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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江苏大学第十一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表彰结果的决定

各学院（中心、研究生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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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数学科学学

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医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所承办的江苏大学第十一届中外

研究生学术论坛圆满完成各项活动。来自 28 个学院的中外研究生 1400 余人参加了七个分论坛

的交流。

经组委会综合考核，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医学院、管理学院、财经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等

10 个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 陈欢等 22 个小组获得“中外研究生同室创新奖”。经学院

推荐、现场评选，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Salome Yakubu 等 23 名同学获“最佳报告奖”；汽车

与交通工程学院董雪晴等 56 名同学获得“优秀论文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刘童等 99 名同

学获“最佳展示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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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共同推进江苏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 江苏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共青团江苏大学委员会 江苏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获奖名单

一、优秀组织奖（排名不分先后）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数学科学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医学院、管理学院、财经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二、中外研究生同室创新奖（排名不分先后）

1
石腾飞 ，Jesse Nii Okai

Amu-Darko, Shahid Hussain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

唐鹏、陈振、李嘉乐、薛明明、

晏语、Husseini Sulemana,

Emmanuel Nkudede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3
石留余，Abubakar Ahmad

Babangida，顾浩，刘又文
机械工程学院

4
王茂叶,杨秋蓉,Fatma

Abouelnazar ,陈妍珂, 张徐
医学院

5 Muhammad Awais,李伟,宋睿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束方宇，陶守龙,Zohaib Khan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7

闫龙龙,蒋俊贤,Evans K.

Quaye, Anthony Akurugo

Alubokin,高波 ,张宁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8

张俊俊 杨志坤、张佳凝、

Babiker Sulafa 、李明睿、

吴宇晴、Muhammad Arslan，

Muhammad Bilal ,邹小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9
Waleed Yaseen ,毛会萍 ,谢

萌,姬梦怡,谢吉民,徐远国
化学化工学院

10
陈彪，华蕾，Bentil

Asafo-Duho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11

Muhammad AKHLAQ，倪雨欣，

梁少威，周俊安，张文程，薛

润

农业工程学院

12

高杨，环天，吴岩，徐庆刚，

陈东锋，JOSEPHINE IFUNANYA

ANI，于峰

生命科学研究院

13
Josip TITO-DENANGOWE，

张增翔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14
Fapohunda Funmilayo O.,施

沈妍,吕鹏
生命科学研究院

15
胡晗, 陈强, Akolbire

Vincent Atindana ,何定畅,
汽车工程研究院



刘鹏飞

16
杨港，茅佳雨，丁竞飞 ，IBRA

fall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7 江苏大学方程式赛车队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18
曾荣森，刘耘溪，习思雨，孙

庭楷，Anthony Kwesi Quarm
药学院

19 施斌杰 ，Kamphamba Nyirenda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20

张剑 ,李肖肖,夏小莉,荣婉

菁,沈欣怡,何庆 ,尹文

雄,Bella Arthur

药学院

21
刘泽锋,张萌,吴晗,Bihonegn

Dianarose Abebe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22 王龙滟 ,罗朝晖 , Asad Ali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三、最佳报告奖（排名不分先后）

分论坛 报告人 所在单位

理工论坛 I

Salome Yakubu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由福恒 化学化工学院

张智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小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理工论坛 II

朱雨勋 数学科学学院

Shibbir Ahmed 农业工程学院

Molla Betelhem Legesse 土力学院

陆雨静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理工论坛 III

Israel Enema Ohiemi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陆思凯 汽车工程研究院

杨杰 机械学院

朱佳隆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财经管理论坛

王天姿 管理学院

Beverlley Madzikanda 管理学院

钱婧 科信所

David Alemzero 财经学院

生物医药论坛 王茂叶 医学院



唐雨婷 医学院

蔡玥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李孔栋 生命科学研究院

文化交流论坛

娄秉文、胡杨 法学院

Linda Pharaoh、谢晓伟 外国语学院

汪佳钰 教师教育学院

四、优秀论文奖（排名不分先后）

理工论坛 I

孙林 化学化工学院

李张迪 化学化工学院

程慧源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刘思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蒲蕾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梦虎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苏小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皇圆圆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孙乔兰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佟昕蒙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黄诗婷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荣艳娜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Garba Betchem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理工论坛 II

