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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大学 2018 届优秀毕业生名单

（本科生 共 484 人）

院系 学号 姓名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14 顾静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16 管一凡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19 韩韵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20 何浣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25 雷蕾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30 梁缘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35 卢言乐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48 施尚永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51 汤蓉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52 陶琴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76 张今明

大气科学学院 141170085 周圻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05 陈佳妮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06 陈思怡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10 程国权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15 杜金霜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18 郝硕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24 贾亦真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25 江斯达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41 卢竞择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61 王筱宇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68 晏子怡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78 张镇华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79 赵芳鹤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41160083 周孟洋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01 曹维敏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25 李全坤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38 陆玥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39 罗光明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41 马文杰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45 闵思雨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46 聂铭均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50 彭妙妃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51 曲扬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52 申宗航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65 王敬朝

院系 学号 姓名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68 邬冠群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50087 张卓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03 陈凯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08 陈原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16 丁俊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20 方浩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21 方浩轩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24 耿聪慧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26 顾薇雯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33 韩子祥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38 黄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40 黄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42 黄益瑞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43 嵇牵语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45 江沛远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47 姜颜曹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48 蒋凯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50 蒋玉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52 黎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63 李昀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90 邱禹欧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92 饶安逸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093 任小梅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109 田朝莹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118 王美琪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143 杨凯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149 杨云开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158 张彪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171 赵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173 郑依琳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1180180 朱丹阳

法学院 141030006 成栩慧

法学院 141030008 段佳敏

法学院 141030013 韩竹滨

法学院 141030018 侯松

法学院 141030025 雷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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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141030028 李路路

法学院 141030033 连旌

法学院 141030046 农玲

法学院 141030047 庞凯迪

法学院 141030055 盛心怡

法学院 141030056 史旭成

法学院 141030057 司梓璇

法学院 141030072 韦家琳

法学院 141030075 吴一柔

法学院 141030082 姚凌

法学院 141030084 俞仁舟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0021 林元灿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0034 孙程锦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0037 汪值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0038 王国华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0044 徐旭东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9002 柴昭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9005 高心仪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9008 胡彬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9014 柯镇候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9020 刘敬哲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9021 刘文渊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9024 陆益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9035 魏楚时

工程管理学院 141279036 徐嘉炜

海外教育学院 141280007 范语谈

海外教育学院 141280009 郭婧菲

海外教育学院 141280019 王书琪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14 杜平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48 李余芳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53 刘亮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55 刘威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62 陆志鹏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66 马国荣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68 马妤婷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82 施忆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83 石俊琦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84 石立嵘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91 田倩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92 汪业成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099 王雪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102 王颖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111 徐骞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113 徐轶凡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122 杨璇烨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123 杨仪卓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128 俞景方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132 曾如馨

化学化工学院 141130144 赵嫄雅

环境学院 141200022 胡锦芸

环境学院 141200027 黄宇豪

环境学院 141200028 蒋朝

环境学院 141200041 刘俊宙

环境学院 141200043 刘昕曜

环境学院 141200053 欧阳李雪

环境学院 141200054 潘尧

环境学院 141200057 任杰

环境学院 141200066 苏子昂

环境学院 141200069 孙晔洋

环境学院 141200076 吴赟

环境学院 141200078 咸泽禹

环境学院 141200085 颜钰

环境学院 141200091 殷毓

环境学院 141200095 张璐

环境学院 141200102 郑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170081 张志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04 蔡文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12 陈鹏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18 陈正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28 房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34 郭荣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35 郭新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40 何欣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50 李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58 李明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60 李煜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71 刘雅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77 马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80 浦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097 陶昱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00 王涵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01 王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02 王鸿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03 王佳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16 邢少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17 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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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21 徐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26 杨梦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36 余泽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45 张瑞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47 张文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41220162 周浥尘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31292018 赖楚杨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31292019 周佳林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41290023 张俊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31292029 王秀梅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31292030 仇璟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31292036 张鸣哲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41290002 杜孟泽杉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41290009 刘宛莹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41290016 唐萌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41290020 杨云睿

