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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2020 年度北京师范大学“自然灾害、公共安全及全球气候

变化”暑期夏令营录取名单（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序号 姓名 就读学校 报名专业 

1.  蔡秋瑜 福建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2.  杜洁雯 北京林业大学 自然灾害 

3.  高怡凡 西南交通大学 自然灾害 

4.  贺  琰 山东科技大学 自然灾害 

5.  胡金鹏 兰州大学 自然灾害 

6.  胡宇霞 兰州大学 自然灾害 

7.  金  华 浙江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8.  李聆宇 辽宁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9.  李若欣 福建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10.  李思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自然灾害 

11.  李汶莉 河南大学 自然灾害 

12.  刘安岭 大连海事大学 自然灾害 

13.  刘欣睿 陕西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14.  刘峥嵘 东北农业大学 自然灾害 

15.  马文静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自然灾害 

16.  梅晴航 华中农业大学 自然灾害 

17.  宁嘉辰 华东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18.  普昊琛 湖北大学 自然灾害 

19.  曲书锋 北京林业大学 自然灾害 

20.  尚明雪 青岛大学 自然灾害 

21.  邵子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自然灾害 

22.  宋金帛 华东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23.  苏昭文 河北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24.  王  瑞 成都理工大学 自然灾害 

25.  王  星 安徽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26.  王美静 内蒙古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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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心睿 山西大学 自然灾害 

28.  王义慧 山东农业大学 自然灾害 

29.  王玉仓 上海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30.  闫逸晨 青岛大学 自然灾害 

31.  姚  蕾 北京林业大学 自然灾害 

32.  赵丹丹 华东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33.  赵曼灵 北京林业大学 自然灾害 

34.  周文心 南京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35.  周亚柳 华东师范大学 自然灾害 

36.  庄林妹 四川农业大学 自然灾害 

37.  訾双双 兰州大学 自然灾害 

38.  高  溢 南京师范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39.  孔  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0.  李安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1.  李海燕 福建师范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2.  李雅婷 南京师范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3.  刘  敏 扬州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4.  陆  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5.  罗章瑞 北京林业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6.  马小燕 西北师范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7.  聂思源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8.  宋昀坤 东北师范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49.  汤  瑶 西北师范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50.  汤佳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51.  吴丹咏 北京林业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52.  伍良旭 成都理工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53.  殷长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54.  俞逸烽 中国农业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55.  张嫣文 河南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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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郑  欢 辽宁师范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57.  朱娈譞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全球环境变化 

58.  陈  曦 华中师范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59.  陈峤伊 西南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60.  崔同革 中南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61.  董浩然 武汉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62.  管千娇 华中农业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63.  郭铭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安全科学与工程 

64.  胡  晓 大连海事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65.  李  珊 湘潭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66.  李万春 郑州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67.  李梓桐 华东师范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68.  刘秉鑫 华东师范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69.  刘紫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70.  齐聪睿 武汉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71.  秦佳文 中北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72.  邱昊月 南京工业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73.  尚雨露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安全科学与工程 

74.  邵婧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安全科学与工程 

75.  沈  琪 武汉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76.  苏伯儒 北京林业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77.  汤  静 南京工业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78.  王  凡 武汉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79.  王旖婷 武汉理工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80.  王卓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安全科学与工程 

81.  吴华清 华中师范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82.  郑惠宁 华东师范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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