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学年北京大学廖凯原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数学科学学院 

    韩素珍 张钊森 傅瑞得 黄凯旋 任一诺 

 物理学院 

     乔冠一 赵罡 刘明明 方苑 庄明阳 王竞先 

潘江辉 杨炎峰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谢佳君 刘志亮 张瑾轩 薛荣荣 贺鑫 田枢衡 

蔡奕腾 

     生命科学学院 

    潘颖 陈庆洲 汪睿 窦圣乾 高云 王天贺 

张开鹏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袁冠 姬泽佳 刘雨薇 骆梁宸 杨子浩 张思源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王协顺 胡艺箫 刘在田 黄哲凡 

  新闻与传播学院 

    邓玉成 安孟瑶 邹慧玲 王子宁 

  中国语言文学系 

    李轶男 王可心 魏珞宁 叶天成 

  历史学系 

     



于悦 吴思贤 

    哲学系 

     杨偲劢 許家瑜 仲威 王一楠 李源 李寒冰 

陈辞达 周敏 李靖新弘 孟繁昊 王书文 闫琦琛 

李浩田 山冲 张英飒 舒展 岳鹭遥 石沁梓 

韩雪梅 孙兆程 

    国际关系学院 

    杜哲元 卢雨枫 罗波伶 李自清 陈寓理 

 经济学院 

     王璐 梁银鹤 张宁川 韩晨宇 周凌云 石琳 

戚逸康 曾伟盈 曹毓倍 杜思臻 施艺 杨静怡 

王立夫 刘朝煜 周之瀚 王帅 王瀚洋 李想 

崔琨 王雪斐 田淦 王然 魏辰皓 张慧琳 

姜彦文 李昊颖 韩森 董靓钰 刘思缇 谭伊静 

沙学康 张瀚垚 姚扬帆 朱可彦 潘思成 尤浩 

毕子珑 李欣 王飞宇 刘夏 许瑒 黄子洋 

吴丹阳 刘琪 张菀玲 王茜雯 许婧婷 吴江玥 

胡峻熙 林良杰 窦雨童 李婧宜 黄兆瑞 俞文奇 

汪子健 刘宇晴 房星妍 王雨薇 李心怡 尉银杰 

法学院 

     彭宁 方柏兴 林舒阳 翁雯雯 于文林 徐盛阳 

李亚鹏 杨欣媛 李逸斯 黄宇骁 张维营 李莹 



李洪威 杜金峰 徐浩哲 林惠妮 王宥人 谭晨 

徐美玲 叶李庆 戴俊峰 支玉晨 孙宝新 南红玉 

钱若凡 卢亮辰 黃愉翔 林玉萍 李昕航 田园 

雷琦 包思雨 孙笑涵 钟鑫雅 李婷婷 温宇璇 

林鹰谷 彭雨溶 曹湘宸 丁晨妍 路自宽 陈璨 

于楚涵 陈欣怡 贺晓朦 董洁 苏宇 马铭鸿 

刘行止 李舒豪 罗仪涵 范桁端 李卓倩 余瑞麒 

韩之琳 魏昭睿 韩昌峻 任一桐 李琳 李博涵 

信息管理系 

    刘悦 

     社会学系 

     乔天宇 

     政府管理学院 

    王志行 林丹阳 李强 曾奕婧 曹盟 黄昱然 

谢予昭 宋昌耀 魏忠凯 黎泉 孙宇辰 陈小凡 

高誉耀 李君然 黄思敏 李志斌 汤彬 王志杰 

张晓林 孙照哲 姚清晨 张禹 姜研 杨守伟 

张守刚 王舒启迪 王志浩 赵彤 高勇 古恒宇 

苏楠 冯一平 巫曼琳 陈雨亭 李照青 李俊杰 

郭晨 吴笑葳 史俊杰 苏中富 朱玉慧兰 刘松颀 

张玉洁 刘怡君 彭炼哲 沈奕彤 黄敬纭 张津萌 

杨皓然 张慧艺 郑秋怡 王艺樾 江明昱 王睿 



付瑞昊 柏艾辰 王宇澄 马佳磊 谢妤卓 孙硕 

外国语学院 

    张江龙 张怡轩 周宜婧 王逸微 赵娜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司明宇 

     艺术学院 

     黄凌子 李琛琪 张艺璇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于小珊 

     元培学院 

     李蒙 周扬帆 方嘉齐 辛青融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刘天宇 史田田 陈睿聪 胡新宇 单俊杰 周闻达 

教育学院 

     曾嘉灵 

     人口研究所 

    张远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孙霄 罗祖源 张慧 高帅师 尚明月 

 工学院 

     张春一 梁霄 陈策 黄松 

  城市与环境学院 

    



杨莹 杨玮琳 洪松柏 王婷 谢金芯 王鹭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蕾 徐薇 

    分子医学研究所 

    王潇 

     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王舜奕 

     基础医学院 

    何睿哲 金默然 薛亦伟 

   公共卫生学院 

    郭菀芊 

     药学院 

     潘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