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实现团组织在公寓区的有效覆盖，打造良好的公寓文化

氛围。经学院推荐、组织考察、公示，决定任命李城德等 11名同学

为 2020-2021学年度公寓园区团工委主任，陈耀东等 42名同学为楼

栋团总支书记，朱凌杰等 220名同学为楼层团支部书记。 

聘任名单如下: 



 

 

 

一、公寓园区团工委主任聘任人员名单 

负责区域 姓名 所属学院 专业班级 

啬园校区第一园区 李城德 机械工程学院 机电 192 

啬园校区第二园区 吕晓玲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192 

啬园校区第三园区 陈天易 理学院 物理师范 192 

啬园校区第四园区 徐道慧 教育科学学院 小教师范 191 

啬园校区第六园区 匡汝滢 文学院 中师定向 191 

啬园校区第七园区 曹杰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大数据 191 

啬园校区第八园区 任鸿雷 电气工程学院 电 184 

钟秀校区一园区 王小可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191 

钟秀校区二园区 唐思佳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学（师范）182 

钟秀校区普宿园区 贾志鹏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91 

启秀校区园区 吴姚钰 医学院 临床医学定向 182 



二、楼栋团总支书记聘任人员名单 

负责区域 姓名 所属学院 专业班级 

啬园校区第一园区 1# 李城德 机械工程学院 机电 192 

啬园校区第一园区 2# 陈耀东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204 

啬园校区第一园区 3# 秦佳骏 化学化工学院 化师 203 

啬园校区第一园区 4# 何坤泳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201 

啬园校区第一园区 5# 李凯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91 

啬园校区第一园区 6# 杨雄 电气工程学院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172 

啬园校区第二园区 7# 蔡夏欣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72 

啬园校区第二园区 8# 任美奂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193 

啬园校区第二园区 9# 吕晓玲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 192 

啬园校区第二园区 10# 杨佩溳 机械工程学院 机电 191 

啬园校区第三园区 11# 常文清 理学院 统计 181 

啬园校区第三园区 12# 梁颖祺 理学院 数师定向 191 

啬园校区第三园区 13# 吴双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72 

啬园校区第三园区 14# 陈文惠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72 

啬园校区第三园区 15# 王美琦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交通设备 191 

啬园校区第三园区 16# 陆奕辰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201 

啬园校区第四园区 17# 汤昕雯 教育科学学院 小教语文 181（定向） 



啬园校区第四园区 18# 李艾 经济与管理学院 社工 181 

啬园校区第四园区 19# 齐乐乐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集成 191 

啬园校区第六园区 22# 田睿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定向）191 

啬园校区第六园区 23# 翟凯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201 

啬园校区第七园区 24# 何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8级 

啬园校区第七园区 25# 黄新宇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203 

啬园校区第七园区 26# 金政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2 

啬园校区第七园区 27# 王锋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93 

啬园校区第七园区 28# 虞兆文 体育科学学院 社体 181 

啬园校区第八园区 29# 杜鸣 电气工程学院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183 

啬园校区第八园区 30# 郁钧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工程 181 

啬园校区第八园区 31# 张心怡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8级 

钟秀校区一园区 1# 朱语恒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201 

钟秀校区一园区 3# 武天琦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182 

钟秀校区一园区 6# 张琳琳 艺术学院 美术师范 201 

钟秀校区二园区 7# 刘思 艺术学院 音乐师范 182 

钟秀校区二园区 8# 马子羽 地理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规划 181 

钟秀校区二园区 9# 王心雨 艺术学院 美术师范 204 

钟秀校区普宿园区 3# 韩浩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91 

钟秀校区普宿园区 4# 乔梅玲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学（师范）192 



启秀校区园区 3# 汤茜如 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181 

启秀校区园区 4# 刘阿杰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910 

启秀校区园区 5# 周昊男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93 

启秀校区园区 10# 杨春霞 药学院 药学 181 

启秀校区园区 12# 乐梦韵 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192 

 

 

 

 

 

 

 

 

 

 

 

 

 

 

 

   



