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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滢滢
中共党员，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

学院法学专业2017级学生。曾获国家奖
学金、全国大学生翻译比赛特等奖、重庆
市第九届大学生心理成长论坛三等奖、重
庆市“三好学生”等荣誉。

王利文
中共党员，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新闻学专业2017级学生。曾获国家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其视频作品、微电
影等多次获奖，拥有6项新型实用专利，
热衷公益，在《半月谈》《新华每日电讯》发
表抗疫文章。

林玫秀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

专业2018级学生。被评为重庆市“三好
学生”、重医学子年度人物，曾获国家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重庆市“大慧创
谷”创新创业大赛沙坪坝区三等奖、重庆
市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

叶巾眉
重庆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临床医

学专业2016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
在各级各类英语竞赛中获多个奖项。连
续4年获得校级“三好学生”，以夏令营总
成绩第一推免直博至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高万春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

输学院交通运输（卓越工程师班）专业
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省级期刊论文3篇，并以第
一发明人身份获得一项专著、一项国家外
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

李威
中共党员，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会计学专业2017级学生。曾获国家
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在校期间累计
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16项，其中国家级2
项，省部级6项。科研能力突出，主持省
部级大创项目一项，拥有国家专利一项，
发表学术论文3篇。

王文正
重庆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
学金，获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一
等奖，荣获“重庆市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称号，通过腾讯云开发工程师认证
(TCA)。

闫昊
中共党员，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

全与信息法学院信息安全专业2017级学
生。已推免至浙江大学直接攻读博士研
究生。曾获国家奖学金2次，获得科技创
新竞赛省部级以上奖项7项，发表EI检
索会议论文1篇。

宋孟晟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师范大学物理与

电子工程学院物理学专业2018级学生。
曾获国家奖学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物理
实验竞赛一等奖等荣誉。作为志愿者，积
极参与帮助留守老人、爱心家教等志愿服
务。

孟滇
中共党员，重庆工商大学人工智能学

院人工智能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得国
家奖学金2次，MCM/ICM数学建模美
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二等
奖等，被评为重庆市“三好学生”、市创新
能力提升先进个人。

李晓月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科技学院化学化

工学院环境工程专业2018级学生。获得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中国石油
奖学金等多项奖学金，获得美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大赛三等奖等，被评为重庆市“三
好学生”。

缪紫燕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

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17级学生。曾
获国家奖学金、市级创新能力提升先进个
人、校优秀学生干部，获全国高校商业精
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赛（英语组）一等奖
等众多奖项。

邵慧
四川外国语大学商务英语学院商务

英语专业2017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
金，获得重庆市“三好学生”、校优秀“三好
学生”等荣誉称号，获国际商业精英挑战
赛华中及西南赛区冠军。已推免至北京
大学国际法学院。

张潇鹤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广告学专业

2017级学生。曾获两次国家奖学金。参
加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所获奖项
达50余项，已获中国传媒大学网络与新
媒体双学位，已考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
专业研究生。

李建明
中共党员，重庆理工大学车辆工程学

院车辆工程专业2017级学生。曾获得国
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奖学金共计
8次。参加数学建模竞赛获得国家二等
奖、美赛国际二等奖。个人获得荣誉奖项
共计65项。

陈勇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三峡学院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以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博弈
大赛一等奖等多个奖项，获评校“三好学
生”等荣誉。

殷梓涓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三峡学院电子与

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2018级
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以第一、二作者身份成功申请专利6
项、发表学术论文2篇。获评重庆市“三
好学生”、校级创新创业先进个人等12项
荣誉称号。

陈秋宇
中共党员，重庆文理学院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2017级学
生。曾获国家奖学金2次、国家励志奖学
金1次。获第五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铜奖和市赛金奖
等多项荣誉。

李博鑫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文理学院智能制

造工程学院智能制造工程专业2019级学
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发表论文1篇、申
请发明专利3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
项，获得中国机器人大赛一等奖等，受聘
为全国3D大赛3D大使。

