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公示 

序号 姓名 硕/博 专业 基层单位 

1 杜光熙 博士 中国古代文学 文学院 

2 朱楠 博士 文化研究 文学院 

3 吴昊 博士 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院 

4 陈祝琴 博士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院 

5 尉佩云 博士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历史学院 

6 宋磊 博士 考古学 历史学院 

7 刘大皓 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法学院 

8 詹鋆 博士 心理学 教育学院 

9 叶嵎林 博士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10 李陶 博士 数学物理 数学科学学院 

11 于幻 博士 应用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12 甄守民 博士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13 彭斌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14 秦洁 博士 生态学 生命科学学院 

15 熊秋林 博士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资环学院 

16 李含伦 博士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资环学院 

17 任艺 博士 美术学 美术学院 

18 宋吉昊 博士 书法文化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19 李晨毓 博士 光学工程 物理系 

20 姜红霞 硕士 中国古代文学 文学院 

21 李瑞慧 硕士 文化产业 文学院 

22 宋玉雪 硕士 文化研究 文学院 

23 李红澄 硕士 编辑出版学 文学院 

24 王晓悦 硕士 文艺学 文学院 

25 赵梦丽 硕士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学院 

26 王聿兮 硕士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文学院 

27 齐晓帆 硕士 传播学 文学院 

28 杨书培 硕士 媒介经济学 文学院 

29 刘  煜 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文学院 



30 程  伟 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院 

31 陈小培 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院 

32 平晓婧 硕士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院 

33 张锐 硕士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院 

34 王淑会 硕士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院 

35 刘俊杰 硕士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院 

36 武逸天 硕士 全球史 历史学院 

37 赵雅楠 硕士 考古学 历史学院 

38 申珅 硕士 文物与博物馆 历史学院 

39 田宝祥 硕士 中国哲学 政法学院 

40 樊晓晨 硕士 政治学理论 政法学院 

41 
包音乌力

吉 
硕士 政治学理论 政法学院 

42 祝传佳 硕士 伦理学 政法学院 

43 金超然 硕士 
课程与教学论（社会工作

教学论） 
政法学院 

44 雷丰荧 硕士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政法学院 

45 陈怡同 硕士 思想政治教育 政法学院 

46 方晨晨 硕士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院 

47 刘天子 硕士 教育经济与管理 教育学院 

48 侯晓颖 硕士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院 

49 李刚刚 硕士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院 

50 韩祖晔 硕士 应用心理学 教育学院 

51 张美晨 硕士 基础心理学 教育学院 

52 吕婷婷 硕士 基础心理学 教育学院 

53 郑昕月 硕士 应用心理 教育学院 

54 宋勃东 硕士 应用心理 教育学院 

55 苑泉 硕士 应用心理 教育学院 

56 陈艳燕 硕士 学科教学（化学） 教育学院 

57 兰卫洁 硕士 学科教学美术 教育学院 

58 刘彦旭 硕士 学科教学（语文） 教育学院 

59 李宏卓 硕士 学科教学（语文） 教育学院 

60 李亚男 硕士 学科教学（数学） 教育学院 



61 杨阳 硕士 学科教学思政 教育学院 

62 张琪 硕士 学科教学（物理） 教育学院 

63 葛岩 硕士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64 张耀华 硕士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65 康贝 硕士 数学物理 数学科学学院 

66 霍丽叶 硕士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数学科学学院 

67 孔祥梁 硕士 应用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68 卢伟 硕士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69 刘倩 硕士 统计学 数学科学学院 

70 李晔 硕士 统计学 数学科学学院 

71 王园 硕士 应用统计 数学科学学院 

72 文丽 硕士 应用统计 数学科学学院 

73 卞艳伟 硕士 遗传学 首都师范大学 

74 王晓霞 硕士 细胞生物学 首都师范大学 

75 周珣 硕士 微生物学 首都师范大学 

76 史彩艳 硕士 植物学 首都师范大学 

77 杨晚凝 硕士 细胞生物学 首都师范大学 

78 唐迪 硕士 遗传学 首都师范大学 

79 张婷婷 硕士 生态学 首都师范大学 

80 高佳琦 硕士 遗传学 首都师范大学 

81 王利辉 硕士 遗传学 首都师范大学 

82 程志伟 硕士 遗传学 首都师范大学 

83 郑晓霞 硕士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84 赵舒怡 硕士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85 乔琨 硕士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86 闫苗苗 硕士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87 胡海鹏 硕士 人文地理学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88 唐群 硕士 
课程与教学论（地理教育

学）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89 李东青 硕士 环境工程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90 张琳利 硕士 环境科学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91 蔡万园 硕士 环境工程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92 黎琳波 硕士 环境工程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93 童寒梅 硕士 英语笔译（专硕） 外国语学院 

94 张雅楠 硕士 英语笔译（专硕） 外国语学院 

95 许悦萌 硕士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96 陈雅雅 硕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 
外国语学院 

97 刘慧颖 硕士 俄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98 刘永杰 硕士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99 杜泽慧 硕士 手风琴 音乐学院 

100 王念 硕士 舞蹈编导 音乐学院 

101 王岱威 硕士 音乐声学 音乐学院 

102 彭晶亮 硕士 复调 音乐学院 

103 龙敦超 硕士 工笔人物 美术学院 

104 石婷婷 硕士 艺术市场与管理 美术学院 

105 樊诚 硕士 美术学 美术学院 

106 耿鸿飞 硕士 美术学 美术学院 

107 施晓琴 硕士 美术学 美术学院 

108 罗春清 硕士 美术学（书法）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109 王林林 硕士 美术（书法）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110 程先进 硕士 美术（书法）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111 崔琳 硕士 凝聚态物理 物理系 

112 时娟孜 硕士 光学 物理系 

113 苏熹 硕士 科学技术史 物理系 

114 张宇 硕士 课程与教学论 物理系 

115 荣勤丰 硕士 物理化学 化学系 

116 邢立文 硕士 物理化学 化学系 

117 杨艳娟 硕士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化学系 

118 金雪 硕士 物理化学 化学系 

119 胡珂 硕士 环境工程 化学系 

120 顾鹏程 硕士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化学系 

121 王丽娟 硕士 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息工程学院 

122 王亚 硕士 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息工程学院 

123 万虎 硕士 高可靠嵌入式系统 信息工程学院 



124 沈岩 硕士 软件工程 信息工程学院 

125 杜舟 硕士 教育技术 教育技术系 

126 谢雷 硕士 教育技术 教育技术系 

127 张志杰 硕士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8 杏贝男 硕士 中共党史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9 陈贝贝 硕士 课程与教学论 初等教育学院 

130 徐思思 硕士 课程与教学论 初等教育学院 

131 张银平 硕士 小学教育 初等教育学院 

132 盖艺腾 硕士 行政管理 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