男、陈鹏翔、成凯、潘哲奇、赵倩、宋佳钢、吕倩

倩、曹婧、张倩、韩莎莎、 

09级 美术学（油画）0901、0902、0903、 



0901班  44人、辅导员：程永生 

邵迁、刘涛、王鹏、苏光辉、孙博扬、郭慧君、宋珍、邢亚茹、

宋娟娟、谢鹏娟、李斐、朱玲、郭艳、张燕、孟娇、杨轩、郑文

君、刘皎、许彬、仇冠杰、张宁、唐婷婷、孙婷、芦远、雷婧、

刘帝红、韩雪、赵蕊、贾淼、田雨青、陈洋、李豫、李璁、贾茜

茜、闫蕾、杨雪垠、王圆祺、孙鲸华、赵静、郑瑶、戈宇、刘波、

李宇婷、武降蓉、 

0902班  36人、辅导员：程永生 

张彩霞、贾沛、杨鑫、庞彦羽、郭钰、张燕、王宇、张愿芳、王

锐、王丹、刘星江、任旭霞、张敏、徐瑞、薛丹、高云洁、李鑫、

姚兴华、丁清晨、季托、石莹、刘敏旻、吕耀东、寇佳、吴静、

尤慧、王云辉、杜青、张慧、冯婧、杨琼、李怀鑫、邓颖娟、王

夏琳、王胤、孙露、 

0903班  42人、辅导员：程永生 

陈佳君、石秀峰、郑茜、李萍、卫婷、崔莉莉、杨君婷、纪宇、

刘未、郝姣、王姜、王小娟、刘慧、张颖超、赵丹、郝晨、梁鑫、

李丹、赵婧、杜倩倩、宋璐璐、贾晓丽、张宇欣、张蕊、苗丽娜、

马海燕、何婧、张慧贤、赵锐斌、马泽霞、孙雅慧、金政、李志

奇、裴晓晓、李琪、张露、吴旭琴、王晓云、郭晶晶、许亚玲、

曹虹、王琳、 

09级 美术学（国画）0901、0902、0903、0904 

0901班  50人、辅导员：李临凤 



李婷、尹娜、侯少丹、闫柳、任磊、李瑜、邢帅、许晓莉、袁引

娣、唐敏、刘宇、康河山、张竞月、吕芸希、赵柳荣、李雅琪、

王苑霖、刘君、冯丽娜、李薇、白霄泽、闫鹏、李豪、宰萌萌、

张佳丽、张津、贺妮、宋乐乐、靳宇、韩璐扬、马晓莎、侯俊臣、

闫伟、刘敏、武枫盂、张泽荣、刘姝妤、贾佳、焦媛、陈卓、徐

敏、李婧、尉凯娜、李乐腊、刘婕、冀明艳、张圆、王真、赵凯、

刘旭、 

0902班  45人、辅导员：李临凤 

唐超、贺振宇、徐甜恬、李卉、蔚姣、刘慧、茹王丽、高妍、杨

娟、王宜静、林美玲、闫鹏洁、王一萍、贾冰洁、陆浩、韩翔、

庞明龙、张娟苗、王娟、王盼、李永蔚、刘钊君、胡倩倩、李明

霞、张莹、王亚茹、许苗、邢夏玮、卫佩华、王大贤、谢茜、李

婧、任临芳、吴楠、聂世凤、高潘、马婷、贾佳、苏丹、杨冲、

崔莉莎、高茜、刘颖丽、杨舒、申童曦、 

0903班  38人、辅导员：李临凤 

尹茂高、李琛、苗天顺、贾小峰、赵晓慜、原慧敏、刘雅卉、梁

鑫、袁文锦、张梦瑶、韩蕊、刘慧慧、刘妍俊、韩甜甜、马博莹、

仝艳霞、律婉、李波、吴亚玮、王晓诚、王晓云、杨毅、姚志贝、

王波、曹拯铭、王胜昭、张娣、姜薇、薄晓洁、王鑫、武艳艳、

王晓东、张铮、高玉、王晓丹、王晶、杜婧怡、靳文煌、 

10级 美术学 1001、1002、1003、1004 

1001班  45人、辅导员：张二东 



