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委员会
拟 发 展 学 生 党 员 公 示
根据学校党委组织部有关规定，为增强发展学生党员工作的
透明度，进一步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建设高素质学生党员队
伍，现对田雨琦、唐韵箫等 35 位拟发展对象予以公示：
田雨琦，女，2000 年 7 月生，团员，2018 级翻译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3/61、
综合测评排名 19/61。

唐韵箫，女，1997 年 5 月生，团员，2018 级翻译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34/61、
综合测评排名 2/61。曾获 2018-2019 学年专业二等奖
学金，2018-2019 学年校级三好学生，2019-2020 学年
专业三等奖学金，2019-2020 学年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谢京彤，女，2000 年 10 月生，团员，2018 级翻译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6/61、综
合测评排名 22/61。

杨梦晗，女，2000 年 11 月生，团员，2018 级翻译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7/61、综
合测评排名 17/61，曾获 2018-2019 年二等奖学金、
2019-2020 年专业三等奖学金。

张译方，女，2021 年 11 月生，团员，2018 级翻译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4/62，综
合测评排名 14/62，曾获 2018-2019 年三等奖学金、
2019-2020 年专业一等奖学金。
张帆，女，2001 年 1 月生，团员，2018 级翻译（中
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26/62、综合
测评排名 16/62，曾获 2018-2019 学年专业三等奖学
金，2019-2020 学年专业三等奖学金，校级社会实践
优秀个人。

梁晶晶，女，2000 年 11 月生，团员，2018 级翻译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30/62、
综合测评排名 12/62，曾获校级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郭旭佳，女，2000 年 8 月生，团员，2018 级翻译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22/61、
综合测评排名 6/61，曾获得外国语学院 2018-2019 年
度、2019-2020 年度大二三好学生、2019-2020 三等奖
学金、校级社会实践优秀个人。

张晓雅，女，2000 年 7 月生，团员，2018 级日语
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0/19、综合测评排名 3/19，
曾获 2019-2020 学年专业二等奖学金，院级优秀学生
干部，院级三好学生。学金，2019 年专业一等奖学金。

张珊珊，女，2000 年 3 月生，团员，2018 级西班
牙语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6/28，综测成绩排名
9/28，曾荣获 2018-2019 年专业三等奖学金，2019-2020
年专业二等奖学金，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马紫轩，女，2000 年 12 月生，团员，2018 级西
班 牙语 专业 学生 ； 学习 成绩 排名 4/28 ， 综测 排名
11/28；曾获 2018-2019 学年、2019-2020 学年专业单
项奖学金。

张世龙，男，1999 年 12 月生，团员，2018 级俄
语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5/27，综测排名 2/27；曾
获专业一等奖学金，奖学金，校三好学生。

张雅丽，女，1999 年 9 月生，团员，2018 级俄语
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0/27，综测排名 4/27 ，曾
荣获啊 2018-2019 学年专业单项奖学金，2019-2020
学年三等奖学金，2019-2020 学年院级三好学生。

陈佳依，女，1999 年 10 月生，团员，2018 级俄
语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2/27，综测成绩 8/27，曾
获得 2018-2019 学年专业单项奖学金，2019-2020 学
年二等奖学金。

贺帆，女，2000 年 4 月生，团员，2018 级俄语专
业 学生 ；学 习成 绩 排名 8/27、 综合 测评 成绩 排 名
11/27；曾获 2018-2019 年专业三等奖学金，2019-2020
年专业三等奖学金。

佟竞一，女，1999 年 6 月生，团员，2018 级俄语
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27、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9/27；曾获 2018-2019 年专业三等奖学金，2019-2020
年专业一等奖学金。

田亚青，女，2002 年 1 月生，团员，2019 级西班
牙语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5/30、综测成绩排名
8/30；曾获 2019-2020 年专业三等奖学金，2020 年校
级共青团员，2020 年校级优秀学生干部，2020 年校级
优秀志愿者。

