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2020 年夏令营营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证件号码 本科学校 申请专业 

1 胡熠凡 男 421***********471X 东北师范大学 应用物理 

2 张秀娥 女 341***********7865 北华大学 应用物理 

3 刘品宏 男 220***********0019 北华大学 应用物理 

4 张冰心 女 341***********4620 安徽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5 王诗嘉 女 220***********0060 吉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6 李安澜 女 211***********0427 沈阳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7 左思琪 女 210***********8029 沈阳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8 刘一铭 女 220***********0628 延边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9 许瀚匀 女 331***********0022 浙江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10 陈能智 男 430***********351X 福州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11 顾亚琦 女 410***********2429 河南理工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12 刘天慧 女 230***********1425 哈尔滨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13 张佳薇 女 140***********232X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14 魏明雪 女 220***********1723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15 王梓壑 女 230***********0743 长春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16 张鹭 女 220***********5926 哈尔滨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17 王清 女 440***********9029 东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18 李昕 女 120***********3021 天津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19 王玉玲 女 232***********3629 哈尔滨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0 匡志娜 女 510***********0625 四川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1 贾敏 女 232***********0222 哈尔滨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2 吴苏徽 男 341***********2970 扬州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3 赵亚楠 女 371***********5165 江西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4 吴秀霖 女 411***********1324 河南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5 齐利 女 411***********4524 福建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6 李思潼 女 220***********212X 南昌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7 王萌 女 210***********6522 辽宁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8 李盛梅 女 532***********0626 云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9 吴宇晗 男 350***********4810 福建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0 俞晓晗 女 330***********3428 浙江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1 靳松岚 女 230***********1122 上海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2 于沂艳 女 370***********3228 曲阜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3 邓功勋 男 510***********7410 东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4 冷顺新 女 370***********2027 曲阜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5 朱明慧 女 640***********0223 东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6 王嘉欣 女 220***********4626 吉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7 张静丹 女 220***********452X 延边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8 张雨晰 女 630***********162X 东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39 王瑶 女 220***********4424 陕西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0 康悦 女 210***********2720 青海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1 闫秉正 男 152***********5819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2 张广超 男 150***********6114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3 申琛毓 女 610***********0042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4 罗研 女 210***********202X 陕西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5 田婧 女 152***********6383 内蒙古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6 刘湉湉 女 120***********4025 广西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7 陈开 女 371***********7725 曲阜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8 周芳瑜 女 220***********6420 湖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49 朱铭鑫 女 220***********1640 长春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50 梁荣森 男 440***********805X 东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51 赵亚婷 女 130***********1828 广西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52 吴芳明 女 150***********3125 大连海洋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53 王思琦 女 220***********5844 吉林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54 蔡琳琳 女 230***********0425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55 赵博 女 210***********3923 沈阳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56 戴坤杰 男 341***********2235 宁波大学 凝聚态物理 

57 齐修平 男 370***********0032 山东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58 王梓涵 男 410***********0573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59 白璐 女 140***********0025 中北大学 凝聚态物理 

60 舒彦峥 女 513***********8148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61 王睿 女 211***********536X 鞍山师范学院 凝聚态物理 

62 向腾龙 男 500***********101X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63 徐晨冉 女 410***********9728 河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64 张佳乐 女 210***********8627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65 李爽 女 370***********6626 泰山学院 凝聚态物理 

66 李甜田 女 211***********1342 辽宁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67 马宏玉 女 150***********2869 内蒙古大学 凝聚态物理 

68 周志凌 男 130***********6518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69 金儒 女 220***********6425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70 闫佳怡 女 220***********4725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71 郭思妤 女 370***********1324 齐鲁师范学院 凝聚态物理 

72 鲍萱倩 女 210***********0325 辽宁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73 陈昌宇 男 152***********4516 内蒙古大学 凝聚态物理 

74 陈朝军 女 130***********6222 河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75 孙婷婷 女 232***********0227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76 马钰盈 女 230***********6425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77 贾双举 男 370***********7711 西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78 赵博 女 220***********6228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79 李海艳 女 232***********592X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80 胡小丹 女 230***********002X 黑龙江大学 凝聚态物理 

81 郑嘉慧 女 220***********0642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82 陈艺丹 女 230***********0048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83 刘兆肃 男 411***********0015 华南农业大学 凝聚态物理 

84 赵云帆 男 370***********151X 山东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85 徐涵文 女 211***********0123 辽宁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86 邓莹平 男 362***********0015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87 刘启月 女 130***********0083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凝聚态物理 



88 祁建盛 男 370***********6938 山东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89 陈颖 女 350***********1021 福建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90 张钰琪 女 150***********0023 内蒙古大学 凝聚态物理 

91 范昊洋 女 211***********0325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92 宋源 女 140***********0026 辽宁大学 凝聚态物理 

93 曹若冰 女 211***********2423 辽宁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94 刘志勇 男 211***********4073 辽宁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95 胡艺山 女 510***********0323 四川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96 张君儒 女 370***********1023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97 闫楚欣 女 130***********0622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98 刘可焓 男 371***********6517 山东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99 李悦欣 女 210***********0423 辽宁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00 王荣秋 女 421***********2828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01 于洋 女 211***********0025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02 任国强 男 370***********4232 泰山学院 凝聚态物理 

103 孙宇 男 220***********8333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04 王冬蕾 女 210***********6523 辽宁大学 凝聚态物理 

