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译（英译中） 笔译（中译英） 
姓名 大学名称 奖项 姓名 大学名称 奖项 

冯潇洋 太原理工大学 一等奖 黄骏钊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等奖 

江玉琴 上海海事大学 二等奖 毕江婷 扬州大学 二等奖 

莫菲菲 浙江大学 二等奖 程榕 江南大学 二等奖 

王云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二等奖 詹文婧 上海大学 二等奖 

任玉稀 江苏科技大学 三等奖 常瑾 华侨大学 三等奖 

刘娇 上海海洋大学 三等奖 邓凌云 上海大学 三等奖 

潘秋红 华中科技大学 三等奖 胡悦 华中科技大学 三等奖 

叶馨 太原理工大学 三等奖 黄竞萱 东南大学 三等奖 

陈爽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三等奖 黄婉婕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三等奖 

沙梦怡 浙江工商大学 三等奖 贾瑶瑶 华东交通大学 三等奖 

陈逸华 浙江工商大学 三等奖 金鑫 陕西师范大学 三等奖 

沈宇涵 东南大学 三等奖 李林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三等奖 

刘雪纯 中南民族大学 三等奖 刘剑峰 成都理工大学 三等奖 

郑乐怡 太原理工大学 三等奖 刘鑫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三等奖 

王家齐 太原理工大学 三等奖 马小鸿 成都理工大学 三等奖 

何穗杨 杭州师范大学 三等奖 毛燕玲 上海海洋大学 三等奖 

林雅婵 福州大学 三等奖 莫佳斌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三等奖 

王文浩 西北师范大学 三等奖 秦思 同济大学 三等奖 

韩静云 北京语言大学 三等奖 宋俐荣 长江大学 三等奖 

李霏 南京师范大学 三等奖 孙兆洋 青岛大学 三等奖 

赵瑾 大连海事大学 三等奖 杨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三等奖 

杨一帆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三等奖 余奕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三等奖 

张妍 黑龙江大学 三等奖 张慧敏 齐鲁工业大学 三等奖 

郑昕 重庆大学 三等奖 周雪 扬州大学 三等奖 

	
	
	
	
	
	
	
	
	
	
	
	
	
	
	
	
	
	
	
	
	
	
	



	

优秀奖(英译中）获奖名单	

	
	
	
	
	

白荣亮 兰州交通大学 房云蓓 上海海洋大学 匡西诺 上海电机学院 

白莹 贵州大学 费兆聪 华中师范大学 旷智慧 长沙学院 

班荣皓 贵州大学 冯丽 兰州交通大学 赖宇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包丽丽 黑龙江大学 冯心禹 南方医科大学 雷婧霞 长江大学 

蔡国华 四川外国语大学 傅振修 吉首大学 雷若楠 东北师范大学 

蔡诗晨 福州大学 高雨歆 北京语言大学 李冰然 大连海事大学 

曹丽 重庆大学 高毓珏 太原理工大学 李婳婳 重庆大学 

曹蔚林 上海海事大学 龚亿财 成都理工大学 李佳希 宝鸡文理学院 

曹修齐 太原理工大学 顾家成 江苏大学 李嘉明 宝鸡文理学院 

巢鹏 上饶师范学院 郭佳玉 河北外国语学院 李梦瑶 南京农业大学 

陈佳妮 浙江工商大学 郭忆庆 长江大学 李娜 上海电机学院 

陈静 浙江工商大学 郭紫薇 华东交通大学 李倩倩 西北师范大学 

陈科妤 中央财经大学 韩箫 广西医科大学 李青青 湖南师范大学 

陈可欣 宁波大学 韩仲谦 上海电力大学 李诗瑶 上海理工大学 

陈蕾 同济大学 郝友丽 太原理工大学 李西宁 齐鲁工业大学 

陈丽君 长江大学 何佳艺 杭州师范大学 李歆恬 西交利物浦大学 

陈丽平 长江大学 贺苗 太原理工大学 李依依 中国海洋大学 

陈赛花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洪红 大连海事大学 李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陈晓灵 浙江工商大学 呼啸 成都理工大学 李雨蒙 重庆大学 

陈星宇 重庆医科大学 忽琬琪 宝鸡文理学院 李贞 浙江工商大学 

陈怡钧 河北外国语学院 胡佳乐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李祯妮 上海交通大学 

陈玉飞 贵州大学 胡洋洋 湖州师范学院 廉晓璐 青岛科技大学 

陈志恒 中山大学 胡雨俊 宝鸡文理学院 梁力乔 广东海洋大学 

陈忠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胡悦 华中科技大学 梁佩 太原理工大学 

陈子豪 长江大学 黄罗 延安大学 廖振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国商学院 陈子瑜 苏州大学 黄绮婷 广东海洋大学 林妙恩 