徐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Zohaib Khan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张垚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陈倩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皇白雪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孙文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Shibbir Ahmed 农业工程学院

段荣荣 农业工程学院

朱雨勋 数学科学学院

Molla Betelhem Legesse 土力学院



Daniel Kumah 土力学院

陆雨静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沈雪敏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理工论坛 III

Anthony Akurugo Alubokin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顾嘉阳 机械工程学院

张蕾 机械工程学院

董雪晴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伏雨旋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侯文硕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孙加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查晔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财经管理论坛

Prince Owusu 管理学院

沈静静 管理学院

谢华彬 管理学院

宋锐 管理学院

李琪 财经学院

Jean-Jacques Dominique

Beraud
财经学院

苗芃加 财经学院

董蕴仪 财经学院

罗仪婵 财经学院

生物医药论坛

汤百川 药学院

刘赛 第一临床医学院

姚勤 第一临床医学院

赵开仁 药学院

尹海宁 医学院

裴家璐 药学院

Enock Adjei Agyekum /任永

镇
医学院

周妍 医学院

文化交流论坛
杨佳欣 艺术学院

姬治琴 教师教育学院



陈倩 文学院

周瑜 艺术学院

刘璐 法学院

五、最佳展示奖（排名不分先后）

理工论坛 I

郭飞 化学化工学院

叶春林 化学化工学院

卢丽 化学化工学院

Blessing Danso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成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恩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武子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翟孟德 能源研究院

苏盈盈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杨依然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陈婷婷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朱马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邹言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吴昕辰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冯培培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吴宇晴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张倩楠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郝静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理工论坛 II

江光耀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程介虹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张垚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Richard Nana Kojo Mensah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皇白雪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金婷婷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贾峰 农业工程学院

陈天 农业工程学院



魏俊婕 数学科学学院

Olivier Joseph Abban 数学科学学院

田雪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王国通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杨金茹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王冰冰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顾帅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理工论坛 III

Christian Mulbah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袁睿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陈金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曹杰 机械工程学院

万瀚宇 任云鹏 机械工程学院

邢煜 机械工程学院

戴文杰 机械工程学院

雷文桐 机械工程学院

蒋俞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王健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高靖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李泽锴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黄子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志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苏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卢奕睿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杜振华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邓奕铖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启霞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陈媛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李其鹏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刘裕发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王振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臧文铠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陈强 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求福 汽车工程研究院

Israel Enema Ohiemi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财经管理论坛

刘宇涵 管理学院

Francis Tang Dabuo 管理学院

Zotoo Isidore Komla 管理学院

Ahotovi Thomas Ahoto 管理学院

谢丽玲 管理学院

Philomina P. Ofori 管理学院

王秋茹 管理学院

Edwina Naa AmerleyAmarteifio 管理学院

Priscilla Adomako Gyasi 管理学院

祖静琴 财经学院

朱珠 财经学院

宋智慧 财经学院

Appiah Martinson Yeboah 财经学院

王若雨菡 财经学院

邓育洲 财经学院

徐璐 财经学院

裴子健 财经学院

程铄 科信所

生物医药论坛

付沛文 医学院

蒋安琪 医学院

张剑 药学院

吴琪炜 第一临床医学院

邓亮 生命科学研究院

刘艳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昕 第一临床医学院

任永镇 医学院

文化交流论坛 David Farell Cheah 法学院



孔晔辉 法学院

陈泽雄、杜蕾、赵梓含、李伟民
教师教育学院

张好晨 教师教育学院

何金凤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卞谢瑜 马克思主义学院

曹雨航 外国语学院

李蕊 外国语学院

杨馨颖 文学院

顾梓莹 文学院

韩旭 艺术学院

郭文静 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