三、楼层团支部书记聘任人员名单 

负责区域 姓名 所属学院 专业班级 年级 

啬

园

校

区

第

一

园

区 

1 

1 朱凌杰 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19 

2 王相辰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9 

3 常晋赫 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 20 

4 叶凌寒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 

5 蒲云豪 电气工程学院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20 

2 

1 许瀚宇 外国语学院 翻译 18 

2 王子昂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8 

3 苏叶凡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8 

4 王运开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 

5 毛旭睿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 

3 

1 郑季喆 理学院 应用统计 20 

2 戴伟金 理学院 应用物理 17 

3 杨靖轩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0 

4-5 肖阳文凯 文学院 秘书 17 

4 

1 何坤泳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20 

2 台环宇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19 

3 章宇峰 机械工程学院 机设 19 



4 吴雨骢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 

5 

1 陈祥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 

2 芮一鸣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 

3 孙佳林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0 

4 李凯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9 

5 张铭翔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9 

6 

1-2 高嘉洛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7 

3 范雷金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7 

4 秦佳鑫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17 

5 张祥和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17 

啬

园

校

区

第

二

园

区 

7 

1 马晨 经济与管理学院 自动化 17 

2 李晓宇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 

3 陈媛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7 

4 严天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7 

5 蔡夏欣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7 

8 

1-2 胡晓舒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9 

3 蔡丽雯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9 

4 丁洋洋 理学院 数学与数学师范 19 

5 潘甜甜 理学院 物理学（师范） 19 

9 1 钱诗婕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19 



2-3 林家彩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19 

4 张凯妮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19 

5 吕晓玲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19 

10 

1 史亚文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 19 

2 李世梅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 19 

3 金山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 19 

4 严嘉雯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 19 

5 张震婷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20 

啬

园

校

区

第

三

园

区 

11 

1 常文清 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 18 

2 韩洁洋 理学院 数学师范 18 

3 夏颖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19 

4 胡婧仪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0 

5 刘宇文 教育科学学院 定向小教（数学） 19 

6 尤晨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8 

12 

1 杨亚楠 机械工程学院 测仪 18 

2 周文霞 理学院 数学师范 19 

3 郑烨萍 理学院 物理学（师范） 19 

4 李荣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 20 

5 张夏欣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20 

6 许张阳 理学院 数学师范定向 19 



13 

1 庄研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17 

2 赵青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7 

3 吴双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7 

4 朱心慧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师范 17 

5 丁薇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7 

6 史雨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18 

14 

1 付嘉奕 经济与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7 

2 陈文惠 经理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7 

3 夏羽菲 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7 

4 马金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17 

5 倪桑 纺织服装学院 轻化工程 17 

6 刘恪利 纺织服装学院 表演 17 

15 

1 孙慧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9 

2 黄凡城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19 

3 刘清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9 

4 金嘉意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20 

5 高优先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交通设备 19 

6 孙晓莹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9 

16 
1 华珈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0 

2 谢慧琳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9 



3 李雪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17 

4 吴明珠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 

5 陆奕辰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20 

6 何其乐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20 

啬

园

校

区

第

四

园

区 

17 

1 宋天舒 教育科学学院 小教语文（定向） 18 

2 任蓓蕾 教育科学学院 小教数学 18 

3 曹开萍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3+2） 20 

4 周涛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3+2） 20 

5 黄佳樱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师范 19 

6 常雅婷 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 19 

18 

1-2 王玉洁 经济与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8 

3 李洋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18 

4 阚晨玲 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18 

5 张昕怡 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18 

6 李春梅 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 18 

19 

1 林美彤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19 

2 黄梦雪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9 

3 齐乐乐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19 

4 徐颖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9 

5 徐丽婷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软嵌 19 



6 徐凯越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19 

啬

园

校

区

第

六

园

区 

22 

1 颜绡雨 纺织服装学院 会计学 19 

2 姚辰昱 纺织服装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19 

3 徐雅婷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19 

4-5 范嘉怡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19 

6 陈静茹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19 

7 徐佳敏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9 

8 岳琪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9 

9 邵梦妍 文学院 历史学（师范） 19 

10 蔡高莉 文学院 秘书学 20 

11-12 匡汝滢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定向）（师范） 19 

23 

1 章霞 艺术学院 建筑学（合） 19 

2 翟凯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0 

3 康露乔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18 

4 仲文娜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专业 18 

5 赵颖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6 杨苗苗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 18 