匡亚明学院 141110087 王翛

匡亚明学院 141210016 刘冰楠

匡亚明学院 141242003 吕光鑫

匡亚明学院 141242006 袁帅

匡亚明学院 141242008 徐昭然

匡亚明学院 141242024 陈挚

匡亚明学院 141242033 胡仁健

匡亚明学院 141242034 麻悦

匡亚明学院 141242042 窦子轶

匡亚明学院 141242043 夏梵

匡亚明学院 141242063 陈蝶依

匡亚明学院 141242067 鹿大川

匡亚明学院 141242081 王瀚宸

匡亚明学院 141242083 徐达

历史学院 141020021 李睿

历史学院 141020026 芦文俊

历史学院 141020032 潘子砚

历史学院 141020047 徐可心

历史学院 141020051 杨昊睿

历史学院 141020053 叶梓涛

历史学院 141020060 张丽姣

历史学院 141020063 赵可人

历史学院 141020064 钟周哲

历史学院 141020067 朱崇薇

历史学院 141020071 庄雨

软件学院 141250007 陈灿海

软件学院 141250008 陈丹妮

软件学院 141250013 陈睿

软件学院 141250016 陈之威

软件学院 141250017 陈自强

软件学院 141250018 程翔

软件学院 141250019 崔浩

软件学院 141250030 窦妍

软件学院 141250031 杜天蛟

软件学院 141250032 段定

软件学院 141250039 顾晗

软件学院 141250042 韩梦虞

软件学院 141250177 余旻晨

软件学院 141250079 刘兴

软件学院 141250082 卢海龙

软件学院 141250083 吕德超

软件学院 141250090 罗雪纯

软件学院 141250106 申彬

软件学院 141250118 孙晓晨

软件学院 141250123 谭昕玥

软件学院 141250137 王嘉琛

软件学院 141250140 王梦麟

软件学院 141250146 王子安

软件学院 141250147 魏彦淑

软件学院 141250149 吴秦月

软件学院 141250150 伍佳艺

软件学院 141250153 邢程

软件学院 141250157 徐璠斐

软件学院 141250169 杨雁飞

软件学院 141250175 于凡

软件学院 141250179 袁阳阳

软件学院 141250207 周赛

商学院 131050042 高珺

商学院 141060087 曾楚涵

商学院 141070017 顾若茗

商学院 141090007 陈翰霖

商学院 141090024 代丹妮

商学院 141090026 邓建文

商学院 141090027 杜婉月

商学院 141090028 范衍玮

商学院 141090030 房子乔

商学院 141090036 葛楚乔

商学院 141090037 顾超

商学院 141090056 贾晓倩

商学院 141090063 柯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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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141090075 刘红劭

商学院 141090076 刘铧

商学院 141090081 刘卓栋

商学院 141090083 吕冠环

商学院 141090086 罗展昊

商学院 141090094 钱嘉鎏

商学院 141090098 全洛平

商学院 141090115 唐冠宸

商学院 141090119 田诗文

商学院 141090134 吴彦锦

商学院 141090141 许莹莹

商学院 141090149 殷音

商学院 141090151 于扬

商学院 141090167 张雅馨

商学院 141090168 张瑜

商学院 141090182 朱婉榕

商学院 141090183 竺李乐

商学院 141090184 庄彤芸

商学院 141099009 陈志腾

商学院 141099018 高欣

商学院 141099034 黄皓琛

商学院 141099041 金燕

商学院 141099044 康佳佳

商学院 141099058 梁慧敏

商学院 141099066 刘玉菲

商学院 141099073 骆炬臻

商学院 141099074 麻丽

商学院 141099080 孟昕圆

商学院 141099090 孙美琴

商学院 141099112 吴金璇

商学院 141099127 徐家琛

商学院 141099129 徐亚玲

商学院 141099136 杨晨

商学院 141099143 余欣

商学院 141099144 喻柳叶

商学院 141099146 袁彤

商学院 141099149 张嘉怡

商学院 141099152 张陆

商学院 141099158 张梓暖

商学院 141099171 朱怿

商学院 141099173 朱宗臣

商学院 141200072 王露

商学院 141250020 崔家维

社会学院 131210052 张青云

社会学院 141080010 冯诗雨

社会学院 141080024 李贻吉

社会学院 141080026 刘若非

社会学院 141080030 宁志天

社会学院 141080033 邱子舒

社会学院 141080035 沈冰瑶

社会学院 141080036 沈明宏

社会学院 141080039 索朗德吉

社会学院 141080058 叶梓健

社会学院 141080066 周天齐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02 曹旺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03 曹志凡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07 陈静谊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09 陈修歌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12 邓晨辉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15 丁曦钰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17 杜双双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23 顾潇洋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41 刘碧敏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51 沈雯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78 许楚融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86 张闫君