曹江浩、郑强、张煜帆、李腾、景强、卫东、逯瑞、梁凯、赵文

瑞、张芙蓉、赵美捷、郭晓辉、田陈玮、党兰兰、丁笑蕾、张晋、

魏梦婕、白雪、赵春、周娟、路璐、杨敏、张亚男、任甜、吉丹

丹、魏喆、原梦悦、张妍琪、张慧敏、张小雨、蔺玲玉、狄亚楠、

王丽君、宫韶华、莫潞月、罗晶丹、吴迪、高佩佩、朱怡燃、焦

丽娟、张慧娟、邢艳、房晓宇、李晓云、高羽、 

1002班  42人、辅导员：张二东 

刘建泽、郭军、赵懿杰、韩玉良、贺鑫龙、王智翔、徐帅、曹军、

姚君兰、任晋青、王晓伟、李静、吴佳蕊、武超、樊晋君、杜晓

莉、王璇、魏玉丹、孙丹、王丹靖、卫丽遥、李嘉滢、赵颖斐、

武温文、王舒、周娟、张建红、董雷、胡静丽、进小莹、梁当当、

王希冉、皇甫瑾、尹洁、袁敏、黄鹤、申敏、刘瑞、肖艺、史玲

玲、贾一凡、李洋、 

1003班  43人、辅导员：张二东 

刘文国、周伟、张晴、任艺博、李一军、王浩、高磊、韩雲飞、

冯永勤、温馨、武天奇、刘晶晶、仝娟、王晓霞、赵敏、何晓琴、

谷林芮、柴梦晖、侯晨阳、康艳艳、刘欢、胡燕燕、郭慧雯、刘

杨、咸宇、冯一钦、仇晓霞、由美子、赵雅楠、郭冲亚、王雯娜、

徐彩虹、张梦琦、樊昱圻、杜鹃、郭芳伟、裴亚茹、韩霞、崔淑

媛、高娟、王瑶、吉悦犁、杨帆、 

1004班  44人、辅导员：张二东 



王亮、茹帅锦、安晓鹏、冯畅、马腾、郭磊、冯志伟、张灏、王

玹烨、谢睿、郭琪、郭跃芳、李泉芮、贾莎莎、乔青萍、陈颖、

张凯然、师奕红、程晓茜、药文娟、王敬、刘晓晓、岳阳、胡蝶、

崔芙蓉、郭雅清、卢静、李雅静、刘敏、张媛、杨佩珍、付戎、

王红、陈娜、张天新、吉莉、马灿灿、陈聪、唐丽、李雪、崔瑶、

张宸顼、康峤、朱赫、 

11级 美术学 171人 

吉韦华、李宁、王大亨、郭辉、王耀强、田佳涛、郭潇潇、李聪

聪、许栋、郭晋宇、赵芸、郭璐、吴瑞雪、王冉、姣姣、吴雅丽、

卢佳莉、张玉琳、张玉帆、杨晓霞、周进、王姝丽、雷晓敏、王

培培、倪春娟、王雯、赵海秀、房欣、赵玉燕、刘爽、刘彦荣、

张钿钧、张亚、、刘楠、郑鑫、张贵飞、喻晓雨、靳超、柳晶晶、

翟羽佳、李婷、马未丰、李然、林昱润、冀晓伟、张景彦、田佳

兴、杨一力、、马宁、盖鸣、、武江涛、、石文博、、李光耀、、

狐艺洋、、赵镕、、王哲卿、杨花、康蓝婷、、杨雅文、袁园、

邵晓霞、乔虹、王肖玉、要琳、闫泳文、吴亚璇、陈莎莎、吴辉、

杨晓熙、赵倩、李艺、成桃、冯露、付译云、张彤、梁潇、闫瑞

琴、郭晓雨、张雯、王怡雯、李雪、毛丽琴、郭帆、贾琳迪、杨

宇、冯亚辉、董帝志、乔晨、王文涛、梁进超、高超、康涛、陈

国栋、赵刚、刘亚辉、吴雁彪、孙健予、王琪、彭越、贾莉莎、

冯颖、杨倩红、葛军汝、杨婧、张晓庆、陈璐、李涛、李静茹、

王燕、吴晓萌、贺爱婷、王慧兰、王莎莎、王彩云、杨洁、苗苗、



刘笑然、尹泽媛、李新茹、苏海燕、李霖洁、韩艳霞、李毅连、

