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号 所在院系 留学身份
留学
国别

留学单位
（中文名称）

评审意见
（代码）

朱文君 14210110063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 比利时 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1

林丹妮 14210110037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 法国 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2

秦振耀 13210110051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 法国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2

许烨 14210110087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 法国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2

胡玥 14210110056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 法国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

马洁宁 13210120025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法国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2

陆源峰 14210120021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法国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

王子童 14210120012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法国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

王资 14210120032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英国 华威大学 2

何逸逸 14210120006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加拿大 加拿大女王大学 1

王亦茗 15210130082 新闻学院 博士研究生 英国 伦敦城市大学 1

韩艺丹 14210140006 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1

陈雅雯 14210140023 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法国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

周之桓 14210140036 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法国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1

张晶晶 16110140032 历史学系 博士研究生 英国 曼切斯特大学 1

钱康 14210160032 哲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马丁.路德-哈勒维滕堡大学 2

段醒宇 14210160001 哲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法兰克福大学 1

易鑫 16110160029 哲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柏林自由大学 1

张志鹏 14210160041 哲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 2

盛博文 14210180007 数学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法国 巴黎南大学（攻读学位） 1

王银萍 14210220006 化学系 博士研究生 法国 图卢兹三大 1

朱子音 14210270215 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日本 北海道大学 2

瞿秋阳 14210290001 航空航天系 博士研究生 法国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

何鹏 14210700090 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马普鸟类学研究所; 康茨坦

茨大学
1

吕胜满 14210700096 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瑞士 洛桑大学 2

李静晨 14210700057 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 1

张或天 1421072012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

博士研究生 瑞典 林雪平大学 1

程曌 14211010018 基础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英国 帝国理工学院 2

蔡梦飞 14211010005 基础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荷兰 格罗宁根大学 1

陆叶 14211020062 公共卫生学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海德堡大学/德国肿瘤研究

中心
1

彭卓欣 14211020007 公共卫生学院 博士研究生 荷兰 乌特列支大学 1

陈韫韬 14211020002 公共卫生学院 博士研究生 荷兰 格罗宁根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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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言 应届本科生 药学院 博士研究生 美国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
中心

2

秦美林 14211130003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澳大利亚 南澳大学 1

潘志勇 14213010008 先进材料实验室 博士研究生 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 1

胡骏达 14211210063 中山医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洪堡大学 1

刘飞燕 14211220040 华山医院 博士研究生 荷兰 莱顿大学 1

闫洪凯 14211220067 华山医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2

王卉 14211220064 华山医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 3

徐岩 14211220050 华山医院 博士研究生 德国 慕尼黑大学 1

杜思月 14211220002 华山医院 博士研究生 法国
尼斯索菲亚昂蒂波利斯大
学

1

孙珊珊 14211260020 眼耳鼻喉科医院 博士研究生 英国 卡迪夫大学 1

甘家雨 15211010083 肿瘤医院 博士研究生 法国 古斯塔夫露西癌症研究所 1

郭乾隆 13110100013 古籍所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

王英达 15110100010 古籍所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 1

杨月英 16110100004 古籍所 联合培养博士生 日本 立命馆大学 2

傅及斯 16110110021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加拿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3

刘帼超 15110110018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日本 大阪大学 1

张贝思 15110110025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东亚研究系，中国研究中
心

1

李雪 16110110036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英国 利兹大学 1

易霞 应届本科生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

张珊 14110110027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西北大学 1

王仲男 15110110006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荷兰 拉德堡德大学 1

邹莹 16110110038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伊利诺伊州大学厄巴纳-香
槟分校

1

徐贤樑 16110110006 中国语言文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德国 耶拿大学 2

卢照 15110130013 新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德国 科隆大学 1

孔宇 15110130002 新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1

黄文森 15110130011 新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
校

1

徐偲骕 16110130020 新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加拿大 卡尔顿大学 1

郑宁 15110140017 历史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哈佛大学 1

李殷 15110140005 历史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哈佛大学 1

陈拓 16110140001 历史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比利时 鲁汶大学 1

李稳稳 15110140004 历史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1

吴洪斌 14110140001 历史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

张哲 15110140016 历史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日本 东京大学 1

于广 15110140012 历史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南加州大学 1

矫丰 15110140020 历史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1



刘海鹏 16110160019 哲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德国 海德堡大学 1

祝薪闲 16110160008 哲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英国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1

朱毅 15110160020 哲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德国 海德堡大学 1

赵正泰 15110160012 哲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日本 日本东北大学 1

程恩慧 16110160032 哲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法国
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
邦大学）

1

苏爱玲 15110160017 哲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2

刘青尧 15110170014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纽约大学 1

罗艳琦 15110170015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 2

黄振乾 16110170010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1

李红梅 15110170021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

赵娜 13110180049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1

吴晓春 14110840002 上海数学中心 联合培养博士生 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 1

蒋元任 15110180026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比利时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2

张孝涛 13110180015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普渡大学 1

王宇 15110180022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

葛启阳 15110180020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德州大学 1

王寒霄 14110180039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中佛罗里达大学 1

吴雨勤 14110180041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法国 巴黎第六大学 1

林总总 14110180026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
分校

1

阮鸿涛 13110180041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德国 奥登堡大学 1

王悦洋 14110180014 数学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法国 图卢兹大学 1