生命科学学院 141140094 祝安琪

生命科学学院 141270054 赵子杰

数学系 141099038 江润

数学系 141110001 陈一丁

数学系 141110011 阮宇平

数学系 141110012 吴楠

数学系 141110021 朱晗晔

数学系 141110026 白亚超

数学系 141110034 杜立阳

数学系 141110036 方欣来

数学系 141110038 桂贤进

数学系 141110042 侯松延

数学系 141110045 胡依冉

数学系 141110061 刘子愉

数学系 141110069 彭恺彦

数学系 141110071 沈思言

数学系 141110075 孙骁禹

数学系 141110079 汤洲

数学系 141110083 汪川

数学系 141110086 王巍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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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 141110098 杨子皓

数学系 141110103 张轩

数学系 141110104 张一苇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41210001 曹伟光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41210002 陈晓航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41210014 李成章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41210015 李轶佳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41210021 卢泽坤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41210037 邢晨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41210044 余青山

外国语学院 121030066 王梦哲

外国语学院 131060009 田梦楚

外国语学院 141100002 曹洋

外国语学院 141100006 杭一苇

外国语学院 141100016 李汝琪

外国语学院 141100027 饶欣然

外国语学院 141100034 王璐

外国语学院 141100040 许伶艳

外国语学院 141100041 许冉

外国语学院 141100049 张润

外国语学院 141100050 张肖蕾

外国语学院 141102013 谢子轩

外国语学院 141102016 张荩

外国语学院 141102017 张耘天

外国语学院 141103015 张婉倩

外国语学院 141103016 朱子凡

外国语学院 141104021 吴迪

外国语学院 141104023 杨妍

外国语学院 141105001 陈艾伦

外国语学院 141105003 陈瑞芝

外国语学院 141105021 尹静仪

外国语学院 141106005 顾枢垚

外国语学院 141106007 梁爱铃

外国语学院 141106009 毛源源

外国语学院 141109003 高慧亭

外国语学院 141109008 王文哲

文学院 141010005 陈昶羽

文学院 141010010 陈越

文学院 141010037 廉鹏举

文学院 141010055 沈雷

文学院 141010057 沈苑

文学院 141010060 孙琳

文学院 141010066 王雪晴

文学院 141010067 王悦

文学院 141010068 王卓君

文学院 141010071 乌兰娜仁

文学院 141010095 张逸杰

文学院 141010099 周恩

文学院 141015009 李思锐

文学院 141015014 庞悦

文学院 141015015 宋思洋

文学院 141015019 熊之莺

文学院 141015025 邹璇子

文学院 141280005 程惠子

物理学院 141120003 鲍增晖

物理学院 141120009 陈苍宏

物理学院 141120011 陈立

物理学院 141120015 陈曦舟

物理学院 141120121 吴涵

物理学院 141120022 段宏基

物理学院 141120033 顾子琛

物理学院 141120040 金相玉

物理学院 141120042 康睿哲

物理学院 141120045 李博文

物理学院 141120047 李观之

物理学院 141120054 李元琪

物理学院 141120055 李卓超

物理学院 141120065 龙鹤洋

物理学院 141120072 罗深

物理学院 141120075 毛志超

物理学院 141120101 田兴

物理学院 141120108 王俊杰

物理学院 141120113 王勇

物理学院 141120128 徐波

物理学院 141120144 于斐彦

物理学院 141120147 袁紫燕

物理学院 141120149 臧雨宸

物理学院 141120154 张闳一

物理学院 141120174 周东展

物理学院 141120178 周心池

物理学院 141120183 朱禹丞

物理学院 141170002 蔡雨航

物理学院 141170010 范铃羚

物理学院 141170029 梁步云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06 常昕瑜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39 李洪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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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41 李歆宜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42 李鑫健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45 梁洁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48 林锦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49 林明真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57 刘诗宜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61 吕亚坤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68 任思赟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76 孙鹏鲲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80 王程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85 吴浩东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86 吴珊珊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094 许津华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104 叶凡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113 张坤妍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190134 宗凌逸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270035 孙训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1270045 许梦帆