向鹏俊
中共党员，长江师范学院大数据与智

能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专业2017级学
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个人获得10余项荣誉称号、60余项竞赛
奖项，参与教育部科研1项，主持完成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项，取得
软件著作权2项。

葛瑞钰
中共党员，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护理学院护理专业2018级学生。连续
两年获得国家奖学金，荣获重庆市第十三
届、第十四届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
竞赛“护理技能”赛项一等奖，获校级以上
奖项22个。

郭红利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数

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2017级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2次国家
励志奖学金，参研国家级、主持校级科研
项目各1项。以第一、第二作者身份发表
学术论文6篇。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
项、新型实用专利3项。

张玮佳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

前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2018级学生。
曾获国家奖学金，积极参与各项文艺及竞
赛活动并多次获奖，获重庆市第六届大艺
展“先进个人”等称号。主持校级科研项
目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2篇。

陈启蒙
重庆警察学院网络安全与执法专业

2019级学生。曾获得国家奖学金、渝安
专项奖励金等荣誉，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省部级铜奖。

柏海龙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学院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2018级
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全国网络安全攻
防竞赛二等奖、“全国高校网络安全运维
挑战赛”西南赛区三等奖等，授权1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许开明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学院软件技术专业2018级学生。
曾获国家奖学金、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重
庆一等奖，通过华为GaussDB初级工程
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级考试，荣获重庆
市“三好学生”等称号。

夏俊杰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电181班

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获大学生自动化系统应用竞赛一等
奖、世界机器人大赛机器人工业设计大赛
三等奖、“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三等奖等奖项。

向思洁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2018级连锁

经营管理专业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CCFA恒欣奖学金（一等
奖）、第六届“中国零售新星大赛”全国一
等奖、第六届“中国零售新星大赛”西部赛
区一等奖等。

刘云锋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2018级学生。曾
获国家奖学金，曾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三
等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市一
等奖、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重庆赛区铜奖等奖项。

周惜骞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建设管理与

房地产系工程造价专业2018级学生。曾
获国家奖学金，全国高等院校BIM应用
技能大赛三个专项第一名，重庆市第四届
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竞赛三等奖等
10余项荣誉。

武欣欣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汽

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2018级学生。获
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机器人
系统集成”项目三等奖、重庆市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一等奖等。

阮钟鸿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

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2018级学生。曾
获国家奖学金。多次参加国家级、市级职
业技能竞赛，获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
能大赛模具工项目决赛二等奖等。

任巧玉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城市职业学院旅

游管理系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2018级
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被评为重庆市优秀毕业生。获得重庆
市“巴渝工匠”杯茶艺技能竞赛二等奖等
奖项。

舒豪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环

境与质量检测学院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重庆市
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个人等多个荣誉称号，现已参
军入伍。

林丽
中共党员，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

医学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被评为校级优秀学
生干部、“三好学生”标兵等。志愿参加抗
疫工作，积极为居民服务。

王炼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电力工程学院继电保护与自动化
技术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
金、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国赛银奖等。疫情防控期间
成为志愿者，书写青春与担当。

唐倩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经

济贸易学院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2018级
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获第五
届OCALE全国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
大赛团体以及个人三等奖。

田蜜
中共预备党员，就读于重庆商务职业

学院出版传媒系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
业。曾获国家奖学金，第三届“我心中的
思政课”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展示一等
奖等国家级奖项3项，被评为重庆市“三
好学生”。

任远东
中共党员，重庆工程学院电子商务专

业2017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获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决赛铜奖、第四届
全国跨境电子商务技能竞赛一等奖，发表
学术论文6篇，拥有软件著作权2项。

吕思虹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

育一系学前教育专业2019级学生。曾获
国家奖学金，获全国职业院校“学前教育
专业教育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重庆市

“巴渝工匠杯”第十三届高等职业院校“学
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竞赛一等奖等。

黄莉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外国语与涉外旅

游系商务英语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
家奖学金，获外研社英语写作大赛全国一
等奖、重庆市特等奖，重庆市普通高校“三
好学生”。现成功升本考入重庆邮电大学
英语专业。

