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南京大学 2017 届优秀毕业生名单 

（本科生 共 476人） 

院系 学号 姓名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15 尹婧楠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31 王子麟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34 欧阳堃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52 李如梦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66 崔金梦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67 卓静仪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68 顾理想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69 刘宇亮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70 任思婧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78 周昂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87 夏杨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95 黄毓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96 赖菊芬 

大气科学学院 131170098 李依琛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05 仇菁源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06 李湘怡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24 班兆馨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30 赵天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34 马佳卉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36 高健奇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50 刘小强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58 程临海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60 徐晓凡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61 朱怡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31160067 王青青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13 赵飞凡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20 梁恒頔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30 倪玲玲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42 吕超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43 王玮珺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45 孙泽阳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52 李伟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62 田庆羿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68 兰天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72 常沛 

院系 学号 姓名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50087 刘歆珂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17 陈磊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37 林华斌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48 胡大鹏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56 徐若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66 赵之轩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68 徐建秋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69 陈飞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82 李爽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86 谭舒仪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094 杨腾智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03 时伟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22 李博文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23 李炳均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24 封军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26 沈翔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27 彭振辉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39 张羽祺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46 刘丽娜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52 邓香云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54 蔡晓晴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57 肖邦鹏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58 邵丽蓉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60 陈菲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62 刘炫邑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65 李楚涵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66 周熔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180168 张延 

法学院 131030006 王平心 

法学院 131030011 茅理雯 

法学院 131030020 杨从英 

法学院 131030026 杜昊 

法学院 131030029 丁晓雯 

法学院 131030031 程亚萍 

法学院 131030032 周伟峰 



法学院 131030046 刘艺 

法学院 131030056 刘雨岚 

法学院 131030059 马铂程 

法学院 131030061 王朋豪 

法学院 131030062 张宁 

法学院 131030075 秦暖清 

法学院 131030085 柳欣玥 

法学院 131030087 庄玥华 

法学院 131031001 林业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0005 周经建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0014 陈可可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0027 侯跃南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0041 季金燕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0051 方文昕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9006 邬志豪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9012 顾羿煌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9039 李霄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9040 何佳诺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9041 谢婷婷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9054 陆汐帆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9055 尤齐星 

工程管理学院 131279056 朱雨潇 

海外教育学院 131280005 王思雨 

海外教育学院 131280011 张之宁 

海外教育学院 131280015 卞可薇 

海外教育学院 131280021 林玉婷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07 郭思琪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25 孙星华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28 陶华宸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48 张昊云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49 张崧琳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65 蒋秋岑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66 侯婧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73 徐孟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76 蔡沛宇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85 唐卓栋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87 宋笑羽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090 王进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01 程雪怡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16 曲艺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17 陈俊艺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19 茅浩川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20 王家男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29 谭伟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30 张晓锋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34 黄乔靖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42 张正初 

化学化工学院 131130158 杨思润 

化学化工学院 131170100 李其易 

化学化工学院 131190028 冯伊倩 

环境学院 131200009 施沁人 

环境学院 131200013 刘书畅 

环境学院 131200018 张梦雅 

环境学院 131200026 吴笛 

环境学院 131200027 周昊 

环境学院 131200029 张颜 

环境学院 131200038 李若琦 

环境学院 131200047 吕日陶 

环境学院 131200050 虞迪雅 

环境学院 131200055 汤亚茹 

环境学院 131200067 其美欧珠 

环境学院 131200083 万晨洁 

环境学院 131200091 林原 

环境学院 131200092 蔡澄 

环境学院 131200095 杨建勋 

环境学院 131200103 陈毅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03 高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09 任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15 蔡至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19 曹二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20 邱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36 江晨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38 王元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40 刘思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52 孙长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58 葛泽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70 周耀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71 李嘉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77 甘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78 葛笑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80 曾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084 潘笑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00 陈守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02 梁德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05 姜人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17 黄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26 杨宇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31 魏雅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42 江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55 刘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59 王诲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60 张帆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1220167 禤宝琼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1100303 贾奕超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1200091 赵中石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1250173 夏楠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1292004 陈文涛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1292012 傅英姿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1292019 李卓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1292025 王宇彤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1292026 王正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1292037 邹佳雯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31290020 陈露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31290032 曹舒琪 

