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与艺术学院团字〔2022〕3 号 
 

 

共青团人文与艺术学院第三届各学生组织、 

学生社团拟录干部公示 
 

各学生组织、学生社团、学生团支部： 

为促进学院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骨干，选拔青年人 

才，本着“公开、公正、自愿、民主”的原则，在院党委的 

领导下，我院认真开展了第三届各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组建 

工作。经过各组织、社团讨论决定，现将有关事宜公示如下： 

 

一、共青团人文与艺术学院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团 委 副 书 记：唐广鑫（广电 20-1 班） 

团 委 副 书 记：王俞宁（法学 20-2 班） 

团 委 副 书 记：李曦薇（音乐 20-1 班） 

联合办公室主任：王  湲（法学 20-2 班） 

组 织 部 部 长：张宁慧（汉语 20-2 班） 

实 践 部 部 长：张琳婧（法学 20-1 班） 

宣 教 部 部 长：毛锦钰（广电 20-1 班） 



副部长团成员： 

联合办公室 副主任：陈  莹（汉语 21-3 班） 

陈纪腾（法学 21-2 班） 

田弘谞（法学 21-1 班） 

崔仁杰（法学 21-3 班） 

组  织  部 副部长：修政平（汉语 21-4 班） 

门星龙（法学 21-3 班） 

王园鑫（汉语 21-2 班） 

高守恒（法学 21-3 班） 

实  践  部 副部长：魏成辉（法学 21-1 班） 

龚超翊（法学 21-1 班） 

余琬婧（法学 21-3 班） 

吕奕阳（法学 21-1 班） 

宣  教  部 副部长：曹铭鑫（汉语 21-3 班） 

周嘉欣（汉语 21-3 班） 

赵  芙（汉语 21-2 班） 

余思言（汉语 21-1 班） 

 
 

二、学生会 

主席团： 

执行主席：张  鹏（法学 20-2 班） 

主    席：李诗萌（汉语 20-1 班） 

彭南驰（音乐 20-1 班） 

部长团： 

办公室  主  任：刘志贤（法学 21-3 班） 

副主任：张蓝兮（汉语 21-4 班） 



武轩萌（汉语 21-4 班） 

 

学习部  部  长：秦越蕾（汉语 21-4 班） 

副部长：胡  祺（汉语 21-3 班） 

生活部  部  长：金翀阳（法学 21-3 班） 

副部长：巩汝阳（法学 21-3 班） 

文艺部  部  长：安鸿晨（音乐 21-1 班） 

副部长：杨梓美慧（法学 21-3 班） 

体育部  部  长：王姣蕊（汉语 21-2 班） 

体育部  副部长：侯佳宁（法学 21-1 班） 

  黄一轩（音乐 21-1 班） 

艺术团  团  长：公潇悦（音乐 21-1 班） 

副团长：周  洋（音乐 21-1 班） 

         向明睿（音乐 21-1 班） 

 

 

三、青年志愿者协会 

主席团： 

主  席：孙云鹏 （法学 20-3 班） 

副主席：林捷慧 （法学 20-1 班） 

李  艳 （法学 20-3 班） 

钱克莹 （汉语 20-1 班） 

部长团： 

办公室 主  任：唐  琪 （汉语 21-1 班） 

副主任：王  梦 （音乐 21-1 班） 

王  悦 （法学 21-2 班） 

实践部 部  长：吕素素 （汉语 21-2 班） 



 副部长：张雅涵  （汉语 21-3 班） 

 覃  珂  （汉语 21-2 班） 

 周存熙  （汉语 21-3 班） 

宣传部 部  长：戎腾泽 （法学 21-2 班） 

副部长：保嘉欣 （汉语 21-4 班） 

李晶晶 （汉语 21-4 班） 

拓展部 部  长：梁  爽 （法学 21-3 班） 

副部长：周金花 （音乐 21-1 班） 

冯  洋 （汉语 21-3 班） 

项目部 部  长：王周嘉上（法学 21-2 班） 

副部长：刘相君 （法学 21-3 班） 

薛佳乐 （法学 21-3 班） 

范怡璀 （法学 21-2 班） 
 

 
 

四、新闻传播中心 

主任团

主 任：毕乐乐（法学 20-1 班） 

副主任：陈嘉蕙（广电 20-1 班） 

陈  研（法学 20-3 班） 

徐勤苏（法学 20-3 班） 
部长团： 

视频部 部  长：李梦婷（汉语 21-1 班） 

副部长：魏兰苏（汉语 21-1 班） 

王  娜（汉语 21-2 班） 

新媒体 部  长：赵一鸣（汉语 21-3 班）  

副部长：武轩萌（汉语 21-4 班） 

黄子腾（汉语 21-3 班） 



编辑部 部  长：蒋  度（汉语 21-4 班） 

副部长：田昱雯（法学 21-3 班） 

段沛竹（法学 21-2 班） 

办公室 部  长：李名荟（汉语 21-1 班） 

副部长：张怡婷（汉语 21-4 班） 

张  杰（汉语 21-1 班） 

新闻部 部  长：柯  颖（汉语 21-2 班） 

副部长：刘森森（汉语 21-3 班） 

张雨萱（汉语 21-3 班） 

 
 

五、大学生心理自助中心 

主任团： 

主 任：李雪景（法学 20-1 班） 

副主任：蔡静雯（法学 20-2 班） 

闫思洁（汉语 20-1 班） 
部长团： 

秘书部 部 长：滕罂蝶（汉语 21-1 班） 

宣社部 部 长：朱聪颖（汉语 21-1 班） 

实践部 部 长：渠亚军（法学 21-1 班） 

副部长：徐兴平（汉语 21-4 班） 

心灵辅导部 部  长：李望达（法学 21-2 班） 

副部长：林仙紫（法学 21-1 班） 

 
 

六、党员工作站 

副站长：吕玥蓉（法学 20-1 班） 

部长团： 



秘书部 部 长：王  悦（法学20-3班） 

副部长：李诗萌（汉语20-1班） 

董星束（汉语21-2班） 

纪检部 部 长：王佳慧（法学20-3班） 

副部长：赵一鸣（汉语21-3班） 

储  薇（音乐21-1班）    

组织部 部 长：张馨予（音乐20-1班） 

副部长：余  佳（汉语21-1班） 

梁福超（法学21-1班） 

宣传部 部 长：宣诗媛（汉语20-2班） 

副部长：钱  萌（汉语20-2班） 

张疋娟（法学20-3班） 

  

    共青团人文与艺术学院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