新闻传播学院 131040002 徐妙

新闻传播学院 131140065 蔡家欣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07 陈悦祯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09 谌知翼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16 方婕妤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37 李婧雅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60 唐诗语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62 王东丽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73 温晴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75 吴丹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77 吴星瑾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81 徐朗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86 姚祎婷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90 张馨予

新闻传播学院 141050097 朱文婷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02 白雪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13 高伊林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16 顾勤靓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21 冀佳钰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25 匡宇扬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33 李新春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63 王笑语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71 夏晨露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76 徐华斯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77 徐绘敏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79 杨卉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83 曾继城

信息管理学院 141070089 张颖

哲学系 141040002 邓尧文

哲学系 141040005 李海捷

哲学系 141040020 宋青青

哲学系 141040029 易晗珂

哲学系 141040033 张秋菊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02 陈鹏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05 戴菁菁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09 丁忆垒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18 胡丽媛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22 黄嘉宜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32 陆劲竹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47 盛彦楠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50 孙杰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59 王暮涵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80 于茜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83 袁含赟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92 张玮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96 张子霄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098 赵佳雯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102 周洁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1002 储楚

政府管理学院 141060100 赵雅芬

（研究生 共 453 人）

院系 学号 姓名

哲学系 DG1501048 孔智键

哲学系 DG1501049 刘黎

哲学系 DG1501050 鲁宝

哲学系 MG1501002 黄艾婷

院系 学号 姓名

哲学系 MG1501003 李静

哲学系 MG1501005 刘洁

哲学系 MG1501011 徐家熠

哲学系 MG1501034 付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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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 MG1501039 李漫玉

哲学系 MG1501040 佟瑞菲

哲学系 MG1501046 王凯

商学院 DG1502007 金刚

商学院 DG1502023 段巍

商学院 DG1502034 杨旸

商学院 DG1502044 蔡霞

商学院 DG1502062 詹小慧

商学院 DG1502063 张海燕

商学院 MF1502005 黄亚平

商学院 MF1502007 荆子钰

商学院 MF1502025 周丽君

商学院 MF1602028 刘宇桦

商学院 MF1602424 顾丹丹

商学院 MF1602427 纪岑

商学院 MF1602428 蒋雨辰

商学院 MF1602442 戎蓉

商学院 MF1602460 徐瑛星

商学院 MG1502001 范卓宇

商学院 MG1502010 王仕俊

商学院 MG1502038 华东

商学院 MG1502044 凌晓光

商学院 MG1502058 樊小莹

商学院 MG1502068 权威

商学院 MG1502072 司鸿历

商学院 MG1502074 王梓婷

商学院 MG1502085 顾佳佳

商学院 MG1502087 黄维驰

商学院 MG1502091 陆思桦

商学院 MG1502103 丁蕾

商学院 MG1502111 李妍

商学院 MG1502122 杨力

商学院 MG1502127 江炜

商学院 MG1502134 董倩男

商学院 MG1502137 何依

商学院 MG1502146 徐昕

商学院 MG1502166 贺凤娟

商学院 MG1502174 李林

马克思主义学院 MG1504010 霍然

马克思主义学院 MG1504005 顾浩

法学院 MF1505005 陈莹雪

法学院 MF1505013 丰丙蒙

法学院 MF1505021 皇甫辉楠

法学院 MF1505032 李田坤

法学院 MF1505050 汪焕

法学院 MF1505052 王惠东

法学院 MF1505064 夏露

法学院 MF1505076 赵岩

法学院 MF1605086 康雅莉

法学院 MF1605095 石秀文

法学院 MF1605102 徐璟航

法学院 MG1505003 丁奕

法学院 MG1505005 李心

法学院 MG1505008 叶爽

法学院 MG1505009 赵红豆

法学院 MG1505041 赵燕霞

法学院 MG1505047 任中涛

法学院 MG1505048 孙士凤

法学院 MG1505051 操雅

法学院 MG1505054 陈若滢

法学院 MG1505072 张琳

法学院 MG1505080 董仲英

法学院 MG1505081 葛盈鑫

政府管理学院 MF1506019 顾磊

政府管理学院 MF1506056 孙立

政府管理学院 MF1506063 王鹏程

政府管理学院 MF1506079 徐烨

政府管理学院 MF1506083 杨银萍

政府管理学院 MF1506093 张丽娟

政府管理学院 MF1506094 张舒

政府管理学院 MF1506102 朱晨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01 侯乐尧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09 谢菁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15 袁航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18 李冠宇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38 李岚峰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43 刘泽金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44 马春雨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49 王淏凌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69 王寅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75 尹航

