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红色百年”2021年中国大学生国旗护卫队展示赛 

运动员名单公示 

（按学校代码排序） 

 

甲组 

北京交通大学: 

周耀雄  崔博然  兰祺桢  甘康  王静远  侯歆扬  张文昊

张航  邹锦涛  袁英铭  张博睿  耿铉清  解松桥  孙文轩  

孟凡森  惠泳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柏苏  金兆轩  任明煦  杨煜宸  李润洋  孙晶  李浩男 

杨伟奇  张宇皓  张靖赟  张曦月  钟展平  杨东博 

高苡娜  王国旗  程亮璞 

 

北京科技大学： 

冀俊弛  李志尊  魏莳宇  杨宇科  樊锦涛  马煜轩  肖 杨 

胥新驰  王筱源  张樾蘅  武若楠  焦聚源  高艺鑫 许琬迪 

万雅欣  鞠  萍 

 

北京化工大学： 

周黎松  王康政  黄锦祺  杜海超  张岩  陈震  杨光    

殷成威  付浩翔  高俊祥  高靖宇  董先锋  王子祯 

侯岳轩  陈佳彤  王亿豪 



北京邮电大学: 

周 晗  林 睿  王念瑞  孙成琳  金 鹏  杨钧凯  王佳乐 

许竞文  杨孟瑾  杨金樾  张天彧  左青雅  熊 昉 

如斯旦木·库尔班  邱月妍  叶滨赫 

 

北京建筑大学: 

曹健  陈康  李培昕  王义澎  李春淇  苏迪  杨翼     

王佳骏  王军阳  乔聪蕊  张弈涵  赵爽  张肇涵       

虞懿玲  钱佳慧  彭超然 

 

北京师范大学: 

周明悦  张芮  张子涵  袁铭璟  侯玥曼  王誉涵  滕子昕 

梁兆鑫  高艺榕  高语彤  孙玮祎  李宛桐  张以熙 张艺婧 

郑佳宜  哈丽丽 

 

南开大学: 

彭莞越  张陈京达  张泾渭  朱星宇  李骏博  王婧如    

雷婉彤  田益菲  王博石  牟科宇  刘雅萱  关傲  桂晨曦  

姜欣典  刘政华  吴雅新 

 

内蒙古科技大学： 

王凯涛  白清泉  赛纳  唐宇璐  王旭  赵蒙  贾存鑫    

孟祥玮  张杰  田伟  朱艳伟  王祥  刘文博  李飞      

白凯黎  郑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于进帅  吴雅阳  谌铭江  李骏  梁志远  唐铭  王禹添  

王泽  秦煦珅  山亚鹏  陈奕铭  陈宇昊  张渴馨  赵霞 

张婕敏  郑艳涵 

 

浙江理工大学： 

毕浩然  宋可晴  朱影婧  管璨  薛婧含  李依俐  陈加豪

苏昊城  傅子沣  卢泓屹  张轲  楼雨晨  王俊凯  张婷 

寿建栋  李茂鑫 

 

温州医科大学: 

吴振华  谢陈俊  张宇涛  庄晨烨  刘斯元  裴青松 蒋骋宇 

钟文杰  谢荣嘉  张  庭  丁冰羽  王富樱  施慧芹 宋海璐 

方文伟  付玉婷 

 

浙江师范大学: 

邱晹  雷乔预  周帅翰  金梁燕  夏泽楷  计诗捷  史文政 

高凌漪  李依函  奚莹  马海波  薛傲冉  唐礼瑞  贾钧兰 

黄晨桀  邹庆庆 

 

浙江工商大学: 

任舒雅  张聪慧  江婧柔  宋雨轩  陈羽  蒋方莹  谢晓建

胡翔宇  李祥伟  陈周赟  罗勤  彭亚杰  王靖超  高佳成 

张超  李晨昂 



安徽师范大学: 

赵紫嫣  张媛媛  孙思雨  洪成  徐可  见祥雨  陈铭鑫  

秦小峰  夏龙飞  路阿龙  殷恩慧  单文静  王延芳  吴旗

刘林盛  王子俊 

 

南昌航空大学: 

蒲涛  熊涛  许云翔  周亚豪  朱钰徐  刘诚毅  杨文武  

宋光瑞  朱骏凯  魏嘉龙  徐康华  斯马义江·亚森      

肖小娟  刘倩榆  李晴  徐秋婷 

 

青岛科技大学： 

陈浩龙  王奕蘅  张镡  郭胜楠  李升飞  郭雨恒  张清 

张子秋  梁腾胜  赵方  刘煜  宋久冲  陈维佳  王英杰 

刘艳菲  洪楚云 

 

广东医科大学: 

谭冬娴  张弛  丁雅虎  周嘉芙  叶雯雯  何好晴  董晨 

邓舒婷  陈琳  黎思怡  石加华  莫绮纹  廖绮彤 

李美静  潘秋敏  成春雨 

 

贵州师范大学: 

胡国美  吴光坤  骆  娇  吕  涛  谭  飞  梁  琼      

李洪涛  文旭浪  苏海勇  张宗亮  李应涛  唐诗诗      

黎倩媛  向  雪  罗润竹  李明艳 



云南民族大学: 

