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2019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录取名单

姓名 就读院校 姓名 就读院校

阿米拉·阿迪力 南京大学 刘伊 武汉理工大学

卞丽君 华中农业大学 吕汶聪 中国海洋大学

曹军 四川大学 邱宏 华东师范大学

柴佳敏 四川大学 唐长飞 中国海洋大学

常乐乐 河北工业大学 王曼 湖南师范大学

陈超然 华南理工大学 王姝瑜 南京农业大学

陈璐瑶 安徽大学 王紫康 云南大学

陈俞佳 吉林大学 文菊梅 南京师范大学

邓陶 湖南大学 吴京航 浙江大学

邓左奇 西南大学 武琪贵 山西大学

丁志康 山东大学 向悦宁 东北大学

董飞桐 华中农业大学 许思齐 山东农业大学

董中伟 西南大学 易灿 武汉理工大学

段佳琦 四川大学 袁梦一 华中师范大学

方渝珊 暨南大学 张涛 华东理工大学

费圆 湖南师范大学 陈琳琳 南京农业大学

付佳佳 山西医科大学 陈文 西南大学

高孟 南开大学 陈妍夙 安徽大学

高山凤 西北大学 陈卓 中南大学

高文轩 中国海洋大学 陈紫悦 西北大学

郝妍 南开大学 程洁霞 山东大学

胡雨岑 浙江大学 楚晨晨 华中农业大学

黄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崔志城 昆明理工大学

姜源旭 北京师范大学 邓潜 云南大学

蒋思博 东北农业大学 邓馨童 四川大学

康慎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东航宇 云南大学

赖元樱 暨南大学 董浩 南京大学

李晨昱 南京农业大学 樊天谊 山西大学

李呈瑜 浙江大学 范学渊 山西大学

李洁 山东大学 方舒 华中农业大学

李兆爽 华中农业大学 高昊 南京农业大学

林雨婷 浙江大学 高泽华 云南大学

刘畅 西南大学 耿晨晖 西北大学

罗莎 湖南师范大学 郭梦玮 东北师范大学

马昭懿 西南大学 郭伟 云南大学

马肇星 山东大学 何思佳 华中师范大学

敏逸晖 中山大学 胡雅婷 四川大学



莫皓敏 浙江大学 胡亚美 北京中医药大学

牛起超 山东大学 黄成浩明 中南大学

潘雅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黄君然 云南大学

庞淑睿 四川大学 黄书琴 华中师范大学

齐鸿煜 北京林业大学 贾儒 南京大学

齐一凡 四川大学 贾雯奕 中国海洋大学

申鹏程 中南大学 贾子瑄 南开大学

史可心 苏州大学 揭凯悦 苏州大学

孙学丹 云南大学 金一天 浙江大学

孙以宁 吉林大学 金宇茜 湖南大学

孙玥 南开大学 李呈祥 武汉理工大学

汤梦媛 南京农业大学 李雯 南京师范大学

唐慧萍 山西大学 李一丹 西南大学

陶启昕 吉林大学 李媛媛 南京大学

汪华志 南京师范大学 李芸倩 浙江大学

王斌 西南大学 李章杰 中南大学

王晨 西南大学 林陈子 西北大学

王鲁瑶 华中师范大学 林琳 中国海洋大学

王清仪 湖南大学 刘佳琪 华东师范大学

王少宣 山西大学 刘靓童 东北师范大学

王昕茹 浙江大学 刘茹聪 西北大学

王雪怡 四川大学 刘兴波 武汉理工大学

王祎梦 山西医科大学 刘亚强 湖南大学

王艺 北京林业大学 鲁嘉莉 华中农业大学

吴喜成 四川大学 罗佩祥 湖南师范大学

吴元元 苏州大学 毛一舟 云南大学

向慧敏 华南理工大学 孟令娜 哈尔滨工业大学

项玉婷 西南大学 牛浩芙 四川大学

谢欣池 湖南师范大学 裴羽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徐明静 南京农业大学 秦润彤 安徽大学