匡亚明学院 131120175 曹茹 

匡亚明学院 131242004 陈竞嘉 

匡亚明学院 131242010 邓有源 

匡亚明学院 131242025 梁爽 

匡亚明学院 131242026 刘畅 

匡亚明学院 131242029 刘涛 

匡亚明学院 131242031 陆韫文 

匡亚明学院 131242039 邵朋 

匡亚明学院 131242043 沈煜晟 

匡亚明学院 131242050 王志鹏 

匡亚明学院 131242066 俞陆炎 

匡亚明学院 131242074 赵天远 

匡亚明学院 131242078 朱可 

匡亚明学院 131242080 吴瑜 

历史学院 131020002 刘铭 

历史学院 131020021 杨倩菲 

历史学院 131020027 巴桑卓嘎 

历史学院 131020033 孙玮琪 

历史学院 131020042 孔懿翎 

历史学院 131020047 刘津汐 

历史学院 131020048 于凡 

历史学院 131020055 黄依宁 

历史学院 131020056 張熙朗 

软件学院 131250011 盛宇 

软件学院 131250012 黄圣达 

软件学院 131250016 黄涵倩 

软件学院 131250022 刘付永乐 

软件学院 131250024 金鑫 

软件学院 131250026 包琦 

软件学院 131250033 郭玥 

软件学院 131250047 华苏珺 

软件学院 131250049 曾春晖 

软件学院 131250060 严顺宽 

软件学院 131250070 洪传旺 

软件学院 131250072 曾泽堂 

软件学院 131250076 王伟成 

软件学院 131250084 刁子恒 

软件学院 131250088 袁睿 

软件学院 131250090 郭建朋 

软件学院 131250091 张冠炜 

软件学院 131250092 吴永尚 

软件学院 131250093 马昕 

软件学院 131250095 丁峰 

软件学院 131250106 陈元亮 

软件学院 131250116 王静漪 

软件学院 131250129 梁思宇 

软件学院 131250131 陈圣超 

软件学院 131250150 常晨 

软件学院 131250159 曾婧 

软件学院 131250164 周宇宸 

软件学院 131250168 吴超月 

软件学院 131250177 罗瑶 

软件学院 131250207 丁霄汉 

软件学院 131250216 文煊义 

软件学院 131250218 王振聪 

商学院 131030021 杨紫栏 

商学院 131060016 陈林涛 

商学院 131070053 孙啸博 

商学院 131070060 房天仪 

商学院 131080023 唐泽西 

商学院 131090006 都逸敏 

商学院 131090010 郑俊儒 

商学院 131090017 陈新 

商学院 131090018 毛逸芝 

商学院 131090029 莫雪岩 

商学院 131090039 李昊峻 

商学院 131090070 杨帆 

商学院 131090077 孙浩冲 



商学院 131090084 叶清 

商学院 131090087 龚敏娜 

商学院 131090095 王嘉珺 

商学院 131090100 陈迟 

商学院 131090102 丁歆 

商学院 131090105 郏奕帆 

商学院 131090106 耿嘉仪 

商学院 131090109 马嘉欣 

商学院 131090119 董伊宁 

商学院 131090121 杨依琳 

商学院 131090124 饶临风 

商学院 131090127 刘舒亭 

商学院 131090130 何晶晶 

商学院 131090139 戈静烨 

商学院 131090141 李倩 

商学院 131090152 侯思琪 

商学院 131090159 刘紫薇 

商学院 131090170 许肃照 

商学院 131090180 刘铭 

商学院 131090191 何雅月 

商学院 131090196 董丁 

商学院 131099006 朱韦炜 

商学院 131099008 吴夷菲 

商学院 131099012 黄建藩 

商学院 131099020 张扬 

商学院 131099023 倪弋菁 