官家隆  洛茸江参  陈鹏宇  曹少蓉  耿艺菀  黄云龙 

吴金秀  董智媛  张县  刘尚先  鲁茸吉层  邓玉洁 

穆春旭  林兴来  杨杰  王依雪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黄志良  颜丙跃  张梓文  王俊辉  张嘉子祺  刘睿其 

罗世林  李国豪  项骋宇  赵真乐  李梓萌  郭丽 

李月池  戈伽纹  何伊露  张留缘 

 

浙江警察学院: 

陆添齐  刘志坚  董文洋  朱之江  蒋若愚  黄程 

周志毅  顾问  邱陈辰  凌宇锴  林勖之  张義恒 

梅豪  王钶珽  旦增贡吉  马天旸 

 

宁波大学： 

宋铖  田珂菲  王安栋  张景强  程瑞  王顺顺  姜丁硕  

宋阿飞  张天宇  俞冰  籍久桐  谭灏天  文竹雨  胡逸凡 

李俊豪  冯璐敏 

 

浙江传媒学院： 

王俊欢  曲  含  余苏丹  陈昱彤  余昕晨  索子菲 汪一涵 

胡灵珠  耿梦泽  任梦甜  申屠佳佳  谷雨欣  李玥佳妮 

刘家伊  荣彩翼  周雨桐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于家辰  袁  乐  高嘉谦  宋祉颐  薄金阳  陈佳瑶      

李博妍  潘程辉  李博涵  徐子窈  郑琨基  舒  畅 

王宇轩  项可菡  陈博业  张智豪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项旭鋆  吴延付  唐宸宇  高钰辉  何晓峰  谢景戎      

虞晓凯  林海奇  杨钦水  李洋洋  吴方妮  姜  晚 

陈文静  缪依蕊  张嘉意  陈金金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陈永和  潘商旭  周韩磊  奚莞婷  戴靖东  黄欧影      

吴和荣  李尤利莎  陈慧琳  赵金云  陈思任  吴倩倩 

刘祯妍  周哲峰  王禹凯  王春鑫 

 

郑州西亚斯学院: 

易昕旸  孙金鑫  朱俞茹  杨欣蕊  孙新凯  刘畅  李振鹏 

王宇航  王朋  王盼盼  赵辰硕  陈盼盼  杨硕  张舒翔 

王子宇  赵明龙  魏志豪



乙组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鹏宇  王昊迪  王泽鹏  王子为  刘子奇  唐帅迪 刘金烨  

马千乔  田梦  刘嘉欣  丁路洋  凯辿日耶•买吐送  翟红帅  

曾彦琳  贾聪聪  王科贤  

 

黎明职业大学： 

余卓航  林键煖  黄俊杰  刘海军  缪超  汪泽桔  苏新鸿 

陈志凯  肖炜  陈龙俊  吴贤宇  李胤佳  洪乃德  杜寺军

朱梅龙  蔡杰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孙志伟  王宇沐  郑廉洁 李钦策  高献奇 吕锴涵 龚瑾瑜 

杨涵越  唐昊宸  王子贤  王旭日  陆哲明  颜丙铖 李望泽 

潘泽安  左宇豪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应越  李超凡  宁兴鹏  沈智超  吴焱  陶哲  郑卢浩    

李依喆  夏哲瑜  熊福冲  郑心慧  姜垠  陶安  邹文 

沈枭雄  刘子语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余多  余靖杭  余增丰  姚晴轩  李启程  王俊  胡镇杰  

薛嘉伟  钱玲峰  范凯翔  李荣枭  张景祥  吕树泽 

周园杰  黄子怡  金欣怡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张可富  周镕华  李托  庄多帅  蔡骏  骆子冲  陈可弋 

周发洪  黄文豪  周伟  王振宇  高君宝  陈智鸿        

卓嘉赞  谢卓阳  邹鸿毅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孙立英  张盛洋  范潇予  张力天  胡国涛  黄胜达 陆柏圻 

郁佳琪  张梓鑫  沈幸子  徐光举  蔡腾洲  陈宏达  王 镇 

孙一栋  王晶晶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方鑫晨  黄紫权  陈成华  吴玲俊  徐梓捷  陆嘉明      

俞佳辉  王康  盛金杰  徐倩倩  陈璐  李勤攀 

周尹健  颜灵龙  章 磊  王武杰



丙组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王建全  蒋正  舒熙程  刘齐  徐石峰  张祚玮  韩宇    

李翔  王敬博  孔祥晖  陈彦名  刘东卫  田发镕 

王彬  祖之润  刘政海 

 

武昌职业学院: 

朱奥  王英豪  汪洪利  张景华  汤文龙  赵志潼  杨豪杰

张俊伟  李亚楠  刘旭辉  闫烜浩  舒全涌  曹天浩 

欧阳张成  赵青  刘旭洲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刘亚东  张瑞中  卢文玺  尚修龙  郑定坤  张嘉顺  张万 

黄中驭  陈世巨  渠润泽  胡丛林  江海涵  裴铭  何龙 

李鹏  魏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