政府管理学院 MG1506063 潘頔

社会学院 MF1607017 姜山

社会学院 MF1607022 梁祖荣

社会学院 MF1607035 王志友

社会学院 MF1607039 尹曦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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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院 MG1507001 白瑞

社会学院 MG1507011 柳建坤

社会学院 MG1507021 王慧敏

社会学院 MG1507025 张亮亮

社会学院 MG1507029 李子茜

社会学院 MG1507032 程枭

社会学院 MG1507036 朱佳伟

社会学院 MG1507040 杨婷

文学院 DG1508042 许永宁

文学院 DG1508052 张娜

文学院 DG1508053 张钰

文学院 DG1508061 江萌

文学院 DG1508066 陶赋雯

文学院 MF1508042 李彦雯

文学院 MF1608003 董旭文

文学院 MF1608006 冯程鹏

文学院 MF1608010 胡帅男

文学院 MF1608033 周睿

文学院 MG1508007 张春晓

文学院 MG1508008 张威

文学院 MG1508015 李华琛

文学院 MG1508022 侯苏皖

文学院 MG1508024 李瑞楠

文学院 MG1508025 强睿

文学院 MG1508030 杨远会

文学院 MG1508039 吴淑娇

文学院 MG1508051 梁秀坤

文学院 MG1508060 周天楚

文学院 MG1508062 耿雨秋

文学院 MG1508072 施添逸

文学院 MG1508089 王碧丝

文学院 DG1508041 徐诗颖

外国语学院 MF1509013 何鑫

外国语学院 MF1509018 纪兆楠

外国语学院 MF1509019 贾杉杉

外国语学院 MF1509030 王爽

外国语学院 MF1509040 张连闯

外国语学院 MF1509051 皇甫谚帝

外国语学院 MF1509053 李坤

外国语学院 MG1509007 耿帆

外国语学院 MG1509014 林小慧

外国语学院 MG1509029 闫腾远

外国语学院 MG1509038 栾静

外国语学院 MG1509042 邢金华

外国语学院 MG1509047 李琦

外国语学院 MG1509058 巫中一

外国语学院 MG1509075 王孟青

外国语学院 MG1609009 黄鑫宇

外国语学院 MG1609044 陈嘉琨

外国语学院 MG1609046 黄可以

外国语学院 MG1509001 白璐

历史学院 DG1510010 朱庐宁

历史学院 DG1510012 陈海懿

历史学院 DG1510014 崔丽霞

历史学院 MF1510023 张鹏

历史学院 MG1510001 程酩茜

历史学院 MG1510003 付威

历史学院 MG1510008 秦颖

历史学院 MG1510009 信香伊

历史学院 MG1510023 郭洋

历史学院 MG1510028 李昕垚

历史学院 MG1510040 叶胜

历史学院 MG1510042 余红俐

历史学院 MG1510049 周吟霜

历史学院 MG1513005 宋思泽

历史学院 MG1513010 谢昂

历史学院 MG1513011 易鸣

历史学院 MG1513015 路皓

新闻传播学院 MF1611002 陈志聪

新闻传播学院 MF1611018 施慧慧

新闻传播学院 MF1611021 唐宇晨

新闻传播学院 MF1611026 王晓曦

新闻传播学院 MF1611028 吴昱萱

新闻传播学院 MF1611036 袁源

新闻传播学院 MG1511006 刘宇轩

新闻传播学院 MG1511011 魏玮

教育研究院 DG1512004 胡乐乐

教育研究院 MG1512002 吕文静

教育研究院 MG1512014 许梦溪

教育研究院 MG1512018 陈涛

教育研究院 MG1512023 叶萌

信息管理学院 DG1514015 刘浏

信息管理学院 DG1514017 闵超

信息管理学院 MF1514004 杜川

信息管理学院 MF1514007 郝爽

信息管理学院 MF1514013 李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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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学院 MF1514031 曹娟

