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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学部/院系 姓名 学号 专业 导师

1 理工科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汪凡 52183902011 人文地理学 汪明峰

2 理工科 地理科学学院 郑利林 52203901022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徐建华

3 理工科 地理科学学院 孙东耀 52183901005 自然地理学 刘敏

4 理工科
河口海岸科学
研究院 周晓妍 52193904003 自然地理学 戴志军

5 理工科
河口海岸科学
研究院 张福乐 52173904017 海洋化学 杜金洲

6 理工科 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张康 52203903008 生态学 刘权兴

7 理工科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李妍 52194300049 物理化学 施剑林

8 理工科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贾佩佩 52194300023 有机化学 杨海波

9 理工科 生命科学学院 陈亮 5220130003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李大力

10 理工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吕熠娜 522059010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石亮

11 理工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宇昂 521945010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骏、张伟

12 理工科 软件工程学院 印佳奇 52194501014 软件工程 朱惠彪

13 理工科 软件工程学院 叶豫桐 52205902007 软件工程 陈铭松

14 理工科 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梓浩 52205903009 数据科学与工程 周傲英、徐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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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理工科 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子豪 52205903011 数据科学与工程 周烜、胡卉芪

16 理工科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单昕昕 52205904012 信号与信息处理 文颖

17 理工科 数学科学学院 孙益中 52205500020 计算数学 郑海标

18 理工科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霍思宇 52194700001 理论物理 刘宗华

19 理工科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电
子科学系） 熊少兵 52171213003 物理电子学 保秦烨

20 理工科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 潘晟哲 52190920007 光学 吴健

21 理工科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 谢戈辉 52190920024 光学 李文雪

22 理工科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胡娜 52183200005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刘俊升 桑标

23 人文社科 传播学院 王雅妮 52192300003 新闻学 刘秀梅

24 人文社科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
院 杜志远 52192200001 国际关系 余南平

25 人文社科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闫丽 52195400003 国际汉语教育 吴勇毅

26 人文社科 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 包志梅 52184105004 高等教育学 阎光才

27 人文社科 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 姜浩哲 52204800005 课程与教学论 汪晓勤

28 人文社科 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 姚昊 52194110008 教育经济与管理 胡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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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人文社科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系 杨邦林 52194104005 学前教育学 黄瑾

30 人文社科 经管学部工商管理学院 吴丹丹 52194402013 旅游管理 冯学钢

31 人文社科 经管学部经济学院 张海军 52184401005 金融学 岳华

32 人文社科 经管学部经济学院 魏伟 52204401004 金融学 殷德生

33 人文社科 历史学系 孙光耀 52192902005 中国史 王东

34 人文社科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锡辉 521942000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杜玉华

35 人文社科 美术学院 李婧 52195000002 美术学 张晶

36 人文社科 美术学院 张敏 52195000003 美术学 阮荣春

37 人文社科 社会发展学院 王娟 52193500018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黄晨熹

38 人文社科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陈明哲 52193100001 外国哲学 郁振华

39 人文社科 体育与健康学院 刘文彬 52201000013 运动人体科学 刘微娜

40 人文社科 体育与健康学院 于思远 52191000003 体育人文社会学 刘桂海

41 人文社科 外语学院 林洁心 52190400008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浩敏

42 人文社科 哲学系 金雯珎 52202903010 外国哲学 潘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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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文社科 政治学系 虞昊 52202905002 政治学理论 吴冠军

44 人文社科 中国语言文学系 石天宇 52202901004 文艺学 王峰

45 人文社科 中国语言文学系 马继 52192901015 汉语言文字学 白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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