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江苏大学第八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表彰结果的决定 

各学院（中心、研究院、所，下同）：  

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团委、海外教育学院主办，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院

承办的江苏大学第八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圆满完成各项活动。来自 26 个学院

及两所兄弟高校的中外研究生 700 余人参加了六个分论坛的交流。  

经组委会综合考核，机械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

院、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管理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院、医学院 10 个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经学院

推荐、现场评选，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武利霞等 26 名同学获得“最佳口头报告

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林珮瑶等 82 名同学获得“优秀论文奖”； 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王明渊等 118 名同学获得“最佳墙报奖”。现对以上单位和个人予

以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戒骄戒躁，再创佳绩。希望广大研究生以先进为榜样，

勤奋学习，积极参加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共同推进江苏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提升。  

研究生院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团委 海外教育学院 

2018 年 12 月 29 日



获奖名单  

一、优秀组织奖（排名不分先后） 

机械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文学院、医学院 

二、最佳口头报告奖（排名不分先后） 

分论坛 报告人 所在单位 

工程论坛Ⅰ 

武利霞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杨志坤、蒋彩萍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R.M Yousaf Saeed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Isaac Kwaku Attatsi 化学化工学院 

工程论坛Ⅱ 

Oppong Paul Kwabena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秦秋月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唐伟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SHOAIB AHMED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工程论坛Ⅲ 

周嘉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赵晓聪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晨欣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Desmond Appiah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财经管理类论坛 

孙莹琳 管理学院 

Oswin Aganda Anaba 管理学院 

赵鑫磊、Abdiaziz Shamsedin 

Aden 
财经学院 

Nyame Portia 科技信息研究所 

生物医药类论坛 

于垚、孙辉 医学院 

谷雨 医学院 

纪成 医学院 

Nida Fatima Moazzam 医学院 

文化交流类论坛 

陈怡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赵君 马克思主义学院 

Abir Hammi 法学院 

Vlasenko Irina 教师教育学院 



三、优秀论文奖（排名不分先后） 

分论坛 作者 所在单位 

工程论坛Ⅰ 

林珮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丽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祁红娜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武利霞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杨志坤、蒋彩萍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时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周昌倩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Md Mehedi Hassan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朱珈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焦天慧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R.M Yousaf Saeed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Isaac Kwaku Attatsi 化学化工学院 

Syed Najeeb-uz-Zaman Haider 化学化工学院 

Haroon Ur Rasheed 化学化工学院 

工程论坛Ⅱ 

Oppong Paul Kwabena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李浩然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周鑫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秦秋月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贾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薛罗阳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Winfred Adjardjah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黄多林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唐伟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Mostafa 理学院 

SHOAIB AHMED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刘倍 扬州大学 

工程论坛Ⅲ 

李锋 机械工程学院 

卢海飞 机械工程学院 

刘志响 机械工程学院 

Philip Baidoo 机械工程学院 

赵晓聪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周嘉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毕善汕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陈彪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Oluwatobi Pelumi Adeleke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徐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邬江陵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晨欣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Desmond Appiah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财经管理类论坛 

孙莹琳 管理学院 

Oswin Aganda Anaba 管理学院 

陈佳佳 管理学院 

李影 管理学院 

许高铭 管理学院 

Shumaila Naz 管理学院 

曹晓晓、顾加慧 管理学院 

赵鑫磊，Abdiaziz Shamsedin 

Aden 
财经学院 

孙凯伦 财经学院 

宜秀炜 财经学院 

Muhammad Haris 财经学院 

Nyame Portia 科技信息研究所 

生物医药类论坛 

于垚、孙辉 医学院 

谷雨 医学院 

纪成 医学院 

Nida Fatima Moazzam 医学院 

朱栋炜 
 

医学院 

吴佩佩 
 

医学院 

谢育娇 药学院 

买尔哈巴·买买提 药学院 

王凯丽 药学院 

苏文彬 药学院 

王延伟 生命科学研究院 

周丹娅 生命科学研究院 

李瑞林 江苏科技大学 



文化交流类论坛 

陈怡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赵君 马克思主义学院 

侍舒玮、吴芯懿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旭 马克思主义学院 

Abir Hammi 法学院 

Ouo Ouo Robert Monemou 法学院 

花珏 法学院 

陈子怡 文学院 

王慧慧 文学院 

陈曦 外国语学院 

潘妍妍 外国语学院 

宋赟 艺术学院 

Vlasenko Irina 教师教育学院 

四、最佳墙报奖（排名不分先后） 

分论坛 展示人 所在单位 

工程论坛Ⅰ 

王明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曾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范晓建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Muhammad Zareef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李洁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陈欢鑫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刘小裕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李君奎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林金金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荣雅文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王井井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孙晓霞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赵雅静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李虹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朱珈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Mansuur Husein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戴呈静 化学化工学院 

马天娇 化学化工学院 

顾婷婷 化学化工学院 

工程论坛Ⅱ 

刘晓红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李浩然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刘晓洋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周鑫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晋世博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安兴科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秦秋月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魏明吉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刘玫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贾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周航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卞慧雯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彭艳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罗晓贞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刘清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NAILA  理学院 

Edmond 理学院 

韩文霞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工程论坛Ⅲ 

刘庭瑞 机械工程学院 

宋杰 机械工程学院 

谭瑞发 机械工程学院 

胡永斌 机械工程学院 

刘辉辉 机械工程学院 

樊天怡 机械工程学院 

官文俊 机械工程学院 

刘泽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戴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林子晏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秦霞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孟子涵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尹玥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吴浩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娄峻城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秦顺琪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朱昊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曹俊豪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曹宇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Piyaphong Yongphet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桂铠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乾坤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Muhammad Awais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陈圣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财经管理类论坛 

顾加慧、曹晓晓 管理学院 

王婷 管理学院 

朱琳 管理学院 

杨轩 管理学院 

高灵洁 管理学院 

刘建月、潘蓉蓉 管理学院 

郑晶晶 管理学院 

虞惠 管理学院 

潘蓉蓉、刘建月 管理学院 

朱家秀 管理学院 

张婧 管理学院 

杨子超 管理学院 

Mohammed Ismail Alhussam, 

Omar Abu Risha 
财经学院 

王盼 财经学院 

杜秀梅 财经学院 

伍玉琳 财经学院 

姬光睿 财经学院 

汤茗珺 财经学院 

生物医药类论坛 高乾乾 医学院 



周小荷 医学院 

George Osei-Adjei，Tang Hao 医学院 

张庄 医学院 

孙辉、于垚 医学院 

杨波波 医学院 

杨洋 医学院 

常洁 医学院 

梅家傲 药学院 

肖福艳 药学院 

孟祥欢 药学院 

吴丹丹 生命科学研究院 

苟倩 生命科学研究院 

肖瑞 生命科学研究院 

刘城 生命科学研究院 

文化交流类论坛 

吴琳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婕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继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夏叶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芯懿 马克思主义学院 

侍舒玮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赵君、张旭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兆路 法学院 

江雯蒨 法学院 

兰嘉敏 法学院 

刘传琦 法学院 

魏小妮 法学院 

胡晗 文学院 

曾琴 文学院 

刘妍汝 文学院 

李荔 外国语学院 

叶志景 外国语学院 

徐振霞 教师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