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系 

03级 0301 

0301班 60人 

翟箐如、李志刚、张  杰、由德斌、陈海军、张  杰、张秀秀、

郑  媛、宋肖静、张晋林、王亚妮、张园园、乔  科、王秀娟、

王  帅、张丽芳、李红贵、樊  彦、曹晓霞、刘  禹、吕金枝、

张  晶、杨秀平、贺  蕾、申晓晨、李卫丽、闫  倩、陆  霞、

安旭亮、李博琪、张  辉、李  鹏、李  伟、昝  鑫、李奋飞、

靳  彤、潘  敏、李  娇、赵翠翠、崔  杰、李  东、刘  斌、

贾嵘嵘、杨文耀、解亚珍、郭彦飞、贾娟娟、王  星、梁  静、

杜  红、何艳菊、董琴琴、王  珊、侯丽芳、杨  辉、李志刚、

任  武、许一鸣、张鹏飞、高海军 

 

08级生物科学 0801 

0801班 38人 

王  鹏、连慧达、帖海龙、王珠清、王宇飞、黄德峰、王  硕、

刘  芳、李彦青、史文琪、刘  甜、张  珍、刘婷婷、乔晓梅、

王晓玮、邢凤翔、孙  丽、常  洁、任丽娴、鲍燕峰、胡珊珊、

张  玲、翟于静、吴  娜、刘晋秀、胡耀丹、高  燕、郭丽宏、

刘  婕、王  婷、王  慧、李孟琼、牛晓倩 、李婷婷、刘玉璇、

禹利芳、郭晓红、李晓兰、高彦文、周宝娟、裴锦玉、贾晓黎、 

杨  瑞、赵  晶、张  红 



 

0802班 42人 

孙世涛、高建强、赵  磊、陈鹏翔、孟鹏鹏、师二燕、毋  洁、

芦瑜兰、牛志丹、张慧慧、赵慧玲、罗海婧、曹  静、焦洁婷、

仝  月、乔丽燕、王晓敏、薛倩妮、武宇佼、李瑜婷、周宏凤、

范丽娟、范  晓、林丽丽、李珍珍、孙  琼、苗  卉、袁  祯、

李  康、苏新芳、武  悦、范小娟、段晓梅、刘  慧、马  茵、

宋颍墨、李秀兰、魏秀娟、段晓莉、冯周威、赵  丽、高  婧 

 

09级生物科学 0901、0902 

0901班 55人 

王国峰、闫晶晶、王世杰、杨丙青 、郭继斌、郝董林、韩  智、

王永鹏、王丽敏、高  静、孟晶晶、杨瑞颖、冯英慧、薛佩佩、

刘  云、张  敏、郑亚宇、刘丽青、张文静、刘  婷、周文平、

王艳新、聂剑锐、曹  娟、许皓棋、郭婧姝、郑瑞琴、代亚如、

刘艳玲、曹春萌、奥  娜、樊春燕、李  静、史玲玲、康艳玲、

黄  鹂、马东京、李万娟、刘晓璐、宋天姣、刘佳雨、宋星星、

明媛媛、曹斐斐、王  晶、李慧霞、韩艳琴、冯  璇、乔  娇、

姚雪芹、赵  艳、高文芸、纪红雪、张  璐、张紫娟 

0902班 54人 

王  力、倪瑞军、赵云鹏、陈凯男、焦  晶、李  威、李德平、

高雁琳、宋亚茹、谭  静、刘俊霞、曾  蕾、卫欣华、王  萌、



武海涛、王冬冬、吴  颖、李建菲、高  媛、侯俊秀、郝  扬、

王文琳、魏雅丽、李嘉颖、王姗姗、葛  静、何  莉、王  丹、

李  阳、王亚玲、李晓春、李箫芹、张晓舟、张  妍、裴  婕、

常  琳、秦娇娇、窦  晓、刘飞锋、王加丽、王勤瑶、于  姗、

李  萌、张泽青、刘晓琛、孙亚枝、田慧霞、王  涛、申  伟、

曹艳玲、赵一安、赵文欣、高  宁、樊龙梅 

09级生物技术 0901 

0901班 37人 

史亚新、李彦宇、辛泽鑫、张  宁、郝跃武、王昭清、谢亚兰、 

李叶婧、宋建英、赵秋萍、刘  欢、马振华、朱云霞、安林瑜、 

段宇露、杨  烨、路秀秀、崔欢欢、杨慧仙、曾健辉、史晓荣、

何秀红、安  琦、曹雪梅、刘彬茜、冯  芬、韩建梅、杨  慧、 

张海萍、王丽君、刘晓亭、刘凯利、刘  彦、谢佳晓、白玉冰、 

米李花、吉鹏宇 

 