商学院 131099029 裴彦钦 

商学院 131099030 王雨阳 

商学院 131099042 黄淑琳 

商学院 131099051 张艺 

商学院 131099056 王妮妮 

商学院 131099073 李若琼 

商学院 131099074 常宸 

商学院 131099089 王姝力 

商学院 131099093 刘梦佳 

商学院 131099101 董舟斌 

商学院 131099120 陈娇玲 

商学院 131099134 朱思玥 

商学院 131099146 孙海堰 

商学院 131099147 殷晨璐 

商学院 131099155 周心怡 

商学院 131099159 丁小龙 

商学院 131099164 刘亦晴 

商学院 131099174 黄灿 

商学院 131099176 高雪 

商学院 131099177 杨蕾 

商学院 131150001 吴晨钰 

商学院 131250113 陈钟平 

社会学院 131080011 邓懿 

社会学院 131080013 吴依泠 

社会学院 131080014 雷妍贞 

社会学院 131080029 杨璇家 

社会学院 131080031 许斌清 

社会学院 131080041 李菁 

社会学院 131080042 朱双彤 

社会学院 131080043 滕天源 

生命科学学院 131130124 陈壹阳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06 刘苗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08 尉皓炀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15 王琪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21 周格宇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22 杨洛君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30 于鹤苒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44 陈晨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50 李美珍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68 刘瀚鸿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71 肖辉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76 岳楠 

生命科学学院 131140089 章晓丹 

生命科学学院 131190043 徐付琪 

数学系 121180307 王骋宇 

数学系 131110001 张洵 

数学系 131110007 徐缘 

数学系 131110009 王瑾旸 

数学系 131110011 王镇 

数学系 131110013 金剑 

数学系 131110015 陈锐 

数学系 131110021 洪家辉 

数学系 131110028 魏顺吉 

数学系 131110030 柳阳 

数学系 131110047 曲强 

数学系 131110064 周吻 

数学系 131110078 张培梁 

数学系 131110085 王少东 

数学系 131110092 赵越 

数学系 131110096 王童瑞 



数学系 131110111 马晨晨 

数学系 131110112 张煜东 

数学系 131220132 罗霄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31210022 庞振家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31210026 金杨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31210044 栾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31210050 张国强 