信息管理学院 MF1514033 陈慧香

信息管理学院 MF1514038 杜晴

信息管理学院 MF1514045 母咏然

信息管理学院 MG1514007 王成玥

信息管理学院 MG1514010 陈英奇

信息管理学院 MG1514015 刘梦晓

信息管理学院 MG1514016 陆佳莹

信息管理学院 MG1514019 戚尔鹏

信息管理学院 MG1514039 蒲婧翔

工程管理学院 MF1515033 徐晓天

工程管理学院 MF1515058 孙柏阳

工程管理学院 MF1515067 殷鑫鑫

工程管理学院 MF1515071 张梦君

工程管理学院 MF1515075 周凯乐

工程管理学院 MF1515081 刘海菲

工程管理学院 MF1515084 苏守正

工程管理学院 MG1515009 付启剑

工程管理学院 MG1515014 赵勇皓

工程管理学院 MG1515016 陈冬冬

工程管理学院 MG1515018 陈威

工程管理学院 MG1515027 胡淑雅

工程管理学院 MG1515042 严盼盼

工程管理学院 MG1515048 郑楠楠

艺术学院 MG1516001 贾小鸽

艺术学院 MG1516004 刘贞辉

艺术学院 MG1516005 陆怡佳

艺术学院 MG1519012 朱英芹

体育科学研究所 MG1517002 马群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MG1618012 苏梦菲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MG1618014 滕曼

海外教育学院 MF1620021 赵月

数学系 DG1421017 张志朋

数学系 DG1521018 赵体伟

数学系 MG1521022 崔文华

数学系 MG1521024 顾 磊

数学系 MG1521028 沈睿

数学系 MG1521029 田知时

数学系 MG1521031 徐志宇

物理学院 DG1422067 徐康

物理学院 DG1522003 曹德文

物理学院 DG1522005 曾俊文

物理学院 DG1522040 潘洪哲

物理学院 DG1522058 王向阳

物理学院 DG1522080 张凯文

物理学院 DG1522094 周杨

物理学院 DG1522104 王淑萍

物理学院 MF1522001 丁劲

物理学院 MF1522003 黄香

物理学院 MF1522004 金圣

物理学院 MF1522006 李丽娟

物理学院 MF1522010 戚萌

物理学院 MF1522027 于伟维

物理学院 MG1522053 刘莲子

物理学院 MG1522083 丁秋宁

物理学院 MG1522085 高莎

物理学院 MG1522097 薛政

物理学院 MG1522098 张海龙

物理学院 MG1522100 张毅

物理学院 MG1522121 刘凌焜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523022 钮伟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523028 王启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523031 薛兆国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523038 张敏昊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523051 胡玉祥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523002 曹济英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523020 林晓坚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523047 张晗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523056 陈韵霞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09 朱江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10 董辰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14 赵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17 方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19 宋斌斌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48 王吉米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53 杨帆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57 崔励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61 王成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77 戴婧怡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89 沈宇晓彤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3090 魏全博

化学化工学院 DG1424030 赖建诚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001 安孝德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053 陆光照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057 马连波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066 邵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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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067 施鹏飞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073 孙晓丹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085 王文清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106 于晓龙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108 俞飞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128 周军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129 周能能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131 朱晨丹

