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评定奖项 绩点 排名 社会工作和实践经历 曾获奖励
行为
测评

是否
贫困
生

1 17215112 李桥瑶
东南大学NITORI
国际奖学金

3.924 11/36

1.厦门精艺达翻译服务有限公司日语部实习
生；2.日语学习公众号“霓虹之声”文学作
品主播；3.日语学习公众号“日语听译学习
”作文组成员；4.盗火字幕组纪录片翻译；
5.中国国际女性影展南京巡展校园放映东南
大学站承办组织成员；6.参加“人民中国杯
翻译比赛”、“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口笔译大
赛”、“梁实秋文学奖译文比赛”；7.参加
日本留学生访问团接待活动

2015-2016学科奖学金； 2015-2016院级三
好学生；2016-2017优秀校级SRTP项目

甲 否

2 17215215 仲可可
东南大学NITORI
国际奖学金

3.823 14/36

1.2016-2017学生会新媒体副主任；2.2016-
2017新闻社新媒体副主任；3.曾任东南大学
团委创业实践部干事；4.2015-2016外国语学
院学生会新媒体干事

2016-2017单项课程奖；2016江苏暑期政府
奖学金；2017国家留学委员会政府奖学金；
2016约克大学暑期优秀学院；东南大学学生
会优秀干事

甲 否

3 17216103 刘斐然
东南大学NITORI
国际奖学金

4.244 6/36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16级年级长兼团总支部
书记；东南大学团委组织部部长；东南大学
主持人协会副会长；东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
会干事；曾参与南京总统府志愿讲解服务，
宁静馨灵志愿服务；博爱助残安养中心等志
愿服务活动

《感悟长征精神，放飞心中梦想》新生军训
征文二等奖；东南大学第九届中华赞经典诵
读竞赛校级三等奖；东南大学“谁主沉浮”
第十届主持人大赛“十佳主持人”；东南大
学2016年度“五四表彰”中荣获“优秀团干
部”：“青春的爱”第三届心理健康知识竞
赛二等奖；东南大学第四届“向经典致敬”
诵读竞赛校级二等奖；东南大学暑期社会实
践“最可爱的人亦需关爱”校级二等奖及优
秀个人；东南大学优秀团员干部；江苏省青
年演说家二等奖

优 否

4 17216109 姜卓依
东南大学NITORI
国际奖学金

4.442 3/36

曾任东南大学校学生会宣传部干事东南大学
现任外国语学院学生会外联部副部长；班级
团支书；参与了回访母校以及招生志愿者的
工作

外国语学院学生会优秀干事；东南大学优秀
团干；2016-2017两门单向学科奖；外国语
学院社会工作单项奖

优 否

5 17115114 宋纯逸
中南助学圆梦奖
学金 二等

3.855 13/63

1.外国语学院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2.外国
语学院学生会副主席；3.参加小学课堂、地
铁站、全球未来发展峰会vip嘉宾、总统府讲
解、模拟联合国等活动的志愿服务

单项课程奖学金；志愿者服务优秀奖 甲 否



6 17116302 汤雨婷
中南助学圆梦奖
学金 二等

4.147 3/63 16-17班长，爱心社志愿活动
优秀团员、三好学生、结构竞赛三等奖、外
院社会工作优秀奖、院学生会优秀干事、爱
心社优秀干事

优 否

7 17116105 刘池恬
中南助学圆梦奖
学金 三等

4.078 9/63

东南大学学生会学习实践服务部干事；“以
爱之名”爱心社秘书处副部长；2017“苏宁
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随队翻译；南京
长江路小学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市西里士门小
学交流语言服务志愿者；“南京南”志愿
者；江宁特教志愿者；婷婷幼儿园志愿者；
模拟联合国志愿者；支教协会会员；东南大
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员

东南大学课程奖；东南大学阅读竞赛三等奖 优 否

8 17116201 卞舒婷
东南大学教育基
金会奖学金

4.089 8/63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会外联部部长；东
南大学以爱之名爱心社宣传部副部长；长江
路小学翻译支援者；参加跨年演出

东南大学百战书虫知识知识竞赛优秀奖；
2016-2017两门单项课程奖；文艺活动优秀
单项奖；南京市艺术展演一等奖、江苏省艺
术展演一等奖；东南大学华彩绽放英语话剧
比赛一等奖

优 否

9 17116314 王雪琪
东南大学教育基
金会奖学金

4.127 6/63
辩论队领队、院学生会生活部部长、省大学
生艺术展志愿者、tpis汉语志愿者

2门课程奖、社会工作优秀奖、校创新体验
竞赛优秀奖、中华赞优秀奖、China Speaks
国际英语大赛大学组中国区优秀奖

优 否

10 17115209 李芝霆王崎奖助学金 3.84 15/63

1.南京圆梦公益团队志愿者；2.上海骆氏集
团国际商务部实习生；3.担任班级学习委
员；4.担任外国语学院以爱之名爱心社社长
及创行副队；5.参与地铁志愿者，敬老院拜
访等志愿活动

