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学号 姓名 总成绩 成绩折算 可加分项目及分值 总分 学期总分 等级

1 2019305510103 程玲 885 8.85

1.志愿海南总服务时数32个小时（校研究生会），每4小时加1分，共8分。 
2.参加的比赛（6分）                                                                                                                     
（1）第九届全国口译大赛海南赛区优秀奖，加5分。                     
（2）第二届全国高校创新英语挑战活动综合能力赛优秀奖，加1分。
3.参加的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 （2分）
（1）2019年11月8日参加“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合作学术会议（工作人
员）,加1分。
（2）2019年12月27日参加菲律宾海洋合作伙伴青年群交流项目,加1分。 
4.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7分）
（1）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 教授讲座——“寻找回来的世界---后现代文化
重构十九世纪”的讲座  加1分
（2）2019年11月4日参加 刘克东教授讲座—— 和谐共生融合主义与北美印第
安文学  加1分
（3）2019年11月5日参加马海燕教授教授讲座—— 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教育发
展趋向  加1分
（4）2019年12月6日参加张爱平教授讲座—— “勃朗宁美国”族裔文学再认
识  加1分

23 31.85 一等

2 2019305510105 谢彩彬 875.2 8.752

1.志愿海南总服务时数12个小时（迎新晚会志愿活动），每4小时加1分，共3
分。
2.参加的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 （10分）
（1）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担任研究生会办公室干事一职（1分）。
（2）2019年10月20日参加2019级迎新晚会，作为工作人员（1分）。
（3）2019年10月20日参加2019级第五届研究生才艺大赛，获得一等奖（5分）
（4）2019年11月15日参加第36届田径运动会，作为运动员开幕式一员（1分）
。
 (5)2019年12月8日参加校大学生篮球联赛决赛，作为工作人员（1分）。
(6)2019年12月27日参加海师菲律宾海洋合作伙伴青年群交流项目（1分）。
3.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6分）
（1）2019年10月29日参加2018级二次开题报告答辩记录人员一次，加1分。
（2)2019年11月5日参加马海燕教授讲座 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教育发展趋向 加
1分
(3)2019年12月6日参加张爱平教授讲座 “勃朗宁美国”族裔文学再认识 加1
分
(4) 2019年12月11日参加曾利沙教授讲座  翻译硕士案例库 加1分

19 27.75 一等



3 2019305510106 张世聪 866 8.66

1.参加的比赛:参加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2019年海南师范大学“安踏杯”篮
球比赛冠军（一等奖）共计5分。
2.志愿海南服务时数20个小时，每4小时加1分，共5分。
3.参加的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7分)：
（1）2019年11月5日参加马海燕教授讲座 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教育发展趋向  
加1分
（2）2019年12月6日参加张爱平教授讲座“勃朗宁美国”族裔文学再认识  
加1分
（3）2019年12月11日参加曾利沙教授讲座 翻译硕士案例库 加1分
（4）2020年6月29日参加彭金玲教授讲座 词本无义，义随人生——谈翻译中
的选词问题 加1分
（5）2020年6月29日参加彭金玲教授讲座 谈翻译中的搜索能力培养 加1分
（6）2019年11月4日参加刘克东教授讲座 和谐共生融合主义 与北美印第安文

18 26.66 二等

4 2019305510108 夏菁 864 8.64

1.志愿海南总服务时数40小时（手拉手志愿活动），每4小时加1分，共10分。
2.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6分)
(1)2019年10月29日参加2018级开题报告答辩记录人员一次，加1分。
(2)2019年11月5日参加马海燕教授讲座 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教育发展趋向 加1
分
(3)2019年12月6日参加张爱平教授讲座 翻译硕士案例库“勃朗宁美国”族裔
文学再认识 加1分
(4) 2019年12月11日参加曾利沙教授讲座 翻译硕士案例库  加1分
(5)2020年6月29日参加彭金玲教授讲座  词本无义，义随人生——谈翻译中的
选词问题加1分
(6)2020年6月29日参加彭金玲教授讲座  谈翻译中的搜索能力培养加1分