外国语学院 121050091 张健 

外国语学院 131100002 冯依蕊 

外国语学院 131100010 帅筱桐 

外国语学院 131100013 杨木易 

外国语学院 131100015 俞越 

外国语学院 131100017 张文钦 

外国语学院 131100019 朱芙佳 

外国语学院 131100021 孙杰群 

外国语学院 131100027 张静 

外国语学院 131100036 韩潇 

外国语学院 131102002 郭帅 

外国语学院 131102004 窦天怡 

外国语学院 131102010 陈洁千子 

外国语学院 131103008 梁修祯 

外国语学院 131104006 蔡德馨 

外国语学院 131104011 梁潇月 

外国语学院 131104012 孙靖壹 

外国语学院 131105011 王棋 

外国语学院 131105012 赵浩朴 

外国语学院 131105015 孙联莲 

外国语学院 131105018 蒋琪 

外国语学院 131106009 杨靖 

外国语学院 131106015 夏青 

外国语学院 131106018 郭婧怡 

外国语学院 131109013 王思卓 

文学院 131010005 刘泱泱 

文学院 131010008 李艺林 

文学院 131010009 覃琦 

文学院 131010014 史雨萌 

文学院 131010043 徐笑 

文学院 131010044 陈讷 

文学院 131010046 蔡译萱 

文学院 131010052 黄墁诗 

文学院 131010059 戴李天彤 

文学院 131010069 张耕 

文学院 131015003 李昳文 

文学院 131015005 杨娅雯 

文学院 131015006 王璠 

文学院 131015012 王文丛 

物理学院 131080009 徐致远 

物理学院 131120001 陈礼阳 

物理学院 131120006 钱祉源 

物理学院 131120014 赵文定 

物理学院 131120018 宋谦 

物理学院 131120026 向腾 

物理学院 131120035 朱友源 

物理学院 131120049 姜英杰 

物理学院 131120078 易伟柱 

物理学院 131120088 马晴晴 

物理学院 131120090 余剑威 

物理学院 131120091 缪浩然 

物理学院 131120093 鲁庚熹 

物理学院 131120099 陈谨 

物理学院 131120101 陈航艇 

物理学院 131120102 周航 

物理学院 131120104 何捷 

物理学院 131120117 顾珺 

物理学院 131120120 吴超 

物理学院 131120137 李杨秋亭 

物理学院 131120155 周子恒 

物理学院 131120156 彭若喻 

物理学院 131120159 张光耀 

物理学院 131120164 丁劲秋 

物理学院 131120173 张兆奇 

物理学院 131120179 潘啸轩 

物理学院 131120183 李树航 

物理学院 131120191 李昊阳 

物理学院 131120202 胡博伦 

物理学院 131130054 王泽俊 

物理学院 131160056 林泽勋 

物理学院 131220096 孙泽维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50065 金一生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08 徐加露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14 纪力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15 王济乾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20 顾克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23 樊宗荐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37 王亚光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66 张瑞琪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74 李松霖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76 陈文天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82 沈演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84 马超群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94 赵蕴琦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95 张弛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096 陈欣雨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101 马钰佳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111 张鹰程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126 杨茗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129 温蕴周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190146 费敏飞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270047 常耀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31270050 王煜烨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15 沙心悦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16 伏倩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20 武涛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27 鞠梦时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29 王邹红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34 冯一迪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37 马雨薇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52 邓弋鸣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53 黄雯婷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54 磨菁菁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55 王莉莉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65 姚若蝶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66 王昕桐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67 蒋启明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69 张燕妮 

新闻传播学院 131050085 石欣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05 丁雯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13 洪雅瑜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19 丁婧颖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38 陈佳旋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41 米兰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55 王日孜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57 戚书涵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61 凌洪飞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62 郑文欣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66 刘牧艺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67 孟涛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78 边烨颖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88 郭羽童 

信息管理学院 131070091 陈梦婷 

哲学系 131040012 焦一达 

哲学系 131040028 林雪妮 

哲学系 131040029 王陈瑞 

哲学系 131040030 王知飞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03 吴晓倩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06 张晨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23 孙静怡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49 张晨玺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58 陶梦婷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59 钟驰航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60 蔡舒曼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66 赵晨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68 玄冬冬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70 陈雪雯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77 冯辰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96 许奕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098 房思佟 

政府管理学院 131060107 陈斐 

 

（研究生 共 452人） 

 