优秀学生干部；口语课程奖学金；志愿服务
优秀奖

甲 否

11 17216105 徐士文

南京安徽商会•同
曦集团东南大学
奖助学金 B级奖
助学金

4.209 8/36

组织参加回访母校社会志愿活动；作为招生
办A类招生志愿者协同招生办老师参加蚌二中
高招会；参加校级社会实践小组“语讱者
”，对网络直播进行深入调研，答辩成绩优
秀，被推选为优秀队员；做家教兼职；正在
计划开展关于昆曲调研的社会实践活动；东
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志愿者协会会员；组织过
多次东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新媒体工作室活动

东南大学党委宣传部优秀学生助管；东南大
学外国语学院团委优秀干事；东南大学校级
社会实践优秀个人；东南大学校级社会实践
优秀报告；国家励志奖学金

优 是



12 17116106 覃业恩
许尚龙光彩事业
贫困学生奖助学
金

3.853 16/63

东南大学学生会体育部干事；院学生会文化
部干事；班级宣传委员；外院爱心社爱心义
卖活动；江宁特教志愿者；大学生艺术展演
志愿者；社会实践活动“厦门佛教文化”；
东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会员；模拟联合国
志愿者；中央路小学支教志愿者；星星义
卖；跨年演唱会志愿者；开展“中国文化软
实力——以美版《甄嬛传》为例”研究项目

国家励志奖学金；外国语学院运动会女子四
百米第二名；外国语学院“建文建强国，双
一流新高”微贴佳作大赛二等奖

优 是

13 17116101 付艺伟
临床医学92年级1
班奖助学金

3.815 19/63
东南大学115周年校庆志愿者；巴厘岛保护海
龟国际志愿者等志愿活动；台湾地区文创产
业研究社会实践活动

2016年度江苏省首届军训之星三等奖；江苏
省外研社杯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江苏省二
十一世纪杯英语眼睛比赛二等奖，东南大学
第九届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东南大学外国
语学院学生会优秀干事；视听说单项课程
奖，东南大学外国语序志愿者服务优秀奖，
东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优秀志愿者

优 否

14 17116210 黄颖
临床医学92年级1
班奖助学金

3.705 24/63

班级心理委员；班级团支书；雁行东大学习
部部长；校报记者团文艺副刊副部长；曾任
校图书馆管理员；东南大学托福GRE考试工作
人员；兼职南京万达奇箭教育英语老师

2016江苏省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优秀
奖；东南大学“优秀团员”称号；2017暑期
社会实践优秀等级；2017暑期雁行东大暑期
宣讲活动优秀奖；“每日一创”优秀奖；励
志奖学金；东南大学校报记者团定向越野二
等奖

优 是

15 17116218 王家宁
临床医学92年级1
班奖助学金

3.977 14/63

2016-2017学年任院学生会外联部干事;2016
至今任东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干事；各类
志愿者工作经历，如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志愿者，南书房志愿者，还有部分海外志愿
者

第六届全国口译大赛华东赛区优胜奖；校级
英语口译比赛三等将；学院“志愿者服务优
秀奖”单项奖；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SRTP校级项目成绩“优秀”等级；学科
单项奖

优 否

16 17116312 周绮越
临床医学92年级1
班奖助学金

4.004 12/63

自闭症社会实践、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跑、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首演音乐会、省级SRTP项目
进行中、一已结题校级重大项目负责人、另
一校级项目组员、校合唱团成员、模联学术
部部长

外研社江苏赛区写作一等奖、校阅读竞赛三
等奖、院团委优秀干事、院社会实践优秀项
目、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江苏声乐团体冠军
、江南梦会场杰出代表、2017东南地区梅石
模联会场杰出代表、院文艺活动单项奖

优 否



17 17116318 岳珏嘉
临床医学92年级1
班奖助学金

4.073 10/63

东南大学学生会图管部干事；东南大学外国
语学院辩论队成员；唐中英爱心社学习交流
中心副主任；东南大学至善讲解团成员；南
京南站“优秀志愿者”；清水亭家教志愿者
等多个志愿活动志愿者；参加机械学院立项
的暑期社会实践《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东南大学唐仲英爱心社南京南站地铁志愿者
活动秋季和春季学期“优秀志愿者”；“东
南大学第十六届结构创新竞赛”暨“第六届
南京高校结构创新竞赛”校级一等奖；东南
大学第五届英语写作竞赛校级一等奖；“外
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挑战赛江苏赛区省
级优胜奖；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年度“
志愿服务优秀奖”

优 否

18 17217202 李婧婷

南京安徽商会•同
曦集团东南大学
贫困生助学金 C
级贫困生助学金

无 “华彩绽放”话剧比赛三等奖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