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学年度北京大学光华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数学科学学院

王飞骋 王许涛 牛泽昊 付博铭 包诚杨 刘镇源

李亚强 李远治 何家兴 张浩文 陈天罡 武夷山

周鑫 柏旻皓 徐舜 窦泽皓

物理学院

于天旻 于志特 申时行 申晨 冯俊 冯钰庭

吕鹏 朱子杰 朱哲毅 朱璐瑶 刘圣鹏 刘格良

刘童童 汤雪杰 许昭鉴 李齐治 李佳宸 李泽阳

张亦侬 张知然 张景丰 张照茹 张靖 陈伟杰

陈兴炎 陈晓菲 罗睿 孟晰 孟璐 赵一帆

赵罡 赵继飞 胡杨林 姚雨含 栗宇航 郭阳观

唐佳奕 黄亦鹏 盛经纬 梁昊 喻佳 舒琦

鲁双源 谢亦奇 谢雨 鲍依木 窦晶 廖思棋

檀望舒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王丰鑫 王荣 王俊 王哲 王健博 王烨

田磊 过新炎 朱家祺 刘沁哲 刘荣莉 孙乾辉

严正一方 苏凡 杜帅靖 杨驰远 邹钟毓 张玉哲

张宁 张亦弛 张讷敏 张梦陶 张清韵 陈南

陈思 林之 周劲松 胡铭秋 贾国赓 高田昊

曹阳 常泰维 彭零航 韩梦婷 谢蒙琪 靳鹏飞

廖思安

生命科学学院

王玉璞 王诗莹 王逸颖 艾宇熙 石鹏双 田梦

冯莎莎 朱鼎天 李小雨 李思扬 李瑞 杨安

杨靖锋 张紫剑 林美希 董铭棋 焦航 鲁双嘉

温凯隆 谢冠旖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于璇 王佳曦 王家林 王雪琪 王喆 卢国军

叶昕 兰云飞 刘子璇 刘天时 刘世然 刘证源

刘典 李世林 李彤 李嘉琪 李鹤 杨诗琴

何勇 张思源 张鑫龙 岳俊 郑鸿云 赵琰喆

秦敏 夏运 徐运铎 高静 郭惠昀 黄知劼

彭玉恒 韩甲源 程静 潘东晓 魏子寒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马宁 王笑楠 吴苾婵 张梦茹 赵晨 黄韵榛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王乙闲 王岑 任慈阳 邱玉钦 陈方诺 郑晨骏

