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姓名 院校名称

冠军 臧英杰 曲阜师范大学

唐杰 外交学院
王品达 北京大学
俞婧瑶 浙江工业大学
肖意凡 西南大学
刘涟 复旦大学
傅博 辽宁大学

孙耀航 陆军军官学院

最佳语音奖 赵苑 北京外国语大学

最佳创意奖 肖意凡 西南大学

陈思宇 电子科技大学
方蔓琳 四川大学
文宁 中南大学
赵咨沣 长安大学
李璐 南开大学
顾云翔 南京大学
王颖婷 中国医科大学
舒宏超 广西大学
赵苑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雨薰 西南大学
王屹煊 复旦大学
杨元 辽宁大学

刘梓沛 哈尔滨工程大学

阿里米热▪阿迪力 长沙医学院

陈旻昊 南京大学
程文煊 内蒙古财经大学
戴晔咛 江西财经大学
但喆 四川大学
窦鸿钰 山东师范大学
段庸 莆田学院
耿一豪 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
顾茗倩 浙江大学
郭纬纶 兰州大学
何承恩 四川外国语大学
黄东 阜阳师范学院
黄紫珊 四川外国语大学
江铭滢 海南师范大学
阚平 天津外国语大学
柯静 南开大学
李佳懿 上海交通大学
梁爽 吉林大学
林铎 山东大学
刘奔 北京外国语大学
刘东 嘉应学院
刘思越 华中师范大学
卢一志 复旦大学
鲁煜杰 兰州理工大学
路艺函 澳门科技大学

2016“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决赛获奖名单

二等奖

一等奖

季军

亚军



马盛楠 中国海洋大学
苗欣悦 湘潭大学
聂泽锋 华中师范大学
裴程 唐山师范学院
彭露娴 湖南师范大学
唐熙萌 电子科技大学
万祉昕 江西师范大学
王璧辉 安徽大学
王聪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靓 华中师范大学
王琳琳 牡丹江师范学院
王如斌 兰州交通大学
王瑶 南通大学
王泽宇 中山大学
王子航 河南大学
王子豪 武汉大学
温晓玥 湖南大学
吴瑾桦 湖南大学
杨家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余松琦 西南大学
俞乃嘉 华侨大学
袁方唯 中国政法大学
张秋函 海南师范大学
张瑶 江西师范大学
赵岫涓 香港浸会大学
赵铮 吉林大学
郑雪莹 河海大学
周璐洋 南开大学
朱诚 上海交通大学
毕菲 云南大学
蔡昊辰 江苏科技大学
陈星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单循 四川大学
丁晨 澳门大学
杜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方坤红 贵州大学
龚柱华 广西大学
谷湘波 湘潭大学

哈斯格日乐 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
何锶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洪世腾 青海大学
洪云欣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胡耀丹 遵义医学院
黄天慧 上海财经大学
黄文慧 河北大学
姜栋栋 云南师范大学
金婕 青海民族大学
赖嘉俊 华南农业大学
郎婧妤 电子科技大学
李征 北方民族大学
厉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廖素安 复旦大学
林熠程 太原理工大学
刘佳宁 河北大学

三等奖

二等奖



刘静颐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刘鑫宇 福建农林大学
刘瑶 内蒙古农业大学
盧栢愉 旅遊學院
陆星宇 山西财经大学
陆宇成 武汉纺织大学
马晨曦 南昌工程学院
潘姣姣 浙江外国语学院
漆思媛 中国人民大学
曲怡筱 湖南大学
宋佳蔚 吉林财经大学
孙琛佳 东北师范大学
孙启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谭沛森 中国海洋大学
田文涛 贵州大学
王婧艺 中国传媒大学
王一宇 南京师范大学
王禹航 南京师范大学
危梦婷 江西财经大学
温晓靓 湖南大学
文子璐 湖南师范大学
吴达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吴晗路 中国海洋大学
吴童瑶 石河子大学
夏阳 湖南大学
谢梦琰 新疆大学
谢霆雯 浙江工商大学
延佳轩 宁夏大学
杨佳欣 福建师范大学
杨晓晨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杨怡 暨南大学
叶婧楠 中国科学院大学
叶子绿 宁夏大学

伊丽米热·白合提亚尔 新疆医科大学

易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雍骋远 云南大学
喻思齐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詹迅 厦门大学
张炯楠 山西师范大学
张萌萌 中山大学
张艺琳 南京农业大学
张煜成 西安交通大学
张煜棪 苏州大学
张志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赵思聪 南通大学
赵新宇 香港教育大学
周朝勇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周婧亭 山东大学
朱家毅 中国人民大学
朱羽娟 青海师范大学
朱竹青 浙江工商大学

三等奖



奖项 姓名 院校名称

冠军 王鹏翔 广西外国语学院
张远航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王燕 安徽工业大学
戴智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钰 北京邮电大学
展祥皓 浙江大学
王慕雨 南京大学
王维国 湖北大学
鲁昊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潘昭琪 温州医科大学
黄雨婷 海南大学
赵馨姝 贵州大学
杨曼滢 苏州大学
尚莹莹 安徽大学
黄乙蔓 海南大学
孔晓 鲁东大学
王小雯 北京体育大学
周嘉凤 海南大学
皮维特 复旦大学
张一行 云南师范大学
刘晨 四川大学
赵莹 兰州大学
张杰濠 第四军医大学
景元晟 齐鲁理工学院
漆美瑶 四川大学
林星 广东财经大学
杨文斌 绍兴文理学院
韩宇坤 兰州交通大学
陈跃 苏州大学
徐梦涵 太原理工大学
李家璇 河北医科大学
曾静 赣南医学院
丁晨 澳门大学
满彩霞 西北师范大学
杨寒 广东工业大学
卢倩男 哈尔滨师范大学
史庆贺 湖南大学
陈可星 重庆理工大学
钱可心 天津科技大学
汪旭 华东政法大学
丁惜洁 湖南师范大学
曾颖清 哈尔滨师范大学
阳玉堃 西北大学
宋佳蔚 吉林财经大学
汪群松 南昌大学
申晏妮 太原工业学院
杜祯强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胡雪阳 天津大学
康鑫钰 大连民族大学
沙高洁 西南政法大学

