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师学长俱乐部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2017级新生学长拟录取名单 

 

序号 服务班级 姓  名 性别 党团员 所在班级 电话 学生干部经历 

1 中文 171 徐冰洁（组长） 女 团员 人教 161 13372507307 
2016-2017 第一学期为办公室干事，现任院

学生会办公室主任 

2 中文 171 赵越 女 团员 中文 151 13588289136 2016-2017担任嘉礼华服社办公室干事 

3 中文 171 沈丹妮 女 团员 中文 161 13372517933 优秀寝室长 

4 中文 171 应少艾 女 团员 中文 161 15306550122 文娱部长 

5 中文 172 章佳萍（组长） 女 
重点培养对

象 中文 152 18100178432 
人文学院团委学生会体育部干事，现任中文 152班

宣传委员 

6 中文 172 阴姗姗 女 团员 中文 161 15990071236 学习委员 

7 中文 172 陆丹莹 女 团员 中文 162 15990066019 校就业办公室部长 

8 中文 172 毛艺滢 女 团员 中文 162 13396568955 班级组织委员 

9 中文 173 陶然（组长） 女 团员 中文 162 15345820034 院学生会办公室主任 

10 中文 173 吴安妮 女 团员 中文 163 17376507376 副班长，院团委宣传部部长 

11 中文 173 徐前 女 团员 中文 163 15306518755 中文 173新生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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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文 173 朱家萱 女 团员 中文 163 15011469993 宣传委员 

13 中文 174 沈娟菲（组长） 女 
预备党员 

中文 152 18072802597 中文 152班长 

14 中文 174 许燕城 女 团员 中文 152 13588140235 无 

15 中文 174 阮明月 女 团员 中文 152 15105863197 杭师大淑雅学堂班长 

16 中文 174 史宇峰 男 团员 中文 152 18100178396 无 

17 汉教 171 叶素芬（组长） 女 团员 汉教 151 13588050740 大一担任过班长 

18 汉教 171 黄晶晶 女 团员 汉教 161 17376512353 全媒体组织部干事，班里的心理委员 

19 汉教 171 金文洁 女 团员 汉教 161 17376513021 担任大学生艺术团实践部干事 

20 汉教 171 杜诚艳 女 团员 汉教 161 17764598532 无 

21 历史 171 王雪颖（组长） 女 
入党积极分

子 历史 151 13588128346 
校大学生艺术团办公室副部长、 校广播台办

公室部长。 

22 历史 171 陈兵 男 团员 历史 151 13588127925 无 

23 历史 171 鲍紫薇 女 
入党积极分

子 历史 161 15990085683 曾任学生会办公室和校心协活动策划部干事 

24 历史 171 贾珍艳 女 
入党积极分

子 历史 161 15990086322 历史 161班的团支书 

25 人教 171 沈怡萍（组长） 女 团员 人教 151 13588132730 人教 151班的副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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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人教 171 谢思露 女 
入党积极分

子 人教 161 15990079003 无 

27 人教 171 陈宁 女 团员 人教 161 15990079931 无 

28 人教 171 叶雨涵 女 团员 人教 161 17767670918 寝室长，人文团学干事 

29 全体班级 谷硕 女 团员 
16 级学硕

班 15757119697 班长 

30 全体班级 黄雅莉 女 团员 
16 级学硕

班 15990127485 任过学习委员、院研会办公室干事等 

备注：请按照服务班级为单位进行填写，各服务班级的组长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