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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科学学院 

    张雨 贾泽宇 崔圣宇 吴林桐 李羽航 张文龙 

邱添 陈奕行 

    物理学院 

     李菁桢 陈阳阳 赵云彪 陈术 王楷 王春光 

陈可 伏睿 乔瑞喜 李盼 时立宇 余晓阳 

王利博 王子潇 王威 朱尧峥 王准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林廷睿 顾超越 韩含 殷剑昊 庾星驰 周子硕 

王新宇 杨良伟 陈学敏 李岭高 关键鑫 王瑞琦 

高博 陈丽芳 林德武 王珍 邹林虎 昌珺涵 

生命科学学院 

    刘一穹 蔡甜甜 贾璐萌 韩雪 张启明 田晓宇 

王欢 张超 张美玲 梁文洁 李瑞 吴小天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李杰 牛菁菁 胡玲 姚照原 王冠力 杨一龙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徐妍芝 陈耔熹 张金铭 孙一玮 张晓玥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年欣 马遥 黄凯欣 马晓龙 巩固 兰文浩 



杨轶佳 陈哲奕 

    中国语言文学系 

    雷宁 钟灵瑶 缑清睿 黄竹莎 李文曦 周靖雯 

李泓霖 胡海洋 何骆 周观晴 王兰苓 张汐莹 

陈雪玲 谢可欣 宋月玥 郑涵颖 王婧雯 郭亭利 

国际关系学院 

    王馨安 贠晓 张婷鸽 买玲 李依杨 宗晨曦 

殷逸煊 范静远 张富媛 周润人 

  经济学院 

     孙兆昕 李润新 骆宇帆 牛嘉蕙 孙可然 李子安 

光华管理学院 

    林婧颖 龙小鹏 杨婧琳 马诗阳 沈铂涵 李昕蔚 

郁书扬 初佳慧 王思远 

   法学院 

     夏江皓 涂欣筠 袁一绮 满艺姗 高莹 胡松 

刘梦馨 李枚远 陈海雯 杨润润 冯思邈 王宁 

信息管理系 

    刘姝雯 王凤翔 李孟阳 刘奕 

  社会学系 

     加娜古丽 吴柳财 康昕 周珏 薛雯静 邹靖 

王思凝 黑若琳 

    外国语学院 

    



甘文雯 吕如羽 王嘉璐 唐羽影 柳媛 赖雨琦 

封晓华 章烨雷 孙一 程潇雨 马骁 崔紫微 

许文婷 刁慧琳 冯筱航 金郁昂 王雅轩 陶然 

王佳晨 钱曾一 姜齐豫 李洋洋 赵心悦 胡昕怡 

杨雨菁 李沅鑫 

    体育教研部 

    沈璟婷 

     艺术学院 

     贝拉蒙 朱钧霞 何愉棋 黄川夏 毛天与 刘梦然 

元培学院 

     李星宇 张语菡 于子轩 张宏毅 吴东蔚 王宇飞 

李原榛 冯妍慧 史海钧 毛基恒 吴梓钦 周雨飞 

李欣然 顾开元 董亮 沈志浩 张峻 黄乔 

李相廷 罗天创 古宇昕 包晓东 余越 李欣然 

张正 王心怡 金宇烽 殷玥 胡诗云 黄金迪 

深圳研究生院 

    闫加磊 陈雪 刘颖 黄妤晴 易水平 朱殿濛 

文纾可 王志鹏 夏远 周丝雨 叶方舟 张泽政 

李昂 王夏峰 郁文 熊威 曹润泽 刘云松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方聪 贾德林 高铮 周昱晨 岳宇 徐燮阳 

张孝帅 孙新昊 肖博文 代达劢 吴侃 刘瀛成 



周铭洵 王梦迪 张云帆 王子龙 麦辉煜 孙雨奇 

侯家恒 孟逸白 陈代超 徐思睿 陈锦伟 冉德智 

张佳琪 卫思为 

    人口研究所 

    胡雅坤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慈海娜 吴林东 张书文 

   工学院 

     杨振洲 汤洁 周伟涛 吴妮尔 尚秋宇 张育宁 

石蔚骅 徐浩 

    城市与环境学院 

    徐怡怡 贾润泽 吴双 童培峰 马奕欣 陈瑞 

燕京学堂 

     邓沛菱 张成 杨仲舒 艾娜泽 王黎飒 

 基础医学院 

    马骁 王子禛 吴丽琨 吴伟强 

  药学院 

     左翼 刘夏 

    公共教学部 

    代恒森 熊华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