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湖南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
校团联字〔2016〕 6 号

关于表彰 2015—2016 学年度社联系统

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决定

各学院社联分会、社团团总支、社团：

全校各社联分会、社团团总支及社团 2015—2016 年度积极

向上、辛勤耕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优

秀个人。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经学院申报推荐，校社联组织

审核评定，报校团委同意，决定对文学院社联分会等 24 个先进

集体和等 399 名优秀个人予以表彰。

希望各院社联分会、社团团总支、社团、社团指导老师、社

团会员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为榜样，再接再厉，奋发

向上，再创辉煌，为丰富广大学生第二课堂以及繁荣校园文化做

出贡献。

附件：2015—2016 学年度社联系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

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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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2016 学年度社联系统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名单

一、社团工作先进单位

文学院社联分会

外国语学院社联分会

公共管理学院社联分会

化学化工学院社联分会

教育科学学院社联分会

历史文化学院社联分会

生命科学学院社联分会

新闻与传播学院社联分会

二、十佳学生社团

3I协会（法）

语言艺术社（教）

旅游协会（旅）

三叶草园艺社（生）

阳光教育协会（物）

绿丝带协会（工）

觅美工艺社（历）

金融协会（商）

楚魂戏剧社（文）

环保协会（资）



三、优秀学生社团

三元学社（公）

口才与就业协会（公）

台球社（化）

麓山教育学社（教）

食尚协会（历）

阳光公益社（树）

苏宁易购俱乐部（数）

魅力女生社（外）

拓荒者协会（文）

先锋戏剧社（新）

化学与社会协会（化）

自我教育学会（教)

