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微分几何”暑期学校学员名单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刘子昊 Brandeis Univ 张宁馨 北京大学

巩刘伟 Rutgers Univ 郑博晨 北京大学

牛公平 UC San Diego 侯悦石 北京大学

单宇飞 UC Santa Cruz 肖正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ing Yang Univ Cambridge 吴志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肖戴凝 Univ Cambridge 李振雄 北京科技大学

Yu Wang Univ Cambridge 郑伟 北京科技大学

林仕燊 Univ Warwick 苏本朝 北京理工大学

周绍旸 Vanderbilt University 陈亚云 北京理工大学

王至超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杜昀衡 北京师范大学

程一宸 北京大学 付家豪 北京师范大学

段剑儒 北京大学 李政威 北京师范大学

冯梓轩 北京大学 刘洋洲 北京师范大学

郭若一 北京大学 谭翼 北京师范大学

黄俊智 北京大学 刘化杰 大连理工大学

焦宇翔 北京大学 韩周宏 东北师范大学

李佳明 北京大学 李阳晴 东北师范大学

李师铨 北京大学 李玉鑫 东北师范大学

刘恺睿 北京大学 许博源 东北师范大学

彭淏 北京大学 李昕泽 多伦多大学

王翰卿 北京大学 魏诗怡 法国索邦大学

吴金泽 北京大学 王金鑫 法国索邦大学

杨泓暕 北京大学 黄纾平 福州大学

于惠施 北京大学 陈在远 复旦大学



李若为 复旦大学 谢传龙 华南理工大学

林丽 复旦大学 陈卓博 华中科技大学

刘倩倩 复旦大学 夏浩博 吉林大学

陆琳根 复旦大学 徐明星 吉林大学

骆晗 复旦大学 庞博远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徐文迪 复旦大学 王俭 兰州理工大学

赵必强 复旦大学 于巾超 辽宁大学

刘琴 广西大学 程梦楠 南昌大学

缪乐珍 广西大学 余景浩 南方科技大学

薛晓曼 广西大学 廖文博 南方科技大学

杨秋花 广西民族大学 梁睿明 南京大学

李思彤 广西师范大学 刘春蕾 南京大学

梁永梅 广西师范大学 缪铭昊 南京大学

王愉靖 广西师范大学 熊志尧 南京大学

范伯全 广州大学 赵宇航 南京大学

高开城 国防科技大学 程宇骞 南京大学

汪洋 哈尔滨工业大学 傅珂 南京理工大学

祝钰舒 杭州师范大学 袁锋 南京师范大学

隗真真 湖北民族大学 段帅帅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何慧娜 湖南大学 黄鹏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闫变莲 湖南大学 谭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朱文政 湖南大学 高瑞良 南开大学

李卓奇 华东师范大学 黄文俊 南开大学

宋星宇 华东师范大学 贾晨静 南开大学

王金涵 华东师范大学 李程曦 南开大学

吴玲 华东师范大学 李昊 南开大学

陶露 华南理工大学 李锦丹 南开大学



李先哲 南开大学 许福临 清华大学

马玮含 南开大学 臧家棋 清华大学

牟佳忱 南开大学 王跃然 清华大学

任雯岩 南开大学 葛晓书 厦门大学

宋雨键 南开大学 王源清 厦门大学

孙毓泽 南开大学 徐天航 厦门大学

张皓皓 南开大学 张旭文 厦门大学

张洪仪 南开大学 赵紫苏 厦门大学

张峻铭 南开大学 程柯豪 山东大学

赵浩樨 南开大学 迟丽娜 山东大学

程鹏鹏 宁波大学 孟俊宇 山东大学

朱俊 宁波大学 宋欣瑞 山东大学

曹君宇 清华大学 王治斌 山东大学

陈瑞琪 清华大学 魏忠凯 山东大学

贺宇昕 清华大学 吴骁天 山东大学

蒋泞骏 清华大学 周歧 山东大学

蓝青 清华大学 朱奕 山东大学

李奇颗 清华大学 王延英 山东师范大学

李思露 清华大学 安佳幸 陕西师范大学

潘庆一 清华大学 蔡霞悻 上海大学

权瀚文 清华大学 汤钧涵 上海大学

尚鉴桥 清华大学 蔡笑寒 上海交通大学

宋岳峰 清华大学 刘宸恺 上海交通大学

孙孟昭 清华大学 李水木 上海交通大学

魏逸伦 清华大学 李书豪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吴东箭 清华大学 邸玥 首都师范大学

谢雨潇 清华大学 戴伯屹 首都师范大学



丁蔚然 首都师范大学 徐振铭 武汉大学

韩明阳 首都师范大学 严世杰 武汉大学

胡娜 首都师范大学 郑超 武汉大学

梁美娟 首都师范大学 李天佑 武汉大学

申文 首都师范大学 梁浩然 西安交通大学

王世杰 首都师范大学 张炜东 西安交通大学

谢成真 首都师范大学 张子轩 西安交通大学

谢正通 首都师范大学 魏爽 西北大学

杨璐菲 首都师范大学 张习强 西北工业大学

杨晓睿 首都师范大学 张琪雄 西北工业大学

张钰奇 首都师范大学 潘鹏 西北师范大学

陈泓宇 四川大学 沈东 西北师范大学

黄一宣 四川大学 胡玉琪 西南大学

杨雪涛 四川大学 赖晋秋 西南大学

杨阳 四川大学 李竹青 香港城市大学

康庄 四川大学 戴伯文 香港中文大学

张珈铭 天津大学 冯娅璐 新疆大学

孟云鹏 天津工业大学 张雪松 新疆大学

何力 同济大学 薛玉莹 信阳师范学院

高晨暘 同济大学 代玉萍 云南财经大学

薛竟一 武汉大学 郭腾飞 云南财经大学

白圣 武汉大学 骆恩亮 云南财经大学

陈哲 武汉大学 王莎莎 云南财经大学

高锦钰 武汉大学 张倩 云南财经大学

罗序靓 武汉大学 张月航 云南大学

彭伟丽 武汉大学 郝锦 云南大学

王杰 武汉大学 刘亚迪 云南师范大学



管山林 云南师范大学 李安圣 中国科学院

吴大坤 浙江大学 刘英琦 中国科学院

闫嘉琦 浙江大学 罗娜 中国科学院

张笑然 浙江大学 谈虎 中国科学院

周雷 浙江大学 王浪 中国科学院

邹文婷 浙江师范大学 杨耀松 中国科学院

曲笑薇 中国地质大学 张少鹏 中国科学院

陈恒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叶振宇 中国矿业大学

何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刘洋 中国人民大学

胡胜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光楠 中国人民大学

靳育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虞鹏秀 中国人民大学

王相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马骁 中南大学

杨笑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伍凤林 中南大学

张文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都鑫鑫 中山大学

葛川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熊浩强 中山大学

陈攀 中国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