10级生物科学 1001、1002、1003 

1001班 45人，辅导员：秦爱萍 

张  启、韩源源、侯  绰、王  杰、虞  波、贺  剑、贾瑞新、

陈彦云、问彩芳、柳  丽、徐  梅、申  菲、杨月梅、孙小燕、

许卓婧、张亚辉、侯  涛、武国英、王  朝、丁  玉、郭晓宇、

杨世芳、贺一娇、赵丽娟、刘凤祥、闫冬婷、雷  丽、徐  敏、 



段亚兰、刘睿英、陈  鑫、吴  燕、王雪雍、宋  佳、马文婷、

赵  丽、马  丽、梁慧娟、杨景茵、杨  茜、张丽华、梁金凤、

李思思、李树芳、贾晓荣 

1002班 44人，辅导员：秦爱萍 

房晓星、赵马飞、任  振、李世翔、杨培平、张海威、刘  艳、

胡杜娟、原文霞、苏  娟、韩晓霞、李  可、高如霞、常凯丽、

张晓丽、赵志芳、刘  林、李  艳、吕  琪、王玉珏、王丽林、

高  艳、郑  吉、张  慧、常丽丽、王  燕、高晓宇、白诗敏、

刘晋芳、郭瑜桉、申晨凡、路艳芳、董倩楠、黄美香、孔超越、

张晓慧、赵雅玫、闫  莹、何  娟、王亚萍、陶慧慧、兰凯鲜、

贾  敏、王  姣 

1003班 45人，辅导员：赵德 

张文海、刘思潮、卢  杰、冯永实、崔俊波、刘瑞欢、骞蕾阳、

麻晓瑜、郭彩利、刘文博、段婷婷、贾星月、姜晓燕、李霞霞、

贾秀琪、刘宏涛、邵佳宏、赵  鑫、张紫薇、周艳娜、刘丽琴、

郭玲玲、郭  慧、李婉容、张妮妮、王慧婷、李  娜、任荣丽、

范  玲、崔智慧、杨志敏、许  敏、乔娟娟、李  玥、王晓敏、

刘美娟、陈  红、王金云、樊凌志、渠靖明、孙  娟、于春雨、

王  燕、刘红利、王  鑫 

10级生物技术 1001 

1001班 44人，辅导员：赵德 



孟小丽、张文涛、张  超、梁佳林、荣  光、孔竞超、支  源、

刘  俊、张  沛、王  超、沈宗亮、谢永凯、梁正园、刘  春、

郭  雪、刘  靖、白娟娈、房晓娟、王美玲、雷志蓉、田小燕、

何  佼、靳春梅、张  冉、李  杨、李俊慧、韩  娇、刘  婷、

刘瑞青、杨丽平、付晓峰、李  婧、姚娅婷、郭雪芳、杨柳青、

刘  丽、尹红梅、贺艳春、李  莎、武晋羽、冯青丽、张  琳、

张露露、郭晓阳、程  薇、韩江媛、张新美、袁晓红、程莎莎、

李  琳、王韵茜 

 

11级生物科学 1101 

1101班 48人，辅导员：陆霞 

徐志尧、乔  建、王  杰、李磊磊、申圣圣、高  航、杨再琦、 

杨  琪、关晓阳、张少帅、赵大街、赵卫卫、刘俊茹、崔雅楠、 

樊梦宇、张  丽、弓艳红、马雪雨、李  升、张志花、蔡针华、 

燕亚媛、孙青春、张慧洁、郭沁红、牛  娟、赵  娟、王  欣、 

边  云、王媛媛、刘亭亭、刘  娟、李兰芳、孙  静、马久蓉、 

李  熙、戎福仁、张瑞红、刘凯莉、于建敏、曹  璐、赵亚峰、

李  杨、冯变变、李大娟、韦  妍、张飞阳、霍  敏、 

1102班 47人，辅导员：陆霞 

刑向阳、王俊杰、郗伟华、常  晓、郭旭峣、赵  东、申梦媛、

冯晓佳、余  洁、牛  娇、王晓瑜、刘亚飞、王  琪、郑  超、

白文霞、孙静霖、左岳令、段晓宇、高秀丹、王方鸣、刘  婧、



高子婷、焦思棋、智伏英、吴  伟、郝晓慧、白晓娟、亢  晶、

李亚帅、李卓昱、顾向君、王培培、 

席雅媛、翟雅琴、刘  霞、赫秀华、张  玲、刘晓芳、乔  琰、

刘小倩、殷  娜、程  娜、郭文杰、史晓菲、马晓波、郭晓琴、 

董娇姣 

 

11级生物技术 1101 

1101班 34人，辅导员：陆霞 

冯垚勇、程海峰、尉志敏、武哲恒、杨江涛、程  慧、宋英纯、

杨  慧、张艳君、高伟华、刘  瑜、侯媛媛、李  娟、杨晓青、 

刘丽萍、王小燕、孟  菁、宋  荣、仝文玲、刘晓锐、胡媛媛、

丁春霞、郭晓萌、孙雅琪、李丹丹、安昭琦、李  鑫、夏福清、 

高  昕、郭乐乐、赵晓荣、白  杨、任佳宇、田娜娜 

 