16 24.64 二等

5 2019305510107 李晓波 869.6 8.696

1.参加的比赛：2019年10月20日获得第五届研究生迎新晚会才艺大赛二等奖，
节目——语言类《海师disco》，加4分。
2.参加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3分）：
（1）2019年10月20日参加2019级迎新晚会，作为参演人员，加1分
（2）2019年12月27号参加菲律宾海洋合作伙伴青年群交流项目加1分
（3）2019年11月8日参加东盟“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合作学术会议接待工
作，加1分。
3.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6分）
（1）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教授“寻找回来的世界---后现代文化重构十九
世纪”的讲座，加1分。 
（2）2019年11月4日参加刘克东教授和谐共生融合主义与北美印第安文学讲
座，加1分。                                            （3）2019年
11月5日参加马海燕教授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教育发展趋向讲座，加1分。                                                                                    

13 21.70 二等



6 2019305510109 牟童庆 864.4 8.644

1.参加的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7分)：
（1）2019年11月5日参加马海燕教授讲座 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教育发展趋向  
加1分；
（2）2019年12月6日参加张爱平教授讲座“勃朗宁美国”族裔文学再认识  
加1分；
（3）2019年12月11日参加曾利沙教授讲座 翻译硕士案例库 加1分；
（4）2020年6月29日参加彭金玲教授讲座 词本无义，义随人生——谈翻译中
的选词问题 加1分；
（5）2020年6月29日参加彭金玲教授讲座 谈翻译中的搜索能力培养 加1分；
（6）2019年11月4日参加刘克东教授讲座 和谐共生融合主义 与北美印第安文
学加1分；

12 20.64 二等

7 2019305510102 葛雯雯 878.8 8.788

1.参加的比赛：中国翻译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九届英语口译比赛海南赛区优秀
奖，加5分
2.志愿海南总服务时数5个小时，每4小时加1分，共1.25分。
3.参加的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5分)：
（1）2019年11月5日参加马海燕教授 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教育发展趋向  加1
分
（2）2019年12月6日参加张爱平教授“勃朗宁美国”族裔文学再认识  加1分
（3）2019年12月11日参加曾利沙教授 翻译硕士案例库 加1分
（4）2020年6月29日参加彭金玲教授 词本无义，义随人生——谈翻译中的选

11.25 20.04 二等

9 2019304510801 董旭 1197 8.55 

1.志愿海南总服务时数10个小时（校研究生会），每4小时加1分，共
2.5分。
2.参加的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 （2分）
（1）2019年11月13日参加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报告，（海南大
学，研究生院有签到表并已签到）（1分）。
（2）2020年6月13-14日参加共青团海南师范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
参会人员，加1分。 
3.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11分）
（1）2019年9月26日参加2018级开题报告答辩记录人员一次，加1分。
（2）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教授讲座，加1分。
（3）2019年11月29日参加毛浩然教授讲座，加1分。
（4）2019年12月2日参加顾曰国教授讲座，加1分。
（5）2020年1月2日参加广外朱晓燕教授讲座，加1分。
（6）2020年5月30日参加2018级毕业答辩记录人员一次，加1分。
（7）作为外国语学院学科英语专业班级负责人，加5分。

15.5 24.05 一等

10 2019304510802 李婉 1202 8.59 

1.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4分）
（1）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教授讲座，加1分。
（2）2019年11月29日参加毛浩然教授讲座，加1分。
（3）2019年12月2日参加顾曰国教授讲座，加1分。
（4）2020年1月2日参加广外朱晓燕教授讲座，加1分。
共计4分

4 12.59 二等



11 2019304510803 黄琦 1157 8.26 

1.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5分）

（1）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教授讲座，加1分。
（2）2019年11月29日参加毛浩然教授讲座，加1分。

（3）2019年12月2日参加顾曰国教授讲座，加1分。

（4）2019年12月31日参加2018级毕业论文中期检查记录，加1分

（5）2020年1月2日参加广外朱晓燕教授讲座，加1分.
共计5分

5 13.26 二等

12 2019304510805 李丽 1214 8.67 

1.科研和学术成果：（14分）

（1）2020年第四届全国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优秀课例展评中获得二等奖。加4分。