院系 学号 姓名 

哲学系 DG1401014 李政阳 

哲学系 DG1401049 罗建华 

哲学系 MG1401006 孟娟 

哲学系 MG1401007 王可煜 

哲学系 MG1401011 兰若男 

哲学系 MG1401014 刘素洋 

院系 学号 姓名 

哲学系 MG1401021 张晨晓 

哲学系 MG1401040 张顺 

哲学系 MG1401051 王聪 

哲学系 MG1401054 张奥童 

商学院 DG1402001 高洁超 

商学院 DG1402021 黄妍妮 



商学院 DG1402022 黄志军 

商学院 DG1402037 印文 

商学院 DG1402040 张晓磊 

商学院 DG1402050 栾贞增 

商学院 DG1402061 席猛 

商学院 DG1402071 韩雪 

商学院 DG1402077 树成琳 

商学院 DG1402083 何飞 

商学院 MF1402006 顾久映 

商学院 MF1402013 汤泓 

商学院 MF1402026 黄丹 

商学院 MF1402028 季安琪 

商学院 MF1402041 张如鹏 

商学院 MF1502034 李洁 

商学院 MF1502039 任文学 

商学院 MF1502346 段然 

商学院 MF1502361 王蓓琪 

商学院 MF1502367 张永进 

商学院 MG1402016 赵倩 

商学院 MG1402017 赵轶黎 

商学院 MG1402018 邓少微 

商学院 MG1402033 曹扬 

商学院 MG1402045 叶平 

商学院 MG1402050 陈怡君 

商学院 MG1402052 董丹丹 

商学院 MG1402064 梁芯芯 

商学院 MG1402067 刘正雄 

商学院 MG1402075 徐忠亚 

商学院 MG1402079 安修伯 

商学院 MG1402091 杨婧 

商学院 MG1402092 朱姝 

商学院 MG1402098 姜文雨 

商学院 MG1402128 陈雨晴 

商学院 MG1402132 金炫杰 

商学院 MG1402134 刘晨希 

商学院 MG1402145 周乐燕 

商学院 MG1402190 王俊翔 

商学院 MG1402196 奚荣建 

商学院 MG1402198 薛亦伦 

商学院 MG1402206 赵静 

商学院 MG1402213 邹颖 

马克思主义学院 MG1404008 田园 

法学院 MF1405006 陈小丽 

法学院 MF1405011 谷超 

法学院 MF1405019 金洁 

法学院 MF1405033 陆湾湾 

法学院 MF1405041 秦婧雯 

法学院 MF1405043 茹珊 

法学院 MF1405059 徐军辉 

法学院 MF1405066 杨小艳 

法学院 MF1405069 袁辉 

法学院 MF1505084 胡曼 

法学院 MF1505094 陶碧丹 

法学院 MF1505106 赵婕 

法学院 MG1405015 黄宇宸 

法学院 MG1405021 张怡悦 

法学院 MG1405023 纪文哲 

法学院 MG1405025 蒋成连 

法学院 MG1405032 高亦烜 

法学院 MG1405043 王涛 

法学院 MG1405050 余朝晖 

法学院 MG1405059 刘钰婕 

法学院 MG1405069 王瑞 

法学院 MG1405079 刘宁 

法学院 MG1405090 赵伟 

政府管理学院 MF1406002 蔡斌 

政府管理学院 MF1406003 曹丽妮 

政府管理学院 MF1406016 丁雷 

政府管理学院 MF1406017 丁鹏 

政府管理学院 MF1406044 毛前晔 

政府管理学院 MF1406047 倪璐 

政府管理学院 MF1406086 张小敏 

政府管理学院 MF1406089 郑启洲 

政府管理学院 MF1406091 周娟娟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03 郭舒鹏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06 唐冬冬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08 张丹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17 丁越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18 夏志骞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31 郭琪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37 邵慧卓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46 谢一奇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48 徐荣荣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55 高洁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70 王艳 

