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学年度北京大学廖凯原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数学科学学院

王文龙 孔祥顺 张楠 陈成 金辉

物理学院
王天乐 王平 王波 李瑞鹏 陈旭 郑飞鹏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王熠 孙泽昊 欧阳一夫 胡世超 徐紫菀 董浩

黎俊岑

生命科学学院
朱曼璐 刘悦晨 陆晓雨 端韵成 魏梦萍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王洋 周思阳 郑波 赵文智 段鉴书 徐祎贺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沈波 张金铭 陈丽君 曹馨月

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龙啸 李梦迪 吴萌 姚怡云

中国语言文学系
王先云 李文曦 李林芳 杨思思 张正 张哲茜

黄馨怡

历史学系
王牧遥 王溥 何天白 龚立雯

考古文博学院
吕雪妍 刘思源 何柯欣

哲学系
山冲 王帅 文晗 丛孟晗 朱薇 刘名再

李兵 杨明晖 杨祖荣 邱羽 张高博 陈潇潇

邵世恒 罗双双 孟繁昊 钟孔鹭 贾祯祯 徐玄灵

梁时 蔡震宇

国际关系学院
于脱颖 刘妍辰 李晓蒙 宋婉玲 胡宝艺 胡斌祺

经济学院
王任远 王志明 王玲焱 王晓蕾 王颖青 王镝

孔曦晨 龙上邦 卢思竹 成琪然 毕悦 朱可彦

朱杨昆 刘云恒 刘筝 苏莉 杜震啸 李文康

李东霖 李治琴 李思婕 李婉婧 李静昀 李睿



杨珺晖 杨敏 杨紫涵 肖羽莎 吴雨桐 吴爽

何明洋 狄伊烜 邹青 沈瑞 宋煜 张玲玉

张涛 张婷 陈丹 金亮 承子珺 赵伟嘉

郝俞植 荆旗 胡哲妮 姜宁馨 姜彦文 顾思蒋

钱留杰 唐思勋 唐家平 唐琦 黄泽瑞 梅亚冲

董明志 董博 韩清扬 曾伟盈 潘思成 魏文晗

光华管理学院
吴敏

法学院
丁当 王之栋 王栋 王梦晓 包思雨 朱子琳

乔静漪 庄晓月 刘力帆 刘俞含 刘梦馨 刘晨

刘颖 许文韬 孙经纬 苏为韬 李志恒 李佳益

李思羽 李真 李婷婷 李槊 杨苏豫 吴亦九

张天白 张宇诗 张钰羚 张倩 张萌萌 陈思齐

陈陶 邵明潇 邵旖旎 武旋 林惠妮 周锦琳

赵睿璇 胡星昊 胡敏喆 钟鑫雅 秦钰洁 袁东筱

夏婧 徐蕾 黄其杰 黄雅冰 曹如冰 符怡然

章璐 梁雯菁 韩笑 程娇 温宇璇 谢春辉

阙涵宇 蔡元培 蔡国保 蔡培如 黎俊志 魏然

信息管理系
何芳

社会学系
唐元超

政府管理学院
马乐 马柯 王怀乐 王玥 王哲 王维华

王琬莹 王舒启迪 毛丽娟 方若琳 叶隽彤 宁晶

朱溢珂 刘星圻 刘禹君 刘浩 刘舒杨 杜鹏

巫曼琳 李春晓 李照青 李颖妍 李嘉晖 杨姣

杨倩 吴笑葳 岑松皓 何琦 汪泽波 张远

张晓林 张竞元 张鹏 张薇 陈天和 陈俊廷

陈斯惟 金桢杰 郑雅文 郑韵含 赵倩 赵娟

侯亚杰 姚心宜 袁旋宇 高波 郭宏樟 郭洁

郭晟豪 郭晨 黄尧胜 盛姜月 葛恬 董志霖

董杨 蒋锡泰 雷明昊 路城 谭楚妍 樊昕

外国语学院



王嘉璐 许文迪 陈煦 董欣然 蒋骏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辰硕

艺术学院
白浩然 年悦 李诗语 祝子建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冉兰

元培学院
付紫璇 姜家隆 黄启皓 谢璐阳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于力军 代达劢 陈修司 高匀丰 黄诗尧 黎才华

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佳梁

教育学院
余韧哲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田莹 朱子建

工学院
邓亚骏 任行斯 李锡英 鲍垠桦 薄童

城市与环境学院
于国帅 代莹 刘素素 孙岩 孟丽婷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裕茵 陈灏轩

分子医学研究所
赵佳 路福建

医学部
杨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