孙倩旻，女，2001 年 4 月生，团员，2019 级外国
语学院俄语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8/25、综合测评
成绩排名 1/25 ;曾荣获校级优秀共青团员，2019-2020
年专业三等奖学金。

芦子涵，女，2002 年 2 月生，团员，2019 级英语
教育专业；学习排名 50/200、综测排名 29/200；曾获
2020 年专业二等奖学金。

刘思佳，女，2001 年 6 月生，团员，2019 级英语
教育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56/200、综合测评成绩
排名 15/200；曾荣获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2019—2020
学年校级优秀学生干部、院级三好学生、三等奖学金。

朱子涵，2002 年 1 月生，团员，2019 级英语教育
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65/200，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34/200;曾荣获 2020 年校级优秀共青团员，2020 年院
级三好学生，2020 年院级优秀学生干部。

徐艺铎，男，2001 年 5 月生，团员，2019 级英语
教育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12/200，综合测评成
绩排名 18/200；曾获 2020 年宣化区疫情防控优秀志
愿者、2021 年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张鲡沣，女，2001 年 9 月生，团员，2019 级英语
（公费师范生）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02/200，
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40/200；曾荣获 2019-2020 年专业
三等奖学金、单项奖学金，2021 年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齐文，女，2001 年 6 月生，团员，2019 级英语(公
费师范生)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30/200、综合测
评成绩排名 5/200；
曾获 2019 年度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刘资曼，女，2001 年 3 月生，团员，2019 级英语
教育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23/200，综合测评成绩
排名 1/200，曾获得 2020 年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
学生干部，校级优秀团员，2021 年校级优秀共青团干
部。
王美玉，女，2001 年 6 月生，团员，2019 级英语
教育专业学生；成绩排名 24/200、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12/200，曾获得 2019－2020 学年专业三等奖学金。

张晗，女，2001 年 6 月生，团员，2019 级翻译专
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6/32、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1/32；曾荣获 2020 年院三好学生，2020 年院三等专
业奖学金。

苏亦康，女，2001 年 4 月 10 日出生，团员，2019
级翻译（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成绩排名 31/60、
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8/60；曾荣获 2020 年专业三等奖
学金，2020 年单项奖学金。

杨凡，女，2001 年 9 月生，团员，2019 级商务英
语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2/28、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1/28；曾荣获专业二等奖学金、院级三好学生称号

范慧琳，女，2001 年 1 月生，团员，2019 级法律
英语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22、综合测评成绩
2/22。

王薇，女 ，2001 年 11 月生，团员，2019 级翻译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2/60，
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5/60，曾获 2019 年校级优秀共青
团员，2020 年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专业
二等奖学金。

凌丹阳，女，2002 年 2 月生，团员，2019 级翻译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0/60，
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4/60，曾荣获 2019-2020 学年专业
二等奖学金、校级优秀共青团员、校级三好学生、校
级优秀学生干部。
裴建红，女，1996 年月生，团员，2019 级俄语语
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1/9，综合测评成绩
排名 4/9；
曾荣获 2019 年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020
年三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吴雅丽，女，1996 年 12 月生，团员，2019 级英
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5/15，综合测评
成绩排名 5/15；曾获 2019 年、2020 年二等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

闫东雪，女，1995 年 10 月生，团员，2019 级外
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学生；学习成绩排名
4/15，综合测评成绩排名 8/15；曾荣获 2019 年、2020
年三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经过严格的审查，以上 35 位同学本人、家庭主要成员及主要
社会关系政治历史清楚，均没有发现问题。
欢迎全院教职工、全体同学对以上拟发展对象提出意见。
公示时间：2021 年 5 月 10 日——5 月 14 日(五天)
办公地点：外国语学院党委办公室 219
意见收集人：赵晓聪
联系电话：80788501
电子信箱：sdwydw@163.com
中共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