伍弘羽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管理学院财务管

理专业2017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
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重庆市一等
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重
庆市“创新能力提升先进个人”等多项荣
誉。

邱庆
中共党员，重庆财经学院物流工程学

院电子商务专业2017级学生。曾获国家
奖学金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高教社
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二等
奖、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现已考取西
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王羽洁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财经学院公共管

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2018级学生。
曾获国家奖学金等11项奖学金，获第六
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重庆赛区银奖、全国大学生城市管理
竞赛一等奖等17项奖项。

黄学渝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移通学院智能工

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2017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慧鱼组）全国一等奖、第三届中
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全国三等奖
等荣誉。

龚世博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电气信息学院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2018级学生。
曾获国家奖学金，获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重庆赛区）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比赛二等奖等，发表EI国际会议论文、
SCI论文各一篇。

赵川林
中共党员，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土木工

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获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赛三等
奖、大金杯技能大赛技术卓越奖等20余
项竞赛奖项。

杨佳明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

院轨道交通学院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励
志奖学金，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重庆赛区二等奖、第六届“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两项铜奖等荣誉。

严锴
重庆工程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2017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2次国家
励志奖学金，获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铜
奖、第十一届“社科奖”全国市场营销大赛
策划类单项一等奖等。

李川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

院电子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
金，获“TI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重庆赛区一等奖、重庆市第七届创新创业
大赛学院二等奖等荣誉。

曹泽鼎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电气与电子

工程学院应用电子技术专业2018级学
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获“TI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重庆
赛区二等奖、第十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等荣誉。

李浩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

院民航机务系2018级航空地面设备维修
专业。曾荣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获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重庆赛区金奖、第六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重庆赛区银奖等。

窦娅兰
中共党员，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建

筑城规学院建筑室内设计专业2018级学
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获全国大学生高教杯数学建模竞赛全国
二等奖等。牵头组织的“爱心四点半课
堂”被评为“重庆市工会爱心托管班”。

殷琴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

院学前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2018级学
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获全国高校传统文化知识竞答重庆市一
等奖、全国高校爱国·诗词大会一等奖等
荣誉。

余崧源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学院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2018级学
生。曾获国家奖学金，获重庆市第三届

“渝创渝新”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二等奖、第五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银奖等。

罗霜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交通职业学院交

通运输学院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2018
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获第二届全国交通职业院校学生综合
素质大赛二等奖、重庆市“三好学生”等荣
誉。

范钰婷
重庆市涪陵区职业教育中心学前教

育专业2018级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曾获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第十一届、十二
届技能大赛英语服务类专业赛项二等奖、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银奖等。

苏玲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

院工程经济与管理学院建筑经济管理专
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参加全国BIM技能大赛获
得团队三等奖、专项一等奖，获大学生模
拟技能比赛二等奖等荣誉。

米贤欢
中共党员，重庆电信职业学院轨道交

通学院铁道车辆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获第十二
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重
庆赛区铜奖、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环保知识
竞赛全国一等奖。

秦钰婕
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学前教育

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获
重庆市第十二届中职职业技能大赛“保育
教师综合技能”一等奖、重庆市“共抗疫
情、爱国力行”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
三等奖等荣誉。

刘双
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机械专业

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获重庆
市第十二届数控综合技术应用一等奖、全
国技能大赛数控综合技术应用二等奖等
荣誉，现考取长江师范学院。

冷铄
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电气系信号

专业青岛地铁订单班2018级学生。曾获
国家奖学金，获全国职业院校高铁信号维
修学生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巴渝工匠杯
重庆市首届交通运输行业技能竞赛城市
轨道交通信号技术(学生组)竞赛二等奖等。

王灿
重庆市九龙坡职业教育中心旅游专

业2019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获全
国第六届未来科学家论文二等奖、重庆市
第二届中职学生会干部风采大赛特等奖、
重庆市文明风采活动一等奖等。

