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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药梦”全国大学生夏令营优秀营员名单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020年“新药梦”全国大学生夏令营优秀营员

名单： 

序 姓名 类型 序 姓名 类型 序 姓名 类型 

1 程瑞翔 直博生 21 陈颖 直博生 41 张羽 直博生 

2 韩玉冰 直博生 22 董若愚 直博生 42 张雨 直博生 

3 黄潞嘉 直博生 23 范儒枫 直博生 43 张韵凯 直博生 

4 黄曦玥 直博生 24 郭佳鸣 直博生 44 郑美辰 直博生 

5 姜小荷 直博生 25 韩玉燕 直博生 45 朱雯婷 直博生 

6 李文欣 直博生 26 郝天辉 直博生 46 常柳柳 直博生 

7 屈直言 直博生 27 何倩 直博生 47 陈莹芬 直博生 

8 水珊辉 直博生 28 何乔璘 直博生 48 单晓婷 直博生 

9 孙瑞贤 直博生 29 孔新琴 直博生 49 刁嘉铭 直博生 

10 王怡然 直博生 30 李子涵 直博生 50 方钊 直博生 

11 魏芳瑜 直博生 31 连凯月 直博生 51 雷书悦 直博生 

12 邬靓 直博生 32 刘艳丽 直博生 52 李锦添 直博生 

13 吴彭鹏 直博生 33 马晓雨 直博生 53 李喆闻 直博生 

14 闫溢洋 直博生 34 马元娣 直博生 54 缪雨晖 直博生 

15 杨烨 直博生 35 牛步盈 直博生 55 宋苗苗 直博生 

16 易文哲 直博生 36 万振华 直博生 56 王鹏飞 直博生 

17 俞涛 直博生 37 王星灿 直博生 57 王旭东 直博生 

18 张冰倩 直博生 38 徐寰宇 直博生 58 王子璇 直博生 

19 张仁超 直博生 39 张衍珂 直博生 59 徐星雨 直博生 

20 张玮 直博生 40 张祎宁 直博生    

 



序 姓名 类型 序 姓名 类型 序 姓名 类型 

1 任晗 学硕 26 吴润远 学硕 51 李宏诚 学硕 

2 朱筱妍 学硕 27 杨茜和 学硕 52 王腾 学硕 

3 明咸旭 学硕 28 王昱颖 学硕 53 王新夏 学硕 

4 路宇航 学硕 29 赵鹏飞 学硕 54 钱文佳 学硕 

5 张子安 学硕 30 张一凡 学硕 55 董辰 学硕 

6 王筱彦 学硕 31 李树颖 学硕 56 康凯文 学硕 

7 吴攸 学硕 32 冯璐 学硕 57 安然 学硕 

8 王宬研 学硕 33 雷茹 学硕 58 李小兰 学硕 

9 许苗苗 学硕 34 严格 学硕 59 袁昊 学硕 

10 刘晓菲 学硕 35 侯艾君 学硕 60 史梦莹 学硕 

11 熊天宁 学硕 36 文璐 学硕 61 章菲丽 学硕 

12 高彩 学硕 37 刘薇 学硕 62 王朋卿 学硕 

13 陈芷倩 学硕 38 郭家铖 学硕 63 夏子恒 学硕 

14 张新宇 学硕 39 管梦颖 学硕 64 方超 学硕 

15 王菲菲 学硕 40 李振礼 学硕 65 王思懿 学硕 

16 杨智程 学硕 41 归敏燕 学硕 66 张莹璐 学硕 

17 张静宇 学硕 42 李鸿晔 学硕 67 张峻杰 学硕 

18 李鑫 学硕 43 陈正阳 学硕 68 齐旭鑫 学硕 

19 于子娟 学硕 44 孙若楠 学硕 69 孙静盈 学硕 

20 廖耘骥 学硕 45 陈春霞 学硕 70 夏菲 学硕 

21 李何鸿晔 学硕 46 孟思伟 学硕 71 孟心宇 学硕 

22 童玲玲 学硕 47 孙元洁 学硕 72 陈泽材 学硕 

23 刘毓敏 学硕 48 罗梦鑫 学硕 73 张露露 学硕 

24 孔邦彦 学硕 49 洪佳美 学硕 74 张洁 学硕 

25 张琦 学硕 50 宋冠杉 学硕 75 董映君 学硕 

 