王雅楠、武静、郑方融、陈南冲、耿嘉宏、史纪元、贾吉星、芦

毅、郑杼昌吕涛、张宁、姚向泽、王少杰、张震飙、李旭东、杨

帆、郭婷、周颖、赵华颖、赵梦琪、常婵娟、贾慧、贾宏瑞、张

敏、、霍晨静、尉佳佳、张丹、李羽慧、王婧、赵一林、张文玲、

詹羽、郭文超、刘倍廷、贺琛、田璐璐、梁欢欢、王璐、杜雪蓉、

孙佳玮、张新、窦婷、何亚、王浩楠、李苗、乔辉英、佀亚静 

12级 美术学  

68人 辅导员：张 宁 

俞国柱、安正洁、张哲、吴洁、田佳祺、赵慧芳、安玉、杨惠雅、

李琪、李红谕、刘玫妤、成舒娅、孙晓璟、江越、刘佳丽、邢旭

红、王晨、王华清、宋捷、李旭东、范志远、朱琛、赵夏俊、王

璐、贾茜茜、石晓丹、刘佳丽、潘雪梦、王涛、王伟、李锐、赵

亚冰、康静、牛亚楠、马洁、安桐桐、柳欣、辛志秀、赵潞潞、

陈婷洁、郝佳佳、杨洋、石栋、杨婧、高倩、郑玲艳、杜婕、师

梦迪、李彦荣、邵贻敏、张婧、杨敏、马俊、崔鼎、杨琦、崔浩、

时斌、王雅彤、仇洁、杨智媛、袁晓荣、刘紫瑜、李冰琳、白雪、

杨帆、林华、张雪、毛霞、 

13级 美术学（国画） 1301、1302、  

1301班  40人、辅导员：李临凤 

武银花、陈龙龙、曹彬、王彦凯、冯瑞 、李浩田、宋佳惠、赵

敏、杨淼香、刘岩、符瑢、荀雅琳、郭慧燕、麻思洋、解静、郭



甜、姚连艺璇、薛紫萱、常鑫、张昊、王宁、齐凤娇、李如春、

霍燕、王宇、王月、曹琦琦、白锦华、刘敏、卫丽帆、王林芳、

王翰、任鹏旺、王宁、乔毅、赵俊惠、任虹煜、邢彩青、李雅卓、

张璐、 

1302班  39人、辅导员：李临凤 

魏鑫坤、栗川、秦伟、徐屹晨、谷晓艺、刘晓悦、张然、张淑婧、

高乐、宋林锟、白鹿 、焦乐 、徐世炜、徐婕、李杰、刘慧、韩

超、赵栩、岳娇娇、党惠 、齐智睿、李佳琦 、李晓苗 、庞吉

良、问渊、刘佳惠、郭明浩、李颖虹、张欢、李馨、王晶、宋婷

婷、曹艳君、贺春、张子欣、李廷玉、张娇、冯炜炜、郭妍、 

13级 美术学（设计） 1301、  

1301班  28人、辅导员：李临凤 

刘超、姚泽君、张烨超、杜振宇、杨鹏飞、陈柏霖、王敏、马文

婧、刘思宏、赵宇杰、刘静强、郭嘉琪、乔旭光、李博、蔚晨、

葛一晒、薛俊霞、李薇、高雪鑫、王馨蕊、栗王妮、王苏明、苗

锐、安鹏飞、邵婷婷、史泽光、王晨、刘源、 

13级 美术学（油画） 1301、  

1301班  34人、辅导员：李临凤 

高亮亮、谢晓祺、罗佳槟、赵  柳、李斯玥、王嘉怡、高志倩、

石秀雅、贾  璐、杨  洁、李贞贞、张云强、杨  斌、王智芝、

于晋霞、彭晓萌、李芸芸、高  媛、乔欣欣、周  嵘、胡文斌、



雷超程、李慧琴、孙  慧、王  霞、南宏宇、贾明明、史智军、

张  琴、王  君、史超群、张  艳、闫怡汝、燕可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