陈梓源 中南民族大学 黄珊珊 长江大学 林立 长江大学 

程红艳 华侨大学 黄燕羽 广东海洋大学 林宇 杭州师范大学 

程铭 北京外国语大学 黄旖嫣 长江大学 刘丹 广西医科大学 

程冉 上海海事大学 惠迎 江南大学 刘鸿颖 上海理工大学 

崔亚萍 太原理工大学 汲豪杰 青岛大学 刘倩文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邓梦兰 海南师范大学 贾明辉 黑龙江大学 刘清香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董琪 北京林业大学 贾瑶瑶 华东交通大学 刘诗秀 广西医科大学 

董欣 华中师范大学 蹇冰冰 湖南农业大学 刘晓芸 重庆大学 

董馨语 南京农业大学 姜龙飞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刘笑笑 江西理工大学 

都苗 江西理工大学 焦世昕 太原理工大学 刘雅倩 贵州大学 

杜英杰 重庆大学 金东林 西北师范大学 卢晓晗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杜昱洁 浙江工业大学 金倩 长江大学 娄亦文 上海电机学院 

段敏瑞 吉首大学 晋泽远 贵州大学 鲁瑜 太原理工大学 

方可 南京邮电大学 康心茹 内蒙古工业大学 陆玟锦 上海师范大学 

房宇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孔垂敏 贵州大学 吕奕佳 重庆交通大学 



	

	
	

马丽莉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佩 上海大学 杨雅涵 长江大学 

马丽雯 太原理工大学 王奇鑫 上海大学 杨妍 南京农业大学 

马少怡 上海海洋大学 王琦 西安交通大学 姚敏 太原理工大学 

马紫瑶 宝鸡文理学院 王倩婷 江苏大学 易小兰 重庆大学 

买天春 西北师范大学 王巧 内蒙古工业大学 阴湙萌 成都理工大学 

毛佳楠 吉林外国语大学 王若冰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殷涛 重庆大学 

毛佳颖 浙江工商大学 王若雪 山东理工大学 尹佳妮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孟莹莹 浙江工商大学 王世莹 西北师范大学 雍玲 宜宾学院 

明志龙 北京语言大学 王帅利 沈阳建筑大学 于井安 吉林外国语大学 

莫佳斌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思宇 北京语言大学 余娴芳 上海海事大学 

莫锦汉 中国矿业大学 王素娟 上海海事大学 余奕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牟韵菲 四川外国语大学 王闻 三峡大学 袁峥 安徽师范大学 

潘星 江西理工大学 王鑫 云南师范大学 张芳玲 四川外国语大学 

潘雨晴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雪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张欢 太原理工大学 

庞媛 长江大学 王一简 安徽师范大学 张慧敏 福州大学 

彭千 长江大学 王宇 吉林外国语大学 张慧敏 齐鲁工业大学 

乔泽儒 合肥工业大学 王玉红 江西理工大学 张靖 广西医科大学 

邱自立 北京语言大学 王真真 江西理工大学 张立 安徽师范大学 

饶雪 重庆医科大学 韦洁 广西医科大学 张璐芸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任冠桦 广西医科大学 温宁 太原理工大学 张萌萌 大连海事大学 

任晶蕾 延安大学 邬俊波 华东理工大学 张晓宇 上海海事大学 

阮杰 湖北工程学院 吴玲仪 西南政法大学 张雁南 上海大学 

邵琛明 广东海洋大学 吴妍 大连海事大学 张耀越 西北师范大学 

沈慧芝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吴燕妮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逸旻 大连海事大学 

沈朱婷 上海电机学院 项倩宇 长江大学 张媛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石展祥 湖北经济学院 肖健 江西理工大学 张悦婷 西安交通大学 

宋文秀 西南政法大学 谢邦顺 安徽师范大学 张振浩 广东海洋大学 

宋璇 太原理工大学 谢添 华东交通大学 章佳佳 杭州师范大学 

宋怿明 大连海事大学 邢劲风 宝鸡文理学院 章铮 南京邮电大学 

宋逸凡 上海电机学院 徐鲁宁 长江大学 赵观鸿 上海大学 

孙茂环 太原理工大学 徐倩瑶 黑龙江大学 赵浩枫 东北大学 

孙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徐岳 贵州大学 赵换 湖南大学 

孙中瑾 上海海事大学 许伟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赵荣鑫 太原理工大学 

谭君倩 黑龙江大学 薛杨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轶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唐嘉翔 太原理工大学 严雪丹 成都理工大学 郑轲鹏 福州大学 

唐丽敏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严芸 上海外国语大学 周帆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汪童 齐鲁工业大学 颜康静 南京邮电大学 周祺 湖南大学 