政府管理学院 MG1406071 王宇乐 



社会学院 DG1407005 黄君 

社会学院 MF1407001 曾伟 

社会学院 MF1507011 付双乐 

社会学院 MF1507013 高熔 

社会学院 MF1507035 吴可可 

社会学院 MG1407003 段新星 

社会学院 MG1407013 刘伟峰 

社会学院 MG1407018 王秋月 

社会学院 MG1407023 朱姝 

社会学院 MG1407030 虞杰丽 

社会学院 MG1407039 叶丽娟 

文学院 DG1408014 金传胜 

文学院 DG1408015 李浩 

文学院 DG1408035 汪欣欣 

文学院 MF1408039 陈珂珂 

文学院 MF1408041 崔子豪 

文学院 MF1408044 恒世琦 

文学院 MF1408048 李晓文 

文学院 MF1408054 王洋 

文学院 MF1508015 汪航 

文学院 MF1508028 张慧 

文学院 MG1408007 王宇翔 

文学院 MG1408010 蔡爱娟 

文学院 MG1408026 张旋 

文学院 MG1408052 徐植 

文学院 MG1408054 杨杜菲 

文学院 MG1408061 贡慧文 

文学院 MG1408065 李然 

文学院 MG1408073 尹红红 

文学院 MG1408075 张静 

文学院 MG1408086 赵玲玲 

文学院 MG1408095 葛羚 

文学院 MG1408100 陆佩 

艺术研究院 DG1408057 林成文 

艺术研究院 MG1419004 邱艳 

外国语学院 MF1309040 瞿羽 

外国语学院 MF1409004 方政晓 

外国语学院 MF1409007 郭秋玲 

外国语学院 MF1409021 刘音姝 

外国语学院 MF1409040 夏竞茜 

外国语学院 MF1409044 余祎 

外国语学院 MF1409070 苑桂冠 

外国语学院 MG1409002 陈居强 

外国语学院 MG1409006 古帆 

外国语学院 MG1409012 马晨晨 

外国语学院 MG1409037 丁宇 

外国语学院 MG1409046 孙越 

外国语学院 MG1409060 李巧娟 

外国语学院 MG1409066 李艳丽 

外国语学院 MG1509013 李捷 

外国语学院 MG1509024 奚茜 

外国语学院 MG1509025 夏开伟 

外国语学院 MG1509049 赵倩 

历史学院 DG1410034 颜岸青 

历史学院 MF1410003 姬玉珠 

历史学院 MF1410020 余圣华 

历史学院 MF1410022 赵碧玉 

历史学院 MF1410023 周成慧 

历史学院 MG1410016 陈昌杰 

历史学院 MG1410020 段彬 

历史学院 MG1410041 王翔 

历史学院 MG1410044 谢任 

历史学院 MG1410046 詹绍威 

历史学院 MG1410050 张梓晗 

历史学院 MG1410055 贾凯月 

历史学院 MG1410061 宣杰 

历史学院 MG1410065 张鹏 

历史学院 MG1413001 封顺 

历史学院 MG1413008 滕铠嘉 

历史学院 MG1413011 张克华 

新闻传播学院 DG1411007 吴斯 

新闻传播学院 MF1511001 曹济舟 

新闻传播学院 MF1511031 许一凡 

新闻传播学院 MF1511039 熊凤鸣 

新闻传播学院 MF1511042 周媚 

新闻传播学院 MG1411001 白一婷 

新闻传播学院 MG1411009 路燕 

新闻传播学院 MG1411018 韩鑫 

新闻传播学院 MG1411022 李慕琰 

教育研究院 MG1412003 邵然 

教育研究院 MG1412004 许丹东 

教育研究院 MG1412019 吴静妮 

信息管理学院 DG1414024 王锰 

信息管理学院 MF1414007 韩梅 

信息管理学院 MF1414009 李佳玉 

信息管理学院 MF1414010 李婷 



信息管理学院 MF1414040 欧阳洋 

信息管理学院 MF1414046 王密平 

信息管理学院 MF1414051 杨彭 

信息管理学院 MF1414060 郑方奇 

信息管理学院 MG1414005 唐继瑞 

信息管理学院 MG1414009 朱婕 

信息管理学院 MG1414012 李春雷 

信息管理学院 MG1414013 刘伙玉 

信息管理学院 MG1414015 刘木林 

信息管理学院 MG1414019 施茜 

信息管理学院 MG1414042 严佳乐 

工程管理学院 MF1415009 柏韩 

工程管理学院 MF1415050 王玉洁 

工程管理学院 MF1415057 许金涛 

工程管理学院 MF1415065 张心宇 

工程管理学院 MF1415068 郑惠文 

工程管理学院 MF1415073 崔世峰 

工程管理学院 MF1415075 黄山 

工程管理学院 MF1415077 马骢 

工程管理学院 MG1415007 李文根 

工程管理学院 MG1415020 韩雪 

工程管理学院 MG1415026 刘晓桐 

工程管理学院 MG1415033 苏鹏 

工程管理学院 MG1415037 武子浩 

美术研究院 MG1416003 刘雨婷 

美术研究院 MG1416008 许逸灵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MG1418007 谭艳秋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MG1518008 刘照 