序 姓名 类型 序 姓名 类型 序 姓名 类型 

76 马润泽 学硕 101 王智 学硕 126 陈蔚青 学硕 

77 袁子琪 学硕 102 张元元 学硕 127 陈怡君 学硕 

78 韩雯 学硕 103 王嘉儿 学硕 128 邓欣 学硕 

79 刘可贞 学硕 104 叶蕾 学硕 129 邓玥 学硕 

80 张德强 学硕 105 丁澳雪 学硕 130 丁梦 学硕 

81 贺薏帆 学硕 106 沈萱婧 学硕 131 贺思琴 学硕 

82 张竞萱 学硕 107 翟胜杰 学硕 132 胡嘉容 学硕 

83 郑玉娟 学硕 108 周明瑄 学硕 133 贾国庆 学硕 

84 陈思馨 学硕 109 孙菁菁 学硕 134 贾晓雨 学硕 

85 赖丽羽 学硕 110 叶倩利 学硕 135 蒋昕怡 学硕 

86 刘钦佚 学硕 111 朱洁 学硕 136 李琪 学硕 

87 陈玉 学硕 112 周圣一 学硕 137 李尚 学硕 

88 郎需利 学硕 113 陈颜 学硕 138 李阳 学硕 

89 张高 学硕 114 程妮 学硕 139 刘壮壮 学硕 

90 许天姝 学硕 115 郭弘扬 学硕 140 孙珺 学硕 

91 曹蓉 学硕 116 黄鹂丽 学硕 141 王升东 学硕 

92 陈瑾 学硕 117 陈思媛 学硕 142 魏翔骞 学硕 

93 刘静 学硕 118 葛迪 学硕 143 夏芷玫 学硕 

94 杨锦昱 学硕 119 卓烙伊 学硕 144 肖茜娜 学硕 

95 刘方芳 学硕 120 许慧鹏 学硕 145 徐雯雯 学硕 

96 孟丽 学硕 121 陈智洋 学硕 146 宣伊飞 学硕 

97 
尚史蓓

蕾 
学硕 122 龚黎明 学硕 147 杨红 学硕 

98 张宇晨 学硕 123 吴涵 学硕 148 杨玉琪 学硕 

99 向小丽 学硕 124 陈灿彤 学硕 149 俞旻君 学硕 

100 黄文思 学硕 125 陈秋竹 学硕 150 张墨聪 学硕 

 



序 姓名 类型 序 姓名 类型 序 姓名 类型 

151 赵淼 学硕 162 刘茗锦 学硕 173 毛华越 学硕 

152 周思雨 学硕 163 吴小凡 学硕 174 朱彬毓 学硕 

153 谭江涛 学硕 164 许超 学硕 175 纪添翼 学硕 

154 唐泊伊 学硕 165 张新如 学硕 176 路兴通 学硕 

155 张冰芮 学硕 166 郑承鸿 学硕 177 马晓佩 学硕 

156 陈静 学硕 167 孔祥泰 学硕 178 侯煜 学硕 

157 陈明浩 学硕 168 梁静 学硕 179 罗琬纯 学硕 

158 陈忠贤 学硕 169 常林月 学硕 180 戚思远 学硕 

159 冯桂香 学硕 170 杨晨宇 学硕 181 孙辉 学硕 

160 冯珂 学硕 171 吴晓薇 学硕    

161 何纯丰 学硕 172 张懿文 学硕    

 

注： 

如有异议者请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生教育处联系。 

联系电话：021-50805910 

联系人：胡仲良、黄晓翠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