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示 2021 年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知识大赛结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校教

发〔2008〕58 号）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关于公布省部级以上学

科竞赛获奖级别认定结果的通知》（校教发〔2013〕29 号）要求，

学校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举办了 2021 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

文知识大赛。本次大赛由公管传媒学院承办,比赛奖项设置为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诗歌创作优秀奖。一些同学取得了优秀

的成绩，大赛组委会根据比赛规则进行了评奖，现将获奖名单向

全校师生公示，在公示期内，如对获奖名单有异议者，请向北京

信息科技大学教务处反映。获奖名单见附件。 

 

 

公示期：2021 年 11 月 19 日—2021 年 11 月 26 日 

联系电话：82426825 

联系人：陈佳男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务处 

2021 年 11 月 19 日 

 

 

 

 



附件： 

表 1  2021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知识大赛结果 

姓名 学号 学院 班级 奖项 

吴婧欢 2020012122 公管传媒学院 传播 2001 一等奖 

邴晓菲 2021012148 公管传媒学院 传播 2101 一等奖 

李思仪 2021012194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101 一等奖 

石羽莎 2021012205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101 一等奖 

肖婧然 2021012207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101 二等奖 

李博 2019012333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1901 二等奖 

刘艺秋 2019012346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1901 二等奖 

赵乐怡 2021012147 公管传媒学院 传播 2101 二等奖 

黄子怡 2019012425 公管传媒学院 网媒 1902 二等奖 

孙丽日 201901247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901 二等奖 

张绪 2019012342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1901 二等奖 

左艳 2019012343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1901 二等奖 

孔末辰 2019012332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1901 二等奖 

梁晨 2021012188 公管传媒学院 网媒 2101 二等奖 

冀毅 2020012098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1 三等奖 

吴睿 2020012099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1 三等奖 

陈星宇 2020012132 公管传媒学院 传媒 2001 三等奖 

董光睿 2019012454 公管传媒学院 传播 1901 三等奖 

李阳 2020012097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1 三等奖 

李越 2020012121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2 三等奖 

刘堃 2019012336 公管传媒学院 传播 1901 三等奖 

刘佳慧 2019012335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1901 三等奖 

杜雨菲 2019012328 公管传媒学院 传媒 1902 三等奖 

陈伟豪 2019012453 公管传媒学院 网媒 1902 三等奖 

苏昕悦 2019012339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1901 三等奖 

张岩 2020012091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1 三等奖 

何骁 2019012378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1902 三等奖 

段睿琪 2019012449 公管传媒学院 网媒 1902 三等奖 

刘美一 2020012120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2 三等奖 

王天润 2017010521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1 三等奖 

赵起萌 2020012118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2 三等奖 

付婧一 2020012117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2 三等奖 

冯畅雯 2020012087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1 三等奖 

杨姝悦 2020012176 公管传媒学院 网媒 2002 三等奖 

杨嘉琛 2021012208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101 三等奖 

黄美晨 2019012329 公管传媒学院 传播 1901 三等奖 

梁爽 2020012085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1 三等奖 

黄紫依 2019012331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1901 三等奖 



 

表 2 诗歌创作优秀奖 

姓名 学号 学院 班级 奖项 

李越 2020012121 公管传媒 行政 2002 诗歌创作优秀奖 

董光睿 2019012454 公管传媒 传播 1901 诗歌创作优秀奖 

陈伟豪 2019012453 公管传媒 网媒 1902 诗歌创作优秀奖 

冀毅 2020012098 公管传媒 行政 2001 诗歌创作优秀奖 

孙丽日 201901247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901 诗歌创作优秀奖 

邴晓菲 2021012148 公管传媒 传播 2101 诗歌创作优秀奖 

石羽莎 2021012205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101 诗歌创作优秀奖 

 

杨明月 2020012115 公管传媒学院 行政 2002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