海外教育学院 MF1420013 吴莎 

海外教育学院 MF1520001 代冰洁 

海外教育学院 MF1520005 贾文霞 

数学系 DG1321008 刘长迎 

数学系 DG1421001 陈秦波 

数学系 MF1521003 邓周贵 

数学系 MF1521009 琚江舟 

数学系 MG1421021 付强 

数学系 MG1421031 沈锋 

物理学院 DG1322040 林惠彬 

物理学院 DG1322082 杨超 

物理学院 DG1422006 邓伟胤 

物理学院 DG1422008 杜冠 

物理学院 DG1422045 史文博 

物理学院 DG1422058 王雨淋 

物理学院 DG1422069 薛斌 

物理学院 DG1422074 张昆 

物理学院 DG1422082 周洋 

物理学院 MF1422013 唐耀杰 

物理学院 MG1322088 王洋洋 

物理学院 MG1422044 焦艳景 

物理学院 MG1422075 丁二亮 

物理学院 MG1422077 郜贺 

物理学院 MG1422080 李小娟 

物理学院 MG1422082 刘如意 

物理学院 MG1422109 徐燕青 

物理学院 MG1422112 苏棣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3004 陈克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3025 万相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3027 王宇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3036 张宇涵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423004 曹萌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423017 李云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423044 朱海宇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423051 董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33 李良辉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37 陆嘉文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42 钱明庆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45 王鸿祥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46 吴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51 杨森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60 杨忠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64 丁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65 范晨阳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70 徐胜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78 吴琼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3083 王晨琛 

化学化工学院 DG1224060 钱程根 

化学化工学院 DG1324030 胡杰峰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04 陈文新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05 陈阳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07 程远征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21 胡骏杰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34 李滔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52 慕斌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60 沙野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67 孙晓阳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70 万远鑫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72 王晖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102 杨友清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120 赵俊 

化学化工学院 MF1424004 陈茹 

化学化工学院 MF1424009 龚丹萍 

化学化工学院 MF1424018 潘荣容 

化学化工学院 MF1424026 吴佳静 

化学化工学院 MF1424035 张婧 

化学化工学院 MG1424014 程杰 

化学化工学院 MG1424033 韩月月 

化学化工学院 MG1424043 姜泽宇 

化学化工学院 MG1424048 李星霖 

化学化工学院 MG1424083 严微 

化学化工学院 MG1424107 王伟平 

环境学院 DG1425008 胡海冬 

环境学院 DG1425016 刘苗苗 

环境学院 DG1425027 孙陈橙 

环境学院 DG1425036 向萍 

环境学院 MF1425019 刘娇琴 

环境学院 MF1425031 王楚楚 

环境学院 MF1425032 王达道 

环境学院 MF1425034 王未 

环境学院 MF1425036 谢蓉 

环境学院 MF1425046 张一品 

环境学院 MG1425038 张晓玲 

环境学院 MG1425049 陆熠峰 

环境学院 MG1425050 罗干 

环境学院 MG1425054 汪健 

环境学院 MG1425057 王莹 

环境学院 MG1425066 钟慧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DG1426002 耿金军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MG1326002 金刈非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DG1427050 赵琳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DG1427057 徐佳佳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13 刘露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18 苏全龙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23 赵丽媛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28 康璟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39 周佳梅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62 王娅君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66 许浩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70 张思宇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72 张云倩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77 刘璇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80 屠佳雨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097 李佳豪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427103 陈浩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38 谢锦园 