2016“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决赛获奖名单

亚军

季军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张施捷 山西大学
叶慧 贵阳中医学院
潘云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郎银霞 新疆大学
姚靖 湖北民族学院
王翔宇 唐山学院
吴馨玉 河南师范大学
陈亦欣 安徽大学
徐晶 重庆医科大学
王安琪 华东师范大学
吴婧怡 集美大学 
陶明珠 广西师范学院
陈倩云 电子科技大学
袁辰 辽宁工业大学
周雅心 广西财经学院
冯芸 临沂大学
乐真伯 延边大学
黄晴芳 福建师范大学
伍世艳 石河子大学
何玮 青海师范大学
邓飘 云南大学
方济民 天津医科大学
孙琪 遵义医学院
燕燕 呼伦贝尔学院
王仲逸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陆地 大连医科大学
丁宸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哲慧 内蒙古民族大学
周红丹 河南工业大学
李忻芮 内蒙古大学
贠婉婷 江西财经大学
沈晓婷 新疆农业大学
伍莎 邵阳学院
池铭渌 东北林业大学
傅晨昱 宁夏理工学院
陈可可 北方民族大学
李溶 玉溪师院
李燕伶 青海大学
贾翠翠 宁夏大学
孔令晓 青海大学
乔宇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奖项 姓名 院校名称

冠军 马声宏 安徽大学
刘纯玮 南开大学
鲁鸣 西南政法大学
高昌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柳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杨福成 宁夏理工学院
王沛棋 四川大学

李海洋 哈尔滨理工大学

亚军

季军

一等奖

2016“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决赛获奖名单

三等奖



焦雨飞 吉林大学

徐航波 重庆大学

赖晓玥 第三军医大学

许婕 南开大学

徐家洁 河北大学

刘伊喆 云南大学

郭会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胡黛琳 东南大学

王抒晗 华中科技大学

姜岚 大连外国语大学

方佳豪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罗舶桑 浙江大学

张冕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韦玮 中山大学

徐锡霖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岳昕珂 北京师范大学

陆扬 贵州师范大学

钟紫旋 广东工业大学

吴燕妮 华中农业大学

马宝玉 海南大学

党唯菓 武警工程大学

周文佳 上海大学

董巍 上海师范大学

王翔 安徽工程大学

应琦 大连大学

徐天予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钱樱枝 上海政法学院

陈玉蓉 江西师范大学

王思思 福州大学

叶祥林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陈蕾 南华大学

施逸枫 四川大学

丁春丽 山西师范大学

王朔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方圆 中国农业大学

段凯迪 江西中医药大学

钟昊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熊婷婷 江西师范大学

王月娇 北京师范大学

郭琳 海南大学

崔若琰 商丘师范学院

蒋海燕 海南大学

薛鹏宇 郑州大学

曹馨宇 山西师范大学

金婕煜 哈尔滨工程大学

孙海元 浙江财经大学

蓝钰珊 肇庆学院

周敏 新疆农业大学

王雨晴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陶宁致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赵慧琳 兰州大学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毛小兰 新疆师范大学

陈芸芸 宁夏大学

刘新媛 青海大学

王元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吴若昕 江苏师范大学

曾满嫦 内蒙古科技大学

林羽璇 湖南科技大学

谢婉月 青海师范大学

林虹 西南科技大学

祝冰洁 云南农业大学

魏锦 华侨大学

唐苏 遵义医学院

沈怡 青海师范大学

朱丹 天津大学

吴琼 兰州财经大学

申姝 内蒙古科技大学

张一行 云南师范大学

汪志伟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黄伊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龙雪花 宁夏医科大学

李丹丹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王梓霖 内蒙古大学

唐芳 湖北工业大学

颜思 山东建筑大学

郭文佳 晋中学院

王媛媛 新疆农业大学

陈含章 贵州大学

洪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乔宇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张倩 东北电力大学

朱惠莲 辽宁师范大学

奖项 姓名 院校名称

冠军 朱琦 安徽工程大学

王建洋 华中师范大学

梁烨 火箭军工程大学

唐晨芳 文华学院

林芸 南京师范大学

任非飞 山东理工大学

钱希 西安交通大学

耿峰 中国民航大学

何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喻育芸 武汉工商学院

孙名斐 浙江传媒学院

陈艳艳 华南理工大学

邱飞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

李燕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覃   军 湖北民族学院

三等奖

2016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

亚军

季军

一等奖



张薇薇  黄冈师范学院

宋莹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陈耿庆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分校

肖红 四川美术学院

管晓霞   山东交通学院

王家根   安徽师范大学

田野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王南    江西财经大学

杨杨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张自玲   泉州师范学院

朱明元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王小忠    烟台大学

李佐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李晓琳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奖项 姓名 院校名称

一等奖 汤春艳 同济大学
陶卓 同济大学
马慧丽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张岩 大连外国语大学
赵亘 同济大学
张雄 山东大学（威海）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2016德语“教学之星”大赛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