化学化工学院 DG1524132 朱国银

化学化工学院 MF1524006 高太宝

化学化工学院 MF1524012 栗硕豪

化学化工学院 MF1524015 刘亚

化学化工学院 MF1524041 于姣姣

化学化工学院 MF1524044 郑植

化学化工学院 MG1524010 陈可豪

化学化工学院 MG1524017 宫敏清

化学化工学院 MG1524046 罗治亮

化学化工学院 MG1524047 马凤娇

化学化工学院 MG1524063 王丽

化学化工学院 MG1524073 吴忠凯

化学化工学院 MG1524091 张稳重

化学化工学院 MG1524106 朱青云

化学化工学院 MG1524107 朱颖

环境学院 DG1525003 邓永锋

环境学院 DG1525030 王晓萌

环境学院 MF1525005 杜晴

环境学院 MF1525023 邵宁

环境学院 MF1525028 孙浩浩

环境学院 MG1525003 丁珊珊

环境学院 MG1525011 冷湘梓

环境学院 MG1525020 刘颖

环境学院 MG1525027 沈卓彦

环境学院 MG1525028 施芊芸

环境学院 MG1525029 王辰成

环境学院 MG1525038 张莉

环境学院 MG1525051 金晶

环境学院 MG1525065 吴梦非

环境学院 MG1525067 吴一凡

环境学院 MG1525074 宗黎丹

环境学院 DG1425034 吴兵党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DG1526002 洪杰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DG1526012 王界双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MG1526003 万霖丰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DG1427007 丑述仁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DG1527037 肖智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04 卞子浩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06 曾菁菁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13 刘瑞璇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34 唐静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46 丛佃敏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58 刘嘉勋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60 马其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68 王善千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75 袁一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092 蒋梦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109 孙蓓婷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111 贲培琪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MG1527115 肖姚

大气科学学院 DG1528009 罗丽萍

大气科学学院 MG1528010 李源慧

大气科学学院 MG1528034 黄茜

大气科学学院 MG1528041 周玉奇

大气科学学院 DG1528006 黄浩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329032 赵涛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9010 刘欢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9013 孟先强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9018 王小均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429041 曹鼎峰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DG1529041 刘登峰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529004 段超喆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529008
海那尔·别

克吐尔逊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529021 马佳玉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529023 马学勇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F1529037 许星宇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9008 杜德宏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9012 郭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9047 刘标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9087 郭书兰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9093 吴方东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MG1529094 游洋

生命科学学院 DG1530026 王晨

生命科学学院 MF1530016 王北

生命科学学院 MF1530031 朱翔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06 侯继伟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14 杨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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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25 杨力润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59 支君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65 李东伯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66 李静静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69 闵梦月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71 谢天宁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75 仲心同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76 邹大为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78 刘悦雯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82 陶雅沁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096 赵婷婷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110 胡晓璐

生命科学学院 MG1530113 谭涛

模式动物研究所 DG1531006 梁喜俊

模式动物研究所 DG1531019 赵武奎

软件工程 MF1632001 曹燕

软件工程 MF1632017 付晔

软件工程 MF1632020 管登荣

软件工程 MF1632024 花霞

软件工程 MF1632025 黄嘉伟

软件工程 MF1632032 焦紫顺

软件工程 MF1632041 刘寒啸

软件工程 MF1632044 刘劭

软件工程 MF1632094 臧晓杰

软件工程 MF1632103 仲逸秋

软件工程 MG1532006 王业沛

软件工程 MG1532007 杨玉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01 卜艳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15 何兵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31 陆逸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34 牛心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35 潘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37 秦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43 孙一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53 王文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59 项昊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66 薛洪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71 张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F1533072 张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16 黄浩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17 黄圣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29 刘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31 刘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37 马慧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44 水盼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51 汤顺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83 张劲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94 周余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MG1533096 周宇航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DG1534001 陈锦辉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DG1534005 葛士军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DG1534031 阮龙飞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DG1534035 杨思勰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DG1534041 朱斌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534004 高舒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534008 李金洪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534021 耿晓玉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534029 童寅林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534032 徐广州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534040 姜云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534042 李蕾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MG1534044 孙蕾

医学院 DG1535038 姜瑞伟

医学院 DG1535070 王毓佳

医学院 DG1535073 谢怡

医学院 DG1535075 闫鹏

医学院 DG1535078 于林杰

医学院 DG1535082 张芃子

医学院 DG1535083 张青

医学院 DG1635037 金娟

医学院 DG1635051 鲁悦

医学院 DG1635103 周黎行

医学院 MF1535006 单婉莹

医学院 MF1535014 胡双龙

医学院 MF1535025 刘宁

医学院 MF1535035 王金晶

医学院 MF1535041 王振

医学院 MF1535043 徐亮

医学院 MF1535051 张晴

医学院 MF1535053 张仪婵

医学院 MF1635042 雷祎

医学院 MF1635173 卫峥

医学院 MG1535116 胡挺

医学院 MG1535121 王颖

医学院 MG1535128 王云飞

医学院 MG1535132 陆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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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 MG1535155 赵爽

医学院 MG1535157 程浩

医学院 MG1535167 董衡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536013 缪姣姣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536015 施成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536019 吴结松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536028 张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536035 陈卉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536049 陶许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F1636059 周思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536008 顾聿笙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536019 沈佳磊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536024 王子珊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536043 蒋成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536052 王玮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MG1636046 刘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