张成 14110190049 物理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华盛顿大学 1

袁翔 14110190046 物理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

宋琦 13110190039 物理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麻省理工大学 2

王俊 16110190054 物理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1

宿冉冉 16110200004 现代物理研究所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爱达荷州立大学 1

沈志强 13110240005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
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

分校
1

田凯 14110240004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
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
校

2

熊静文 16110270011 法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

槟分校
1

吴加正 14110290003 航空航天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 2

王璐 16110300012 材料科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1

赵航 16110300026 材料科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1

陈阳 14110300005 材料科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休斯敦大学 1

王家明 13110300010 材料科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

仲耿 16110300019 材料科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马里兰大学 1



刘阳 16110460002 高等教育研究所 联合培养博士生 加拿大 约克大学 1

   李莉方 15110460002 高等教育研究所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威廉姆玛丽学院 1

李无言 15110540001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 1

何亮 15110680030 经济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斯坦福大学 1

方娴 15110680005 经济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杜克大学 1

李婷 16110690008 管理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

症中心
1

吴笑悦 16110690032 管理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芝加哥大学 1

刘彬 15110690005 管理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

1

邓舒 16110690022 管理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1

张有政 14110700058 生命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休斯敦大学 1

张守栋 15110700074 生命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荷兰 荷兰皇家海洋研究所 1

李金全 16110700093 生命科学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澳大利亚 西悉尼大学 1

周盈君 1511072001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佐治亚理工学院 1

胡淑彦 1411072002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1

刘琦瑶 1511072002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英国 南安普顿大学 1

王伟 1411072001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杜克大学 3

张启晨 1611072008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

章锦程 1611072001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1

杜洋 1611072005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法国 瓦朗谢讷大学 1

程诗婷 14110730014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新西兰 怀卡托大学 1

李家兴 14110730005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

翟璟豪 14110740002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哈佛大学 1

朱忠红 16110740023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 1

邢云 15110760007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哈佛大学 1

王华震 14110760006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联合培养博士生 日本 大阪市立大学 1

吴劲草 13110840003 上海数学中心 联合培养博士生 瑞典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2

孙文杰 14110840014 上海数学中心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华盛顿大学 1

程帆 15110840010 上海数学中心 联合培养博士生 日本 京都大学 1

张浩然 16110840003 上海数学中心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2

吴争明 16111010080 基础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1

苗婉莹 16111010019 基础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匹兹堡大学 1

陈欣云 15111010057 基础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 1

周笑天 15111010056 基础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
校

1

李莉莉 13111010011 基础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

毕稳稳 16111010052 基础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

1



杨彩婷 15111010021 基础医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冷泉港实验室 3

尹述颖 16111020036 公共卫生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1

冉丹妮 14111030003 药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1

卢逸飞 16111030021 药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

1

阮慧瞳 14111030004 药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

1

朱政 15111170003 护理学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纽约大学护理学院 1

郑逢洋 16111320004 上海市影像医学研
究所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斯坦福大学 1

闫蓉姗 16111520008 脑科学研究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奥克兰大学 1

刘雯樱 15111520011 脑科学研究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2

汪蓉蓉 15111520005 脑科学研究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匹兹堡大学 1

王婧 14111520013 脑科学研究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1

张子豪 15113010013 先进材料实验室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

1

陈金淼 16111210034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哈佛大学医学院波士顿儿
童医院

1

黄文柏 16111210041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1

孔秀芳 15111210012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密歇根大学 1

刘祖强 16111210047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

吴曼 16111210016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

心
2

金济福 16111210074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梅奥诊所 1

范文帅 15111210053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 1

郑龙 16111210063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加拿大 西安大略大学 3

初元 16111210079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维克森林大学 1

王忆茗 16111210080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维克森林大学 1

袁梦 16111210020 中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怀俄明大学 1

李菁 16111220004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布朗大学 1

高琼 16111220003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 2

丁力 16111220060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加拿大 滑铁卢大学 1

唐瑜 16111220037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康奈尔大学 1

粟慧琳 16111220023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荷兰 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 1

金莹莹 16111220030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荷兰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 1

邓萱 16111220036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匹兹堡大学 1

李爽 14111220004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梅奥医学中心 2

华领洋 15111220045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哈佛大学 2

杨珣 16111220054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英国 普利茅斯大学 1

刘家齐 16111220068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

李溪月 16111220005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范德堡大学 2



孙昱 16111220032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斯坦福大学 3

李策 16111220061 华山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南阿拉巴马大学 3

董辰 16111240002 儿科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辛辛那提儿童医院 1

王燕 15111240022 儿科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密歇根大学 1

林洁 16111240010 儿科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罗格斯大学 1

彭凯玥 16111240013 儿科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哈佛医学院 1

于曼容 16111260009 眼耳鼻喉科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

刘杨文易 16111260016 眼耳鼻喉科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

吴倩如 16111260020 眼耳鼻喉科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2

康竞 16111260013 眼耳鼻喉科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1

龚婷 16111260012 眼耳鼻喉科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1

钱丹雯 16111230017 肿瘤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杜克大学 1

吴勇 16111230022 肿瘤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 2

吴源娜 16111230023 肿瘤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杜克大学 1

张枫 16111280003 华东医院 联合培养博士生 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