汪子凡 三峡大学 颜如玉 太原理工大学 周煊楠 西安外国语大学 

王碧容 长江大学 杨贝贝 上海海事大学 周钰 长江大学 

王楚豫 长江大学 杨萌 上海外国语大学 朱贝 湖南师范大学 

王慧玲 四川外国语大学 杨清华 太原理工大学 朱东晓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王嘉铭 吉林外国语大学 杨清如 宿迁学院 朱璐瑶 浙江工商大学 

王淼 南通大学 杨姗姗 宁波大学 宗爱雪 大连海事大学 

王宁 常州大学 杨晓斌 台州学院 祖梦梦 北京语言大学 



	
	

优秀奖（中译英）获奖名单： 	

安琪 上海海事⼤学 柯春梅 华侨⼤学 王晓桐 上海海事⼤学 

曾环宇 重庆医科⼤学 雷志苗 宁波⼤学 王宣 ⿊龙江⼤学 

曾艺明 重庆⼤学 李曾 吉林外国语⼤学 王亚茜 湖北⼤学 

陈安昕 ⼴东外语外贸⼤学 李含 吉首⼤学 王允 上海海事⼤学 

陈杰 浙江⼯商⼤学 李杰阳 湖南师范⼤学 王则浩 长沙理⼯⼤学 

陈琴 贵州⼤学 李敏 西南科技⼤学 温迎迎 长沙理⼯⼤学 

陈思颖 中南民族⼤学 李宵 陕西师范⼤学 吴慧明 长江⼤学 

陈逸扬 上海海洋⼤学 李雪彦 上海⼤学 吴佳露 贵州⼤学 

陈昭就 ⼴西医科⼤学 李洋 重庆⼤学 夏煜祺 南京农业⼤学 

程铭 北京外国语⼤学 李⽟洁 长江⼤学 向梦诗 南京农业⼤学 

程思佳 安徽⼯业⼤学 连蓉 上海⼤学 向倩 四川外国语⼤学 

崔明珠 东南⼤学 廖敏君 ⼴西医科⼤学 谢丹 北京外国语⼤学 

崔琦 ⼤连海事⼤学 刘丹 四川外国语⼤学 辛宓霖 江西理⼯⼤学 

崔微微 东北师范⼤学 刘⼒铭 国防⼤学政治学院 徐杨 上海⼤学 

邓梦兰 海南师范⼤学 刘莉 青岛科技⼤学 杨波 上海海洋⼤学 

丁澄奕 上海师范⼤学 刘祎鸣 ⼤连外国语⼤学 杨彩莲 ⼴州⼤学 

董琪 北京林业⼤学 刘昭君 ⿊龙江⼤学 杨璐 重庆⼤学 

费及竟 上海⼯程技术⼤学 柳洁 青岛⼤学 杨妮 扬州⼤学 

冯贺 ⼤连海事⼤学 楼翠霞 上海对外经贸⼤学 尹佳妮 上海外国语⼤学 

冯梅娟 中⼭⼤学 陆裕婷 兰州交通⼤学 俞杨 上海交通⼤学 

⾼婉璐 重庆⼤学 ⽑佳怡 湖北经济学院 袁⽭奇 江南⼤学 

龚⽂琪 重庆⼤学 莫嘉栋 南京农业⼤学 袁吴迪 武汉科技⼤学 

郭莹丽 湖北⼤学 倪维思 自由职业者 张敏 上海海事⼤学 

韩依桐 西安翻译学院 欧阳丽珍 上海海事⼤学 张小兵 吉首⼤学 

何燕伶 西昌学院 潘园园 上海⼤学 赵丹丹 吉首⼤学 

何雨⽂ 上海电机学院 全颖 中国⽯油⼤学（华东） 赵观鸿 上海⼤学 

何自群 青岛⼤学 任晶蕾 延安⼤学 周继霞 西北师范⼤学 

贺苗 太原理⼯⼤学 邵清清 杭州师范⼤学 周祺 湖南⼤学 

胡安琪 云南师范⼤学 孙梦琦 ⼤连海事⼤学 周游 南京农业⼤学 

华海魁 吉林外国语⼤学 檀斌林 ⼴西⼤学 朱芙蓉 上海师范⼤学 

季纯祎 浙江海洋⼤学 王迪 ⿊龙江⼤学 朱巧维 杭州师范⼤学 

簡似⽵ 上海外国语⼤学 王冬 中国⽯油⼤学（北京） 左权 湖北⼤学 

蒋梦缘 宁波⼤学 王婧怡 北京邮电⼤学   

鞠宏 哈尔滨⼯程⼤学 王洛梵 浙江⼯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