7 苏文雪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18 

8 陈悦懿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8 

9 盛誉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9 



10 陈雨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8 

11 董柯 文学院 历史学（师范） 18 

12 王婧春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8 

啬

园

校

区

第

七

园

区 

24 

1-2 何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8 

3 周桓宇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9 

4 张志浩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高分子材料 19 

5 赵亿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19 

6 蒋政磊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9 

25 

1 史浩浩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0 

2 刘楚铭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 

3 王家衡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20 

4 黄乘浩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9 

5 高天宇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20 

6 胥千里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软嵌 20 

26 

1 姚昊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 

2 周礼强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20 

3 陈凯俊 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 18 

4 汤井乐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19 

5 余振皓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9 

6 范江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17 



27 

1-2 严沛鑫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7 

3-4 赵明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19 

5 朱家奇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9 

6 杨志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8 

28 

1 蔡明义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7 

2 薛佩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18 

3-4 赵浩雨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师范 19 

5-6 虞兆文 体育科学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8 

啬

园

校

区

第

八

园

区 

29 

1 刘汶杰 交通与土木学院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18 

2-3 仓冬青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技术 18 

4 范执均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8 

5 宋其乘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8 

6 顾宇 理学院 数学师范 18 

30 

1 肖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18 

2 李明宸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大数据 18 

3 李富国 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与服装 18 

4 季威威 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8 

5 俞嘉钦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与控制 18 

6 沈玉秋 张謇学院 智能制造 19 

31 1-2 孙德盛 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 17 



3 张桂怡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9 

4 房馨怡 生命科学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9 

5-6 张心怡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8 

钟

秀

校

区

一

园

区 

1 

1 毛旭龙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20 

2 赵云杰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20 

3 徐子诚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20 

4 张乐凯 艺术学院 美术师范 20 

5 袁凡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7 

3 

2-3 李灿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学（师范） 18 

4 王梓良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18 

5 胡竣淇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17 

6 范志鹏 地理科学学院 旅游管理 17 

6 

1 张诗敏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20 

2 翟羽峤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 

3 刘雨静 艺术学院 美术学(师范) 20 

4 郭娇丽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7 

5 樊瑞琪 艺术学院 美术学(师范) 20 

6 王小可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19 

 

 
7 

2 刘新月 艺术学院 美术师范 19 

3 郝煜嘉 艺术学院 音师 18 



 

钟

秀

校

区

二

园

区 

4 王凯乐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8 

5 王一秀 艺术学院 美术学 18 

6 孟鑫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 18 

8 

1 顾沁然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学（师范） 18 

2 杨苗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学（师范） 17 

3 孙如艳 地理科学学院 旅游管理 17 

4 吴琦 地理科学学院 旅游管理 17 

5 景杨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学（师范） 18 

9 
5 梁为 艺术学院 美术学(师范) 20 

6 吉晶 艺术学院 音乐学（师范）（5+2） 20 

钟秀

校区 

普宿

园区 

普

3 

1-2 王嘉琦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19 

3 张宇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9 

4-5 解凯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19 

普

4 

1-2 王佶婧 地理科学学院 环境科学 19 

3 钱玺亦 地理科学学院 环境科学 19 

5 李奕璇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9 

 

 

 

 

3 

1 姜硕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9 

2 吴可菲 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20 

3 廖佳辰 医学院 口腔医学 17 

4 李哲 药学院 药学 20 



 

 

 

 

启

秀

校

区

园

区 

5 包燕旦 药学院 药学 17 

6 徐晓楠 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18 

4 

1 韩东昊 药学院 药学 20 

2 蔡添宇 药学院 药剂 20 

3 崔陈成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8 

4 陈可典 医学院 临床医学 20 

5 刘阿杰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9 

6 陶金成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8 

5 

1 穆英博 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20 

2 周昊南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9 

3 华文龙 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18 

4 陈志煊 医学院 生物信息学 19 

5 李玮昊 医学院 临床定向 19 

6 仲煜峰 医学院 临床定向 20 

10 

1 杨春霞 药学院 药学 18 

2 石启航 药学院 药剂 19 

3 杜怡慧 药学院 药学 17 

4 石令怡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8 

5 朱雯琪 医学院 护理学 19 

 1 徐榛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8 



12 2 肖禾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8 

3 乐梦韵 医学院 临床医学 20 

4 杨璐铭 医学院 临床定向 19 

 

 

南通大学共青团公寓工作指导委员会     

2020年 11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