（2）论文《教师写作教学中的“学生需求”意识》发表在新教育2020年教研版第3期

上。加10分。
2.参加省外学术研讨会：（3分）

（1） 2019年11月于北京参加英语学术会议—第五届全国中小学英语阅读教学学术研

讨会；加3分

3.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5分）
（1） 2019年11月01日 参加对外经贸大学金冰教授讲座；1分

（2）2019年11月29日 参加学院邀请的毛浩然教授讲座；1分

（3）2019年12月02日 参加学院邀请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顾曰国教授讲座；1分

（4）2019年12月27日 参加学院邀请的杨志忠教授讲座；1分
（5）2019年12月31日参加18级毕业论文中期检查记录人员，加1分。                                          

(6)2020年8月20日参加华中科技大学徐锦芬教授讲座报告会，加1分                                              

（7）2020年1月2日参加广外朱晓燕教授讲座，加1分。

24 32.67 一等

13 2019304510806 崔鹏 1152 8.23 

   1.参加学校举办的文体活动：（1分）

（1）参加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海南大学，当时研究生院有签到表已签
到）加1分 。

2.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6分）

（1）2019年9月26日参加2018级开题报告答辩记录人员一次，加1分。

（2）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教授讲座，加1分。
（3）2019年11月29日参加毛浩然教授讲座，加1分。

（4）2019年12月2日参加顾曰国教授讲座，加1分。

（5）2020年1月2日参加广外朱晓燕教授讲座，加1分。

（6）2020年8月20日参加华中科技大学徐锦芬教授讲座报告会，加1分 
共计：7分                

7 15.23 一等

14 2019304510807 郑晓奔 1193 8.52 

1.参加学院举办的文体活动：（4分）
（1）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教授讲座，加1分。
（2）2019年11月29日参加毛浩然教授讲座，加1分。
（3）2019年12月2日参加顾曰国教授讲座，加1分。
（4）2020年1月2日参加广外朱晓燕教授讲座，加1分。                                                                                                                                                       
共计：4分        

4 12.52 二等

15 2019304510808 叶燕婷 1196 8.54 

1.参加学院举办的文体活动：（4分）

（1）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教授讲座，加1分。
（2）2019年11月29日参加毛浩然教授讲座，加1分。

（3）2019年12月2日参加顾曰国教授讲座，加1分。

（4）2020年1月2日参加广外朱晓燕教授讲座，加1分。                                                                                                                                                          

共计：4分   

4 12.54 二等



16 2019304510809 牛乐乐 1217 8.69 

1.参加省外学术会议：（6分）

（1） 2019年11月于北京参加英语学术会议—第五届全国中小学英语阅读教学学术研

讨会；加3分

（2）2019年11月于浙江参加英语学术会议—第三届全国基础教育英语课堂教学改革高
端论坛暨“江浙沪京广”名师英语读写整合有效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加3分

2.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5分）

（1）2019年11月01日 参加对外经贸大学金冰教授讲座；加1分

（2）2019年11月29日 参加学院邀请的毛浩然教授讲座；加1分
（3）2019年12月02日 参加学院在实验楼会议室组织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顾曰国教授讲

座；加1分

11 19.69 一等

17 2019304510810 高懿川 1180 8.43 

1.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5分）
（1）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教授讲座，加1分。

（2）2019年11月29日参加毛浩然教授讲座，加1分。

（3）2019年12月2日参加顾曰国教授讲座，加1分。

（4）2020年1月2日参加广外朱晓燕教授讲座，加1分。                                                                                                                                                          
（5）2020年09月12日 参加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迎新统计工作；加1分

共计5分

5 13.43 二等

20 2019304510814 李新艳 1164 8.31 

1.参加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6分）
（1）2019年11月1日参加金冰教授讲座，加1分。

（2）2019年11月29日参加毛浩然教授讲座，加1分。

（3）2019年12月2日参加顾曰国教授讲座，加1分。

（4）2020年1月2日参加广外朱晓燕教授讲座，加1分。
（5）2020年5月30日参加2018级毕业答辩记录人员一次，加1分。

（6）2020年8月20日参加华中科技大学的徐锦芬教授讲座，加1分。

  共计6分。    

6 14.31 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