大气科学学院 DG1428017 薛道凯 

大气科学学院 MG1428009 孟翊星 

大气科学学院 MG1428013 汤子琪 

大气科学学院 MG1428024 于雪莹 

大气科学学院 MG1428028 朱晔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9038 吴鸣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9046 吴静红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429003 陈志国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429016 刘鹏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429020 孙凯强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429027 王鹏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06 卞霄鹏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19 李洋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28 王晓宇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32 喻思斌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33 张晓科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49 宫巨嵩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51 曹玉闯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66 宋健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69 易升泽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80 孙振孟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429087 苗鹏勇 

生命科学学院 DG1430009 黄悦 

生命科学学院 DG1430027 王东 

生命科学学院 DG1430031 王彦婷 

生命科学学院 DG1430063 王琳涛 

生命科学学院 MF1430014 王学诗 

生命科学学院 MF1430025 晏天龙 

生命科学学院 MF1430032 张壮壮 

生命科学学院 MF1430035 朱伶利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16 唐玉梅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22 车烨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24 刘琦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26 胡春晖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34 范琼轩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37 谷时雨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49 吴丹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59 韩善锐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80 周晖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96 陈龙旺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098 邓欣召 

生命科学学院 MG1430104 卢小院 

模式动物研究所 DG1431001 陈亮 

模式动物研究所 MG1431005 侯宁宁 

软件学院 MF1432004 蔡慧 

软件学院 MF1432015 陈一鸣 

软件学院 MF1432018 储菱 

软件学院 MF1432044 陆蕾 

软件学院 MF1432065 王旻 

软件学院 MF1432076 徐栋 

软件学院 MF1432087 杨宇杰 

软件学院 MF1432092 张明杰 

软件学院 MF1432099 章许帆 

软件学院 MF1432104 赵玉峰 

软件学院 MF1432105 赵祖威 

软件学院 MF1432107 朱玲芳 

软件学院 MG1432005 姜殊 

软件学院 MG1432009 刘子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DG1333003 耿文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DG1333008 霍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DG1333021 毛晓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DG1333030 王慧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433020 李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433031 倪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433032 荣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433033 沈少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433036 施庆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433037 时晓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433041 谭钧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433065 朱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433002 蔡庆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433016 高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433033 李其玮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433042 罗园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433046 苗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433051 尚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433060 王少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433073 杨敬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433094 周逸徉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DG1434013 邵光灏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DG1434021 冯宁宁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DG1434030 吕洋洋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DG1434037 魏冰妍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F1434001 吴震星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F1434007 郭永胜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F1434019 阮接际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F1434028 张健一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F1434033 朱保刚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434010 戴高乐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434022 陆涌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434033 郑庆晖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434047 魏春阳 

医学院 DG1435005 任科 

医学院 DG1435012 曹昀 

医学院 DG1435036 林文军 

医学院 DG1435041 卢楠 

医学院 DG1435057 汤文娟 

医学院 DG1435058 陶累累 

医学院 DG1435059 田宏亮 

医学院 DG1435061 王婧洁 

医学院 DG1435064 王振恒 

医学院 DG1435080 尹莎莎 

医学院 DG1435089 张文文 

医学院 DG1535025 邓展涛 

医学院 DG1535028 葛晓龙 

医学院 DG1535056 秦晓东 

医学院 MF1435011 高燕萍 

医学院 MF1435032 孙子家 

医学院 MF1435033 王凯 

医学院 MF1435036 文国道 

医学院 MG1435012 赵洪婷 

医学院 MG1435146 朱慧娴 

医学院 MG1435154 张贺 

医学院 MG1435157 储晨 

医学院 MG1435162 周楠 

医学院 MG1435163 卜晓敏 

医学院 MG1435170 高永月 

医学院 MG1435175 李立文 

医学院 MG1435179 乔梁 

医学院 MG1435181 孙伟翔 

医学院 MG1535168 杜静 

医学院 MG1535176 潘雅慧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436002 陈晓敏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436003 程斌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436011 刘芮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436035 陈骋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436052 于亚平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436007 高翔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436025 徐思恒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436029 于晓彤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436035 陈锐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436043 姜克芳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436061 朱碧瑶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536050 万膑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