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身份 所在学校

1 陶一笑 本科生 武汉大学

2 邵一陆 本科生 复旦大学

3 扶青璇 研究生 吉林大学

4 孙东泽 研究生 加州理工学院

5 鞠欣祥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6 陈柯羽 本科生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7 顾卓帆 研究生 上海大学

8 刘佳睿 本科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 刘千硕 本科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 朱睿东 教师 苏州大学

11 王涛 研究生 南开大学

12 郭威 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

13 肖子青 本科生 大连理工大学

14 余明辉 研究生 上海大学

15 曾祥熙 本科生 兰州大学

16 张乃千 本科生 北京科技大学

17 张驰 研究生 南昌大学

18 陈骅 研究生 京都大学

19 刘康宁 本科生 清华大学

20 安宇森 教师 复旦大学

21 刘越峰 研究生 北京大学

22 王天志 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

23 杜永斌 研究生 华南理工大学

24 王紫薇 研究生 苏州大学

25 潘文彬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26 余泽恺 研究生 苏黎世联邦理工

27 葛伯宣 研究生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28 赖文昕 研究生 清华大学

29 石晓熠 本科生 清华大学

30 贺一珺 研究生 北京大学

31 宋丹华 研究生 首都师范大学

32 王昊 研究生 复旦大学

33 赵思逸 本科生 清华大学

34 曲乐琛 研究生 兰州大学

35 谢贤进 研究生 清华大学

36 徐洪瑞 本科生 武汉大学

37 徐明帅 本科生 浙江理工大学

38 蒋思艺 本科生 云南大学

39 雷宇奇 研究生 上海大学

40 杜海洋 本科生 华中科技大学

41 李博涵 研究生 清华大学

42 肖泽华 研究生 清华大学

43 谷夏 研究生 清华大学

44 何剑锋 本科生 重庆大学

45 孙悠然 研究生 清华大学

46 仲原 研究生 清华大学

47 李妍妍 研究生 加州洛大学杉矶分校

48 杨培赫 研究生 天津大学

49 侯爵 研究生 北京大学

50 杨四江 研究生 兰州大学

51 何淼 研究生 理论物理研究所

52 曹思政 研究生 上海大学

录取名单（按照报名顺序排序）

第二届“弦论，场论及全息理论”前沿暑期学校



53 林般 研究生 清华大学

54 钟浩成 本科生 山东大学

55 侯灵辉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56 麦展风 研究生 天津大学

57 陈启 研究生 清华大学

58 邱弋 本科生 大连理工大学

59 赵佳伦 研究生 帝国理工学院

60 张郭栋 研究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1 陈良玉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62 陈坦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63 赖腾洲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64 文流渊 本科生 天津大学

65 胡琦琳 研究生 中山大学

66 王一宁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67 梅嘉杰 研究生 杜伦大学

68 李松寒 本科生 明尼苏达大学

69 庄舒同 本科生 兰州大学

70 郭圆宏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71 徐远层 研究生 华中师范大学

72 马良 研究生 天津大学

73 袁马轲 本科生 复旦大学

74 周书研 本科生 复旦大学

75 胡鹏举 研究生 中山大学

76 张弘 教师 上海大学

77 袁海鸣 研究生 上海大学

78 蒋昕 本科生 四川大学

79 吕君缘 本科生 南昌大学

80 方西浩 研究生 中山大学

81 付雨涵 本科生 复旦大学

82 王志 研究生 复旦大学

83 吴泽华 本科生 天津大学

84 黄紫潇 本科生 复旦大学

85 吕盎然 本科生 复旦大学

86 冉成 研究生 上海大学

87 解云飞 本科生 吉林大学

88 樊高峰 本科生 武汉大学

89 金卓涛 本科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0 王昊 研究生 复旦大学

91 侯翔健 本科生 四川大学

92 郭世发 本科生 天津大学

93 鹿官澄 本科生 南开大学

94 王超 研究生 西北大学

95 宁专 本科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96 杨镇豪 研究生 扬州大学

97 张兴坤 研究生 昆明理工大学

98 郑文旎 研究生 中山大学

99 刘博豪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100 耿鑫 研究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1 张运达 研究生 吉林大学

102 康凯歌 研究生 北京大学

103 张柏锐 本科生 中山大学

104 才以德 研究生 密歇根大学

105 辛宇 研究生 剑桥大学

106 何平 研究生 北京大学
107 李昕易 本科生 上海交通大学
108 曾旋 本科生 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