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年广东辅导员年度人物”推选展示活动结果

一、2020年“广东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10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中山大学 李燕

2 华南理工大学 徐喜春

3 华南农业大学 何凯

4 华南师范大学 王丹丹

5 广东工业大学 王丹丹

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陈宇

7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迪娜古丽·吉力力

8 珠海科技学院 谭霜霜

9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赖炜祎

10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胡倩

二、2020年“广东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20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中山大学 黎琳

2 暨南大学 蔡心仪

3 华南农业大学 孔晓娟

4 南方医科大学 林梦洁



5 广东医科大学 胡勉强

6 广东海洋大学 蔡静俏

7 广东金融学院 朱培松

8 广东白云学院 柯玉舟

9 广东白云学院 邓强

10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于雯

11 珠海科技学院 梅松

12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黄静惠

13 广州理工学院 林妙芳

14 广州软件学院 吴晓波

15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孙东屏

1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程钰淇

17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张璐斯

18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俊婷

19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瞿时章

20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沈木燕

三、2020年“广东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61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华南师范大学 陈启萍

2 华南师范大学 罗蕾

3 广东工业大学 刘悦

4 汕头大学 林峰



5 广东财经大学 蒋华林

6 广东医科大学 蔡鑫生

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周静

8 广东药科大学 刘漫宇

9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许素美

10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廖卢琴

11 岭南师范学院 梁康建

12 韩山师范学院 王玲

13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冯晓

14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赵康健

15 广州大学 陈楚敏

16 深圳大学 林娜

1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刘洁珠

1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吴秀婷

19 韶关学院 刘一艳

20 嘉应学院 李丽敏

21 东莞理工学院 梁意红

22 五邑大学 夏燕文

23 肇庆学院 方丹

24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张红霞

25 广东科技学院 林小青

26 广州商学院 刘万里



27 广州商学院 欧莹

28 广州工商学院 雷婧

29 广东理工学院 郭凤玮

30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周子乙

31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刘丽

32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赵鑫东

33 广州南方学院 廖然

34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胡靖姗

35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欧琳露

36 广州软件学院 朱亮亮

37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庄庆滨

38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卢苑霞

3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君浩

40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俞雪娇

41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毋海亮

4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肖丹儿

43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晨婧仔

44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文婷

45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黄洋

46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沈奕彤

47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真

48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李锦源



49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陈玉婷

5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雷聪聪

51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李平

52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萍

53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燕慧

54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杜晓静

55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周琳

56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刘伊

57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李肖敏

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李子豪

59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陈蓉蓉

60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陈爱林

61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邹超

四、2020 年“最受学生欢迎辅导员”“最具奉献精神辅导

员”“最具科学精神辅导员”“最具新媒体影响力辅导员”“最具坚

守精神辅导员”（10名）

序号 奖项 学校 姓名

1 最受学生欢迎辅导员 暨南大学 蔡心仪

2 最受学生欢迎辅导员 华南农业大学 孔晓娟

3 最具科学精神辅导员 南方医科大学 林梦洁

4 最具科学精神辅导员 广州工商学院 雷婧

5 最具坚守精神辅导员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刘丽



6 最具坚守精神辅导员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杜晓静

7
最具新媒体影响力辅

导员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胡靖姗

8
最具新媒体影响力辅

导员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

院
庄庆滨

9 最具奉献精神辅导员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君浩

10 最具奉献精神辅导员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李子豪



附件 2

“2020年广东大学生年度人物”推选展示活动结果

一、2020年“广东大学生年度人物”（10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中山大学 周宗俊

2 华南理工大学 王永飞

3 华南师范大学 潘可淇

4 岭南师范学院 王婉儿

5 广州大学 陈晓兵

6 广州医科大学 黄浚峰

7 惠州学院 谢林师

8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林炫骏

9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许成富

1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梁荣浩

二、2020年“广东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20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中山大学 龚文杰

2 华南理工大学 龙润东

3 暨南大学 朱文俊

4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汪硕



5 深圳大学 黄晓雯

6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吴玉婷

7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冯煜升

8 珠海科技学院 佘军

9 东莞城市学院 王媛

10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肖仕钊

1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林颖

12 广州理工学院 梁宇铭

13 广州软件学院 李馥锋

14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彭超辉

15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张又丹

16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戴志泉

17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谭乐韬

18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梁锦明

19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黄灏

20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张瑞霖

三、2020年“广东大学生年度人物”入围奖（71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中山大学 张腾跃

2 华南理工大学 兰雨潇



3 暨南大学 钟远

4 华南农业大学 沈敏贤

5 华南农业大学 宋施豪

6 南方医科大学 刘茹冰

7 南方医科大学 陈演瑜

8 广州中医药大学 蔡细敏

9 广东工业大学 丁晓凯

1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敬煌

11 汕头大学 许稚芝

12 汕头大学 杨剑

13 广东财经大学 王鸿吉

14 广东医科大学 白梓洋

15 广东医科大学 张晓敏

16 广东海洋大学 胡琼蕾

1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刘毅

18 广东药科大学 黄金滢

19 广州美术学院 邢晓虹

20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林国熊

21 韩山师范学院 林艺妮

22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赵诗敏



23 深圳大学 马大鹏

24 南方科技大学 顾心怡

25 深圳技术大学 刘礼杰

2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赖燕琼

27 嘉应学院 叶倚良

28 五邑大学 张宪文

29 广东培正学院 单豪锋

30 广东白云学院 赵煜

31 广东科技学院 吴金海

32 广州商学院 姚庚润

33 广州工商学院 黄美仪

34 广东理工学院 吴宝君

35 广州华立学院 谢瑞灵

36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傅振宇

37 广州新华学院 赵家浩

38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卢桂钦

39 湛江科技学院 江佳玲

40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洪伟鑫

41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蓝锋

42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陆镔彬



4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芷君

44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潘进基

45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黄慕贞

46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黄灿钊

47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萧浩鹏

48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黎嘉棋

49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罗竦曦

50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唐国东

51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戴子钦

52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张润樾

53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黄伟林

5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郭炫毅

5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周业忠

5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潘健文

57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林嘉豪

58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严启聪

59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李幸穗

60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周子涵

61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林立栋

6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丘振



63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陈晓婷

64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郑云燕

65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邱志东

66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梁海文

67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张滨

68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郑良大

69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马炫溪

70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吴嘉峰

7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谢英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