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校/单位

陈莺歌 北京语言大学

胡佳昕 北京语言大学

李先妤 北京语言大学

周琛 北京语言大学

袁广幕 北京语言大学

王琳 大连理工大学

董震霆 大连理工大学

李文宁 大连理工大学

吴祎凡 电子科技大学

魏晨光 电子科技大学

彭逸 电子科技大学

程思瑶 东北大学

项雨婷 东北大学

张婉 东北大学

邢艺涵 东北大学

田映灿 东南大学

司雨桐 东南大学

李玲玲 东南大学

袁瑞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昊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陈杰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黎奕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霁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黄睿琪 国际关系学院

杨欣宇 国际关系学院

詹剑雄 国际关系学院

蒋倩 湖南大学

路璐 湖南大学

杨婷 华东师范大学

陈泽琦 上海外国语大学

洪沛颖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徐铭纯 上海外国语大学

武薇 同济大学

曹瑜 同济大学

李佩泽 外交学院

周英杰 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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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越 外交学院

秦泽昊 武汉大学

马海萍 武汉大学

梁勇 武汉大学

栗硕 武汉大学

段雨璇 武汉大学

崔裕仁 武汉大学

陈佳妮 西南财经大学

杨依依 西南财经大学

李南开 西南财经大学

杨文千子 中国药科大学

徐郡遥 中国药科大学

洪诗媛 中国药科大学

张瑶 中国药科大学

耿嘉唯 中国药科大学

朱靓 中国药科大学

王熙敏 中国药科大学

关舒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黄可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余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谷欣雨 南开大学

郭经纬 南开大学

侯靖宇 南开大学

居志贤 南开大学

李婉莹 南开大学

刘竞文 南开大学

潘钰滢 南开大学

宋子祎 南开大学

苏子棋 南开大学

王琦琦 南开大学

黄嘉琪 西北工业大学

马月迪 西北工业大学

沈彤 西北工业大学

黄思琪 西北工业大学

陆芃芃 西北工业大学

唐泽宗 西北工业大学

王瑀萌 西北工业大学

韩露 天津大学

张宇 天津大学

张紫菀 天津大学



李沁 天津大学

吕奇 天津大学

齐晓璇 中南大学

林巧娜 中南大学

谢小焱 中南大学

李铭泽 中南大学

廖振欣 中南大学

常玥 重庆大学

李杜 重庆大学

杨银花 重庆大学

胡佳思 重庆大学

黄树东 重庆大学

雷蕾 北京交通大学

杜月曦 北京交通大学

王雨恬 北京交通大学

陶诗艺 北京林业大学

李翠琳 北京林业大学

胡玲 北京林业大学

高爽 北京林业大学

刘若男 北京师范大学

刘俐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武俊丽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晓楠 哈尔滨工业大学

冯芳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

何艺宁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陈李逸帆 山东大学

张曜磊 山东大学

段景卉 山东大学

王一婷 东华大学

钱苏湘 东华大学

李婧存 东华大学

张幼杉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姝橦 吉林大学

付沁侬 吉林大学

董佳艺 吉林大学

雷东亚 吉林大学

岑锦豪 吉林大学

李文睿  南京大学

章子龙 南京大学

王冰翎 南京大学



刘桠桠 南京大学

王崑 南京大学

李昀翰 清华大学

肖舒文 厦门大学

景琛倩 厦门大学

杨洋 厦门大学

李镇涛  四川大学

刘淞月  四川大学

蒋冉晨 浙江大学

赖嘉俊 浙江大学

肖颖彤 浙江大学

徐慧 浙江大学

李德茏 浙江大学

王蔚 浙江大学

薛珂 中国人民大学

慕雅琦 中国人民大学

黄河媛 中国人民大学

吴昊 中央财经大学

尹一水 中央财经大学

余昊洋 中央财经大学

张露泽 中央财经大学

李双菲 中央财经大学

郭津伯 中央财经大学

王涵竣 中央财经大学

张宇康 上海交通大学

唐诗思 上海交通大学

李思润 上海交通大学

徐佳琪 中国政法大学

张石一 中国政法大学

李灵珊 中国政法大学

成嘉璐 中国政法大学

董赛妮 上海财经大学

武艺 上海财经大学

杨璐 上海财经大学

张楠 上海财经大学

朱淼琦 上海财经大学

李洁 中国地质大学

康建宇 中国地质大学

付圣 中国地质大学

杨媛 西安交通大学



欧阳伊萱 西安交通大学

秦媛 西安交通大学

汪晨飞 西安交通大学

刘妍 中国传媒大学

栾天天 中国传媒大学

李善敏 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

史启青 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

孙世亮 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

孙雁飞 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

殷逸 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

袁庆 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

张永辉 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

王耀智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王彦鹏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张梦昊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林家沐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王洋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阎潇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沈一平 华中科技大学

许思忆 华中科技大学

陈书雨 华中科技大学

孔泽丹 华中科技大学

王东旭 华中科技大学

蒲南希 宁波诺丁汉大学

杨骋宇 宁波诺丁汉大学

李金虎 宁波诺丁汉大学

衷浩 宁波诺丁汉大学

张伟銮 西南政法大学

陈力远 西安外国语大学

郭雨桐 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真骅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吴瑞星 上海外国语大学

冯勤哲 广西师范大学

胡攀 海南大学

江宁 救助儿童会

蒋存鑫 华中师范大学

刘祖娴 天津外国语大学

逯雨奇 青岛大学

孙可玉 天津科技大学

王贺禹 四川轻化工大学



徐源徽 四川轻化工大学

王文博 郑州大学

李浩然 渤海大学

于孟圆 上海师范大学

张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陈云岳 江苏大学

管珺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沈元超 天津外国语大学

王颖 天津外国语大学

杨宏宇 天津外国语大学

赵乃琦 天津外国语大学

朱小亮 哈尔滨工程大学

张缘 四川外国语大学

张亮 青岛大学

张景秀 联合国志愿者-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鲍雨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陈康妮 伦敦大学

陈晓茹 安徽大学

程薇静 中国民航大学

耿稀 法国航空航天大学

韩淳 安徽大学

李双亨 四川外国语大学

李雨恬 哈尔滨工业大学

林泽锟 浙江外国语学院

覃恩杰 西南政法大学

田志邈 湖北大学

王彬 辽宁大学

王晋东 青岛大学

徐椰 湖北大学

业博宇 浙江外国语学院

尹苗苗 中国海洋大学

于淞楠 天津科技大学

张莹 青岛大学

赵敏 国际民航组织

陈晓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赵艺林 合肥工业大学

杨晓晓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张琳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田熠 国际红十字会

孙啸 韩国高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