罗佳
重庆市北碚职业教育中心学前教育

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获
全国“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演讲成果展
示活动优秀奖、重庆市“中华魂”主题教育
活动演讲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陈星
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汽车专业

部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2018级学生。曾
获国家奖学金，在重庆市第十二届中等职
业学校职业技能大赛获交通运输专业汽
车机电维修综合、定期维护、车轮定位、故
障诊断四个项目比赛一等奖。

李丹
重庆市农业学校植物科学系18级观

光旅游专业。曾获国家奖学金，在第一
届、第二届重庆市“永川秀芽”杯手工制茶
技能竞赛分别获二等奖、三等奖，在全国
职业院校手工制茶技能大赛获三等奖。

罗林
重庆市巫溪县职业教育中心会计专

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获第
三届“网中网杯”全国中职财税技能大赛
二等奖、第五届“科云杯”全国职业院校中
职组财会职业能力大赛三等奖等荣誉。

陈强
重庆市万盛职业教育中心2018级汽

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学生。曾获国家奖学
金，获重庆市第十二届中等职业学校技能
大赛交通运输专业汽车机电维修车轮定
位项目一等奖、机械拆装项目二等奖、定
期维修项目三等奖。

王仪娇
重庆工商学校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获
市级技能大赛一等奖、全国技能大赛试点
赛二等奖，申报服装设计人员功能台架专
利。

罗敏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电子技术

应用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
金、重庆市第十一届中职技能大赛物联网
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一等奖，现考取长江
师范学院。

姜晓
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计算机应

用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
重庆市第十二届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技能
大赛“建筑设备安装与调控（给排水）”项
目一等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分布
式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赛项二等奖。

邓雅露
重庆市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电子技

术应用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
金、南川区技能大赛“维修电工”赛项三等
奖，2019年、2020年全国技能大赛“机器
人技术应用”赛项分别获三等奖、二等奖，
全国首届“机器人虚拟仿真大赛”二等奖。

刘星
重庆市铜梁职业教育中心学前教育

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重
庆市第十二届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保
育教师综合技能项目二等奖，重庆市“新
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活动“美好生
活劳动创造”朗诵比赛一等奖。

杨芙蓉
重庆市潼南职业教育中心服装与设

计专业2019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
获重庆市“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教育活动
摄影类一等奖、重庆市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先进个人。

万润益
重庆市大足职业教育中心民间传统

工艺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
金、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获大足盆景雕
刻大赛一等奖、大足禁毒作品大赛一等
奖、重庆市第十二届中职学生技能大赛一
等奖。

龙娇
重庆市万州职业教育中心学前教育

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获
重庆市第十三届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幼儿教师综合技能一等奖、第二届重庆市
职业院校互联网+创意短视频大赛一等
奖等荣誉。

杨露
天坤城口县职业教育中心会计电算

化专业2018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
获畅捷通第十三届会计电算化全国百城
联赛一等奖、中等职业技能大赛“传票翻
打”二等奖、第六届中等职业技能大赛“会
计电算化”三等奖。

郑闫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工商大学现代国

际设计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2018
级学生。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全国大学生广告比赛优秀奖等。积极
参加实践活动，获优秀学生、志愿者服务
先进个人等荣誉。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以青春
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
建设添砖加瓦，广大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为确保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年学生顺利入
学并完成学业，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本专科
学生、中职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为家庭经济困难

的青年学生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帮扶。
针对高校学生，主要有本专科学生国家奖

学金、本专科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本专科学生
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校园地国家助学贷
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重庆市生源地补充助

学贷款、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等资助政策。

针对中职学校学生，主要有中职学生国家
奖学金、中职学生免学费、中职学生国家助学
金、中职学生免住宿费、免教科书费等政策。

今日本报展示78位获2019-2020学年国

家奖学金的重庆青年学生代表风采，他们爱党
爱国、信念坚定，勤奋求学、勇于创新，在奋勇搏
击中放飞青春梦想，在砥砺前行中释放青春力
量，激励着广大青年学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
才、担大任，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新人。

青年勤奋进 不负好时代
2019-2020学年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