书法协会（美）

艺术社（医）

生物学社（生）

国际交流协会（外）

朝暾文学社（文）

乒乓球协会（资）

跆拳道协会（体） 小天鹅舞蹈社（音）

法协会（法） English.net协会（旅）

天文协会（物） 职场协会（商）

四、新锐社团

小微公益社（生） 武术协会（体）

五、十佳项目团队

西部发展协会大爱清尘志愿者团队（法）

绿丝带协会“一张纸，一件衣”爱心活动（工）

台球社湖南省大学生台球联赛项目团队（化）

定向运动协会“橘子洲定向寻宝”项目团队（教）



觅美工艺社“觅美手工坊”项目团队（历）

旅游协会“我是旅行家——达人选拔赛”项目组（旅）

魅力女生社成长规划课（外）

创意营销大赛项目组（商）

医学社义诊项目团队（医）

乒乓球协会乒乓球联赛项目团队（资）

六、十佳学生干部

张雪梅（公）

田 乘（教）

漆梓桐（数）

张如霞（医）

赖心竹（生）

吕 萌（化）

李士洁（商）

杨文泽（体）

吴思凡（音）

岳 淼（新）

七、十佳理事长

方 玲（公）

娄诗悦（教）

赵 薇（旅）

吴 银（生）

张鲲鹏（音）

肖 奕（化）

李婷婷（历）

赵雅婷（商）

孔维晨（文）

蒋智美（资）

八、十佳社团会员



王 榕（公）

谢 畅（教）

孙 皓（化）

石晶晶（历）

卢超强（旅）

余 阳（生）

从彦霖（文）

王紫薇（商）

王晰雯（外）

李 瑶（音）

九、优秀学生干部

法学院（4 人）

张波、齐斌、赫思广、肖银垒

工程与设计学院（9 人）

韩冰、唐燕峰、李君、罗甜、黎才绫、李翠玲、代玉、王晓

妍、罗景

公共管理学院（14 人）

吴依婧、张一杰、彭琼瑶、佘佩佩、于小丫、张娜、蒋子雯、

王佳丽、黄鹂、付佳艺、曾茜、刘梦阳、陶梦鸽、刘岸芷

化学化工学院（11 人）

李蓓、陈欢、蔡宁宁、曹方蕊、姚嘉一、许欢、任艳蕊、刘

珍、徐晨露、黎勇、丁超群

教育科学学院（10 人）

刘柳、陈子循、邓沁泥、张超远、谢年春、任慧敏、胡珂、

罗瑾、黄青、董乙卓

历史文化学院（13 人）



王国晋、林圣娴、秦维、万彩霞、滕会、黄婷婷、喻婉婷、

张冰洁、袁青青、龙俊、谢珍珍、冷倩、贺依婷

旅游学院（7 人）

赵韶源、何莎莎、迟珊珊、裴璨、朱曼婷、王梦蝶、朱海峰

美术学院（15 人）

卢奇亮、刘燕、胡绮雯、唐娇、齐超、吴限沛、陈星霖、范

佳悦、张泽群、郑宇钒、金佳鸣、文琛、袁国晶、赵楠、刘

向阳

人民武装学院（5 人）

傅彩云、毛帅、唐丽婷、李杰、段皎晖

商学院（11 人）

何雨晴、张悦、代静怡、韩金玉、李双双、赵芳芳、唐佩、

王亚文、王蛟娟、康婷婷、胡高远

生命科学学院（15 人）

蒋洪杰、张雪瑞、朱蕊、胡勇、刘曦茹、聂南芳、徐丽慧、

利佩芸、王晓琳、周思逸、齐艺航、杨兰芝、方琪婷、唐慧

敏、肖卓

树达学院（14 人）

李霜、李依航、王妙、易哲人、刘敏、邹佳雯、龚彩红、卓

云贝、刘莹、阳亮芳、刘畅、梁启翔、古羽琪、龙敏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8 人）

张一顺、王乐、张佳琪、刘琪、张佳、杜婷、李丹、程志



体育学院（5 人）

吴芮、彭诗杰、姚灵芷、袁阿芳、刘芳

外国语学院（14 人）

冯倩、谭喻馨、姚姗、丁雅诗、李鑫怡、刘菊娥、朱绮丽、

杨慧星、池巧珍、张晶、焦一鸣、李远忠、卢悦、刘珊

文学院（20 人）

韩泽宇、李璐、余柯染、孙承成、焦瞳昊、李凌、魏子琪、

吴航琦、刘语嫣、袁雪、黄嘉怡、王姣姣、陈敏珍、胡莎、

方炳慧、陈莉、颜小琼、孙佳欣、周禄凤、叶衍

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12 人）

续澄澄、陈瑶、刘宇飞、马玉琴、余晨、徐静、严康、杨雪

清、王茹月、娄旻浩、耿率博、何玉琳

新闻与传播学院（15 人）

李琛、周雨奕、陈晗航、张倩茜、滕文琪、管冯瑞、周梦蝶、

郑文玲、龚香竹、董子昂、陈华亭、周文婷、杨超、汤婉婷、

杜亦楠

医学院（7 人）

盛懿、仇紫然、刘慧、邓琪、刘璇、易喜连、谭媛

音乐学院（12 人）

刘栗华、仇英、赵玥、姚雅欣、金郁文、湛迪娟、肖妙婷、

郑婷柔、孙耀元、何颖洁、王欣如、李彬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8 人）



孙小娅、郭彦晗、有乐乐、向容、邵文、王景雯、杨紫杰、

崔肖红

十、优秀社团会员

法学院（8 人）

王琪、吴少璐、刘欣、何静、康露、黄钧、赖盈颖、高欣然

工程与设计学院（5 人）

王莉敏、李郝亮、苏永兴、丁碧娟、方思思

公共管理学院（11 人）

刘宇佳、吴君妍、刘凌君、杨转转、胡岚、赵建雯、彭子剑、

陈珊、陈梦婷、印鸿英、马姣

化学化工学院（9 人）

马万君、石星星、谢姆、何万萍、张珂、周春兰、毛景珍、

刘海霞、陈雪梦

教育科学学院（7 人）

屈云晨、普玉琨、陈丹萍、周东宁、姜薇、周静茹、付逸仙

历史文化学院（8 人）

吴英芝、胡巧、欧阳紫君、姜桂芳、李婷婷、张鑫、杨丽君、

何羚榕

旅游学院（2 人）

戴静、李亮

美术学院（3 人）



王杨杨、时昕卓、郭易智超

人民武装学院（1 人）

张雄

商学院（7 人）

叶晶、周林德、熊津津、郑佳忻、钟琪琪、吴涛、李安利

生命科学学院（9 人）

朱琳、郭子健、刘新宇、龙俐安、宋志林、陶静、花瑞、张

伟、周琳

树达学院（1 人）

陈伟坤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5 人)

刘与涵、陈益飞、刘城潇、何钰、黄贝诺

体育学院（1 人）

吴咪咪

外国语学院（9 人）

郑贺阳、张紫墨、袁漂漂、肖艺林、赵田、严丽、李静雅、

肖湘璇、陈殊蕊

文学院（15 人）

孙艺、杨在玲、彭蓉、李昌枝、张玲、肖晓倩、程凯旋、曾

贵华、秦涛、陈敏、黄海霞、姜含贞、王子涵、王靖茹、潘

玥

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10 人）



徐晓颖、周尹敏、张焕焕、杜嘉薇、谢宇、陈瑶、李琳、夏

雅倩、李曼殊、邹严寻

新闻与传播学院（7 人）

佘思成、闫志成、周沛霖、郭意鹏、刘文争、杨彤慧、苗琳

医学院（2 人）

刘莲、周慧

音乐学院（2 人）

林扬东、占英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3 人）

郑楚菁、张惠、郑嵛珍

十一、优秀社团指导老师

刘 力（法）

陈 超（化）

向 兵（教）

杨 安（旅）

罗 坚（外）

何林军（文）

沈 竹（工）

郑和钧（教）

唐健雄（旅）

李立辉（商）

罗 辉（外）

陈延秀（文）

高欢欢（文） 邹永星（物）

宋惠明（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