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2014年度硕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名单汇总表

序号 培养单位 姓名 学号 专业 学生类别 录取类别 金额

1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彪 201413155 固体力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2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龙 201413156 固体力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3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海波 201413157 工程力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4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杨堃 201413158 工程力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5 土建与水利学院 韩金峪 201413159 建筑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6 土建与水利学院 栗昭耀 201413160 建筑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7 土建与水利学院 林娇艳 201413161 建筑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8 土建与水利学院 栾名歌 201413162 建筑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9 土建与水利学院 缪思齐 201413163 建筑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0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朋朋 201413164 建筑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1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艺彭 201413165 建筑学 普通硕士 非定向 4813.0

12 土建与水利学院 成帅 201413166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3 土建与水利学院 范克睿 201413167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4 土建与水利学院 郭谦 201413168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5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育慧 201413169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6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志强 201413170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7 土建与水利学院 刘聪 201413171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8 土建与水利学院 刘建国 201413172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9 土建与水利学院 潘东东 201413173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20 土建与水利学院 戚厚羿 201413174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21 土建与水利学院 孙尚渠 201413175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22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健 201413176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23 土建与水利学院 吴昊天 201413177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24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冰 201413178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25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万志 201413179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26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岳 201413180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27 土建与水利学院 赵世森 201413181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28 土建与水利学院 朱光轩 201413182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29 土建与水利学院 祝建业 201413183 岩土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30 土建与水利学院 曹晓琛 201413184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31 土建与水利学院 陈磊 201413185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32 土建与水利学院 程佑东 201413186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4813.0

33 土建与水利学院 单心雷 201413187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34 土建与水利学院 盖霞 201413188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培养单位（公章）：                  经办人：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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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土建与水利学院 胡南琦 201413189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36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炯 201413190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37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先军 201413191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38 土建与水利学院 刘兵 201413192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39 土建与水利学院 刘昌斌 201413193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40 土建与水利学院 刘翔 201413194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41 土建与水利学院 齐泊良 201413195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42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露露 201413196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43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涛 201413197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44 土建与水利学院 仲奇 201413198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45 土建与水利学院 朱文灿 201413199 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4813.0

46 土建与水利学院 白珊 201413200 水文学及水资源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47 土建与水利学院 陈超 2014132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48 土建与水利学院 付雅君 201413202 水文学及水资源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49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甲荣 201413203 水文学及水资源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50 土建与水利学院 薛树文 201413204 水文学及水资源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51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辉 201413205 水工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52 土建与水利学院 刘玉利 201413206 水工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53 土建与水利学院 钱远顺 201413207 水工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54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汉明 201413208 水工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55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学成 201413209 水工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56 土建与水利学院 周晓勇 201413210 水工结构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57 土建与水利学院 侯飞 201413211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58 土建与水利学院 黄丹 201413212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59 土建与水利学院 解全一 201413213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60 土建与水利学院 孟庆宇 201413214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61 土建与水利学院 苗超 201413215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62 土建与水利学院 陶瑞 201413216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63 土建与水利学院 滕显飞 201413217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64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丽娜 201413218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65 土建与水利学院 武新胜 201413219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66 土建与水利学院 席兴华 201413220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67 土建与水利学院 薛浩 201413221 道路与铁道工程 普通硕士 非定向 3466.5

68 土建与水利学院 范鲁杰 201413222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 普通硕士 非定向 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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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土建与水利学院 柏洁 20141322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70 土建与水利学院 毕丽平 201413224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71 土建与水利学院 曾玉洁 201413225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72 土建与水利学院 常熤存 201413226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73 土建与水利学院 陈晓光 201413227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74 土建与水利学院 崔宇鹏 201413228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75 土建与水利学院 冯明远 201413229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76 土建与水利学院 高攀 201413230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77 土建与水利学院 顾炜 201413231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78 土建与水利学院 郭康瑞 201413232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79 土建与水利学院 郝巍 20141323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80 土建与水利学院 贾元蓉 201413235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81 土建与水利学院 雷海鹏 201413236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82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超 201413237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83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进 201413238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84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凯 201413239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85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兴军 201413240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86 土建与水利学院 廖麒凯 201413241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87 土建与水利学院 刘金 201413242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88 土建与水利学院 刘庆昌 20141324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89 土建与水利学院 柳尚斌 201413244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90 土建与水利学院 牟新伟 201413245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91 土建与水利学院 牛延宏 201413246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92 土建与水利学院 孙婷婷 201413247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93 土建与水利学院 仝城 201413248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94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本硕 201413249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95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丹 201413250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96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辉 201413251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97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璐 201413252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4813.0

98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兴政 20141325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99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旭 201413254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00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艳 201413255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01 土建与水利学院 夏鹏 201413256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02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杨昕 201413257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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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土建与水利学院 姚晨 201413258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04 土建与水利学院 岳秀丽 201413259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05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丽丽 201413260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06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明伟 201413261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07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世杰 201413262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08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文 201413263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09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延欢 201413264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10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震 201413265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11 土建与水利学院 张正超 201413266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12 土建与水利学院 赵少龙 201413267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13 土建与水利学院 郑晓 201413268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14 土建与水利学院 郑阳 201413269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15 土建与水利学院 周轮 201413270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16 土建与水利学院 宗智 201413271 建筑与土木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117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鹏程 201413272 水利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18 土建与水利学院 李一鸣 201413273 水利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0.0

119 土建与水利学院 刘醒蒙 201413274 水利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2120.0

120 土建与水利学院 王利朵 201413275 水利工程 普通专业硕士 非定向 3466.5

总计 360000.0

培养单位（公章）：                  经办人：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