袁琳 高静怡 蔺志虹

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一戎 王文超 王东雷 王泽华 王昱 石林

田丹迪 吕佳宁 任玲 刘彦君 孙静文 贡雨婕

杨悦言 肖贤明 吴丹彤 吴心怡 何芷桐 佟金恒

张宏璟 张虹 陈之殷 陈佳鑫 赵坤 荣赛波

高乔 龚恋雯 斯姝华 简萌 蔡依依 廖梦茹

中国语言文学系

王敏琪 毛士奇 刘派 孙慈姗 李艳琪 杨小又

杨子程 张颖惠 陈晓蓓 林子

历史学系

王子芊 朱旭文 李丹阳 张心童 张弛 惠波

程援探

考古文博学院

马望博 王诗雨 王路凝 王藏博 邹钰淇 耿茜

郭婧 席雅卿

国际关系学院

于宏通 丰峰 王丽娜 文琅 刘一然 刘王雨竹

刘均 刘迪雅 刘京乐 李子沛 李志谦 李卓尔

李依菲 李金洋 李恒 吴其阳 佘雯雁 张天禄

张琇玲 陈勇 罗烨 金佳莉 周璇 赵子禹

赵江宇 郝曦妍 郭玉瑶 舒亚若 谢伟健 缪琳娟

经济学院

许瑒 郭占元

光华管理学院

万飞 王若愚 王棋明 王福瑶 木乙羽 艾美

叶晗 史雅菲 付振泽 付博 冯涵嫣 延续

刘子加 刘闰玖 刘峻豪 刘晨曦 刘婧 齐思涵

汤宇琛 孙亦非 孙逸非 杜胜楠 李世豪 李永箭

李克曼 李启萌 李泽堃 杨坤 杨舒涵 吴怡静

何致远 冷文浩 辛星 汪小圈 陈泽阳 陈健雄



邵冠棋 欧一 周咏龙 郑闻莺 赵梓博 柯宇琦

袁玮婷 高佳伦 黄思川 龚昕月 彭思皓 董吉洋

雷子腾 翟祎雯 颜康平

法学院

王昕佳 王首杰 王陶然 王淑馨 车晔 刘子靖

刘泽 许译文 孙甜甜 李一鸣 李洁 李斯琪

杨芸 杨济玮 杨嘉仪 吴琪 何昕 沈凯月

宋晨阳 张心雨 张蓉蓉 张嘉艺 陈楚晗 林茵琪

林鹰谷 赵轶君 赵贺怡 胡瑞琪 段英子 姜琪

郭鹏 曹源 康朔 彭丽君 解琛 潘佳

信息管理系

王道弘 卢晓航 闫增旺 李沁芯 余贝迪 张亮

张瑶 姜庆远 郭鑫 黄骁 彭悦

社会学系

王思远 王雅静 由入文 牟思浩 陈龙 卓越

徐宗阳 黄秋慧 樊仁敬 戴权益

外国语学院

万晓璋 马学敏 王知为 王倩 王漪清 朱芷萱

庄思腾 闫敏佳 江澜 许茜茜 李天娇 李雨梦

李桂东 杨洋 杨婧 邹文卉 张伊欣 张怡轩

张童童 林依莉 欧琨 周冯婧 黄田依 黄金

游雅

体育教研部

陈靖

艺术学院

白晓晴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陈晨 范麾京 阚靓

元培学院

王彬旭 王颉 史海钧 刘毅舟 许成伍 孙一先

邱玮 宋晨蕾 周诗培 郑天行 赵依阁 胡慧迪

段宇光 段雅琦 贾晓文 郭奕 陶松盛 彭思涵

韩欣天 蔡晓琳

深圳研究生院

马国凤 王海峰 文镭 左孙立 卢奥博 史抒鑫



朱继 朱琳瑜 乔创 刘大路 刘梦颖 江悦婷

吴少媓 吴海龙 吴越 汪雅琪 张青 张若楠

陈衣达 陈君娴 范逵 罗莉莎 郑维豪 胡江涛

钟奕纯 姜欣欣 袁子焰 夏志毅 顾月青 徐鹏

翁振宇 蒋毅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于筱涵 上官吴凡 王伦 王浩 王皓 方旭旸

方亦陈 卢帅 朱芄蓉 朱兆成 朱琪豪 朱路阳

刘欢 刘辉 汤恒河 严石伟 苏宗明 杜大有

李卓津 李鹏程 杨子岳 杨潍 肖博文 吴先

邸博雅 邹恺蘅 汪若宬 沈博文 张欣勃 张彧

张爽 陆怀希 陈彦骐 陈逸凡 陈维政 林镇安

金天成 周畅 周清逸 郑重 赵鹏宇 胡敬植

钟震 姜通晓 姚金戈 高飙 唐良晓 戚向波

韩佳良 曾书豪 熊俊宇 魏来 魏薇

教育学院

刘霄

工学院

王长显 王培育 冯仰刚 刘白伊郦 孙俊勇 李金国

李腾飞 吴家伟 侯文达 袁野 梁印 熊思

城市与环境学院

向林 杨天铭 宋萌 陈培培 徐郡 黄紫东

黄楠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史芳天 刘福洋 徐艺辉

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胡文颖 郭嘉

新媒体研究院

王茂林 朱娟 李昊

燕京学堂

刘霄临 杨天 陈正勋 陈祺祺

医学部

王一铭 王宇鑫 王硕 王鼎元 朱梓铭 刘耘充

刘晓莺 汤恩泽 李拟东 肖楚 宋凤岐 张天玥

张玥 张钰洋 陈思运 陈紫晗 柏林 闻一凡



敖进涛 徐凌璐 殷若宇 涂心宇 曾巧珠 赖俊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