105 安营 女 210***********5220 辽宁科技大学 凝聚态物理 

106 韩靓颖 女 411***********9523 河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07 陈朔 男 371***********1517 山东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08 王乙雯 女 220***********0548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09 吴文婷 女 210***********3723 辽宁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0 周寅康 男 430***********3056 天津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1 王雨涵 女 232***********3907 燕山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2 解金月 女 220***********3623 延边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3 郝晓雅 女 130***********632X 河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4 任洹妤 女 220***********6829 辽宁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5 王慧 女 210***********3028 辽宁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6 朱永兴 男 410***********001X 东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7 阚思涵 女 220***********0644 哈尔滨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8 杨哲 女 132***********3322 河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19 李金枝 女 130***********2443 河北师范大学 凝聚态物理 

120 万国威 男 220***********1812 大连民族大学 凝聚态物理 

121 张雨来 男 330***********7115 浙江师范大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22 刘敏 男 320***********5412 扬州大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23 栾晓航 女 371***********2623 曲阜师范大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24 付依佼 女 210***********0029 辽宁师范大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25 贾少雷 男 210***********2839 沈阳师范大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26 杨怡 女 511***********5126 东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27 索梦琦 女 210***********1028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28 宋英芷 女 211***********0029 沈阳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29 杨承宇 男 210***********2813 沈阳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30 王丹阳 女 211***********406X 沈阳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31 邱爽 女 220***********0028 北华大学 理论物理 

132 李峥 女 230***********0822 哈尔滨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33 杨雨晴 女 412***********2044 沈阳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34 宋羽洹 女 220***********0047 通化师范学院 理论物理 

135 王铁宇 男 210***********4933 沈阳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36 乔珊珊 女 211***********0027 沈阳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37 杨柳 男 220***********0014 东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38 王煜淼 男 370***********3515 河南工业大学 理论物理 

139 胡传凯 男 370***********3333 山东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40 伊佳 女 210***********002X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41 邵熙元 女 210***********0024 渤海大学 理论物理 

142 王雪飞 女 210***********7126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43 李畅 女 210***********2441 沈阳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44 孙雪雁 女 370***********2620 曲阜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45 姜帆 女 230***********0926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46 赵悦 女 220***********5729 东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47 王昕 男 431***********8732 东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48 马欣宇 女 210***********2820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49 张浩然 女 230***********0723 湖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50 李燕鑫 女 210***********0040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51 陈玥 女 370***********1041 山东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52 霍嘉瑶 女 230***********0323 哈尔滨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53 王艺岚 女 210***********0626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54 刘青航 男 130***********9050 东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55 洪源 男 430***********2019 东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56 杨亦雯 女 211***********1746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57 马永凯 男 130***********2672 华北理工大学 理论物理 

158 陈美慧 女 210***********0643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59 孙君妍 女 371***********6226 东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60 李世雄 男 440***********0031 东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61 高羽 女 211***********2427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62 张佳铭 女 220***********2829 长春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63 牛启先 男 230***********2631 东北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64 康时诺 女 150***********0789 内蒙古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65 辛俞历 男 612***********281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理论物理 

166 原靖淞 男 210***********1010 辽宁师范大学 理论物理 

167 徐萌 女 220***********0042 湘潭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168 罗雨晴 女 210***********0324 华北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169 张颖怡 女 440***********1828 广州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0 柳华涛 男 370***********7333 青岛理工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1 刘薇 女 431***********0043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2 郭凯笛 女 410***********254X 河南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3 赵志强 男 152***********273X 内蒙古民族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4 丁秋名 女 220***********1522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5 高云鹏 女 410***********1243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6 高雨农 女 211***********2044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7 甄新月 女 371***********5723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8 张正鹤 女 220***********6047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79 周小琪 女 220***********3829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80 刘姝妤 女 220***********6425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81 赵愉航 女 210***********3224 辽宁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82 周子涵 男 210***********6115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83 吴茜 女 220***********9627 东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84 杨鑫雨 女 220***********1725 吉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85 薛晓晶 女 220***********4625 吉林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186 邵琦 女 232***********1124 哈尔滨师范大学 光学 

187 刘新 女 220***********8222 北华大学 光学 

188 王晓璐 女 130***********0328 哈尔滨师范大学 光学 

189 刘泽 女 230***********0822 黑龙江大学 光学 

190 郑泽 男 350***********0470 福建师范大学 光学 

191 徐霄宇 女 130***********1029 福建师范大学 光学 

192 吴广坤 男 410***********4055 东北师范大学 光学 

193 郭宇欣 女 131***********5027 河北师范大学 光学 

194 鄢苗苗 女 612***********2145 延边大学 光学 

195 周俊君 女 460***********1522 河北工业大学 光学 

196 高飞茹 女 210***********1441 辽宁师范大学 光学 

197 孙妍慧 女 230***********0222 延边大学 光学 

198 王一彤 女 130***********122X 河北师范大学 光学 

199 孔繁儒 男 232***********0912 哈尔滨师范大学 光学 

200 李金洋 男 220***********1810 延边大学 电子信息 

201 丛珊 女 370***********4125 齐鲁师范学院 电子信息 

202 郑兵兵 男 372***********9410 曲阜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 

203 陈璐 女 220***********1124 东北师范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4 张凡 男 130***********0036 湘潭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5 王铭泽 女 220***********7626 东北师范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6 石雨铭 女 130***********302X 东北师范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7 蒋利利 女 500***********5961 东北师范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8 董光耀 男 371***********0014 东北师范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注：1.请以上营员即刻申请加入 QQ 群：238059044。 

    2.其他安排另行通知。 
 
 
 

      
 

      
 

    物理学院  

    2020 年 7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