12级生物科学 1202 

1201班 52人，辅导员：权仙菊 

赵佳乐、贺泽帅、李  超、卫云丰、郑  越、樊帅群、董  璐、

丰卫星、韩燕燕、姚艳蓉、王小平、刘荣霞、赵  锐、邵灵玉、

李  娜、孟宏宇、李振宙、杜海燕、刘新春、孙煜炜、宫  铃、

屈琳俐、徐玲丽、王慧中、武艳红、马宇燕、孙  文、曹晓玉、

韩振华、孙媛媛、李丽芳、贺  笑、张  夏、赵海霞、赵  倩、

田婧芸、陆子芳、华艳宏、高芳芳、杨金凤、李彦蓉、冯长青、



王芳芳、郭晋宏、薛  晋、武雅彦、李  路、周佳芬、陈云霄、

王志晶、王  雁、宗珍珍 

1202班 51人，辅导员：权仙菊 

冯云云、胡慧阳、原震宇、刘康康、白亚彬、马  宁、王艳玲、

成丽颖、王  鑫、宋  娟、张学静、辛  帅、郭文丽、冀亚男、

武鹏玲、王超然、郝晓慧、贾晟菊、高小音、刘家敏、陈金镜、

王永慧、王明晓、孙祎蔚、卫东风、刘小丽、范璐云、郑  捷、

吴婷婷、郝建美、宋姗姗、袁晓莺、高燕燕、何利娟、李芝芳、

李奇奇、刘慧芝、王  燕、赵丹晨、兰树雨、李  蓉、王昭云、

朱兴菲、王婉瑕、张  伟、张  莹、延倩楠、李逸峰、杨春婷、

王文珍、梁  晶 

1203班 53人，辅导员：李吉明 

王俊杰、谢  敏、赵培翔、张翔宇、李  辉、王晓娟、张丹丹、

王  峰、高志清、胡  敏、张艳霞、侯雅丽、赵  慧、段  凝、

王  艳、白  娟、赵  倩、白珍珍、赵宇颖、赵雅婷、曹文佳、

程鹏丽、赵  妮、樊姣姣、周慧敏、武淑鹏、史  丽、李  婷、

杨  渌、张瑶尧、董  威、邓  琼、郭佳佳、庞文婷、寇永芹、

柴利芳、安雅婷、袁雅心、马月鑫、王彦霞、李  欣、杨瑞芳、

马晓燕、郑静楠、郭亚男、庞鹏湘、许  娜、柳  雪、王  妍、

王亚丽、闫桂珍、连甜甜、张宇君 

12级生物技术 1201 

1201班 33人，辅导员：李吉明 



幸  超、江  浩、樊  宇、魏云飞、安  琦、安琦琦、吴  燕、

史雁飞、程雪芹、郝  婧、郤文飞、闫凤翔、高妙妙、王林叶、

樊滋贤、崔晓敏、闫晓鹃、周雁云、贺佳星、闫  夏、陈茜茜、

梁晓慧、王  霞、吉冰璇、张  珊、杨  楠、郭艳霞、郭  瑾、

康慧芳、杨兰芝、高  洁、张文亚、刘文瑜 

 

13级生物科学 1301 

1301班 46人，辅导员：赵德 

刘春安、赵睿波、刘  帅、徐  耀、孟振华、靳  瑜、许亚楠、

赵佳佳、崔可佳、李佳颖、王倩倩、薛  婧、张文秀、李娜娜、

张国贤、陈  婷、陈会娟、高  冉、王小飞、程福珍、菅  瑞、

廉  敏、代丽华、李  丽、李晓芳、宋景舒、王璐瑗、张宇涛、

李  倩、郭丽琼、马  搏、高  晶、梁梦玲、秦凯钰、李雅靖、

王  涛、段文芳、宗丽英、张树峰、张  景、王晓宇、周  鑫、

张琛宇、马  瑾、次瑞敏、马慧芬 

1302班 32人，辅导员：赵德 

高俊燕、李星罡、桑媛媛、李晓婷、郭耘彷、李  乐、卢晓敏、 

李  明、马  蓉、郭正芳、刘浩然、韩  伟、张彩云、李  璟、

徐美玲、徐佩华、杨慧思、翟佳丽、刘晓琦、林  娟、杨丽娜、

王  宣、白晨阳、郝剑霞、李  慧、王仙婵、王黛君、刘  荣、

张  媛、杨  甜、侯慧敏、雒旭艳 

1303班 47人，辅导员：赵德 



张  瑞、冯  亮、张  涛、朱广涛、付文强、李  丹、丁  瑞、

高雁峰、王思宇、李蕴慧、郭  榕、牛  娇、李  叶、刘奕彤、

武佳慧、高宇宇、郝俊玫、高小丽、刘林咪、韩  宁、孙丽娟、

刘  倩、贾亚林、王瑞瑞、景晓雅、侯  婧、李智琪、王萌萌、

高芳芳、马亚君、黑万欣、樊文丽、张怡伟、樊  娟、张子仙、

刘若楠、葛  波、高  媛、董馥慧、索海英、曹继敏、陈  楠、

乔丽娟、郭茹茹、郑丽娟、康晓雯、李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