颜璐 北京师范大学 秦岳 武汉大学

杨嘉鹏 南京师范大学 冉宇 湖南师范大学

杨蕾 四川大学 申晓 苏州大学

杨清 苏州大学 申子楚 华中师范大学

要丽君 山西医科大学 施璐璐 东北师范大学

叶碧姗 暨南大学 宋倩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余钱 西南大学 宋欣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余梓棋 四川大学 孙伟 吉林大学

张佳玮 四川大学 孙雨萱 南开大学

张佳玥 山东大学 谭亚 东北师范大学

张姝媛 安徽大学 唐元桃 武汉大学



张琬琳 湖南大学 王佳怡 华中农业大学

张雅妮 湖南师范大学 王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艳 苏州大学 王吟 华中农业大学

张宜林 云南大学 王与 东北师范大学

张雨涵 苏州大学 王昭月 西北大学

张子祺 山东农业大学 魏丹朵 华中农业大学

郑俊玮 四川大学 席杨英姿 湖南大学

周基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鲜雨珈 陕西师范大学

周嘉文 四川大学 相欣雨 浙江大学

周雨欣 华南理工大学 肖怡凡 华东理工大学

朱慧 南京农业大学 肖勇 湖南师范大学

邹佳伶 重庆邮电大学 谢滨 湖南师范大学

邹婧 北京林业大学 谢思懿 四川大学

邹容 吉林大学 熊一娇 华南理工大学

柴若尘 吉林大学 徐昇 南京农业大学

陈明锐 四川大学 许萌原 南京农业大学

李家曦 南京农业大学 薛昊安 南京农业大学

李蹊 吉林大学 严杰 华东师范大学

蒲艳丽 北京师范大学 杨昶 吉林大学

盛祖康 湖南大学 杨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苏茜薇 重庆市西南大学 杨静 西南大学

余戎镇 吉林大学 于微 吉林大学

张学远 西北大学 元春蕾 东北师范大学

甄秋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飞翔 湖南大学

王子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魏昌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巍 北京师范大学

吴鹏 安徽医科大学 张文才 南京农业大学

徐曹玲 安徽医科大学 张心培 南京农业大学

徐颖 中南大学 张译匀 北京师范大学

徐源 苏州大学 张雨筱 东北林业大学

杨扬 东北师范大学 张玉莲 昆明理工大学

张丽雅 南京大学 赵舰秋 吉林大学

赵明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赵靖宇 中国海洋大学

钟雁翎 四川大学 赵小豫 吉林大学

周阳 华南理工大学 赵玉皎 中国海洋大学

王丹 陕西师范大学 周彩霞 湖南师范大学

唐玲 湖南师范大学 周景璠 南京师范大学

孙小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周玲芹 苏州大学

庞国正 南开大学 周南海 南京师范大学

潘慧敏 西南大学 周诗晨 浙江大学

刘雅迪 北京师范大学 周新桐 西南大学



林秀萍 安徽医科大学 周怡伶 湖南师范大学

贾辛怡 南京农业大学 朱明玉 山东大学

黄芷杰 中山大学 朱婉尹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黄睿 东北师范大学 苌玥 陕西师范大学

王宁 南京农业大学 陈果 华南农业大学

袁梦一 华中师范大学 贺银慧 湖南大学

熊沐钊 四川大学 金家宇 浙江大学

董宇凡 中南大学 李刚 浙江大学

戈雨寒 南京师范大学 沈忻晨 浙江大学

单昭君 中国海洋大学 沈志鑫 浙江大学

王进 南京大学 张易炎 西北大学

朱珺玮 福州大学 王宏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金倩 中国农业大学 牛梦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陈诗婳 武汉大学 周辛瑜 华中农业大学

王舸 天津大学 樊浩楠 西北大学

林炜锋 西北工业大学 张坤 陕西师范大学

付聪聪 武汉大学 汤安舒 南京大学

田宇辉 天津大学 李庆洁 中国海洋大学

范晓睿 昆明理工大学 傅煜夏 中国海洋大学

傅晓莉 南京农业大学 王锐 西南大学

何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尹铭阳 南开大学

胡倩瑜 华东师范大学 蒋佳纯 西南大学

焦志涵 陕西师范大学 黄睿 东北师范大学

孔庆丹 南京师范大学 罗兴永 四川大学

刘涔希 华东师范大学 邵阳晴 华中师范大学

王思悠 安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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