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全国第 25 届（哈工大第 21 届）研究生支教团候选人名单公示

及普通话水平测试顺序 

学院（部） 姓名 学号 性别 政治面貌 普通话水平测试顺序 

航天学院 王峻青 1190100403 男 中共党员 1 

航天学院 王珺瑶 1190100602 女 共青团员 2 

航天学院 王翰桢 1190100107 男 共青团员 3 

航天学院 刘宗源 1190101907 男 中共预备党员 4 

航天学院 刘谊平 1190303516 男 中共党员 5 

航天学院 孙磊 1190100803 男 共青团员 6 

航天学院 李盛楠 1190100708 女 中共党员 7 

航天学院 陈天星 1190102102 男 中共预备党员 8 

航天学院 陈华铭 1190102228 男 共青团员 9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马宇 1190400802 女 共青团员 1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王凯捷 1190302626 男 共青团员 11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付振华 1190200315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刘北辰 1190202017 女 中共预备党员 1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玛依拉·吾

麦尔 
1190201020 女 共青团员 14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李哲宇 1190202218 男 共青团员 15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李雪松 1190501219 男 中共党员 16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杨梦萱 1190200602 女 共青团员 17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杨雪莹 1190302304 女 中共预备党员 1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赵盛杰 1190202226 男 中共党员 19 

机电工程学院 史哲丞 1190303105 男 中共党员 20 

机电工程学院 任柏吉 1190300119 男 共青团员 21 

机电工程学院 刘佳 1190300610 女 中共党员 22 

机电工程学院 安杨可欣 1190302115 女 中共预备党员 23 

机电工程学院 李畅 1190300414 女 中共党员 24 

机电工程学院 吴博轩 1190300327 男 中共党员 25 

机电工程学院 张顺财 1190302425 男 中共预备党员 26 

机电工程学院 张意坚 1190300812 男 共青团员 27 

机电工程学院 陈泠朵 1190300620 女 共青团员 28 

机电工程学院 单意涵 1190300108 男 共青团员 29 

机电工程学院 郎箬楠 1190302213 女 中共党员 30 

机电工程学院 赵炳阳 1190301015 男 共青团员 31 

机电工程学院 胡相坤 1190300412 男 共青团员 32 

 



学院（部） 姓名 学号 性别 政治面貌 普通话水平测试顺序 

机电工程学院 蒋泽栋 1190300325 男 共青团员 33 

机电工程学院 潘博 1190303626 男 共青团员 3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乐阳 1190300115 男 中共预备党员 3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车灏辰 1190302807 男 共青团员 3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邝利临 1190302809 男 中共预备党员 3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诗鹭 1190301410 女 中共预备党员 3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润峰 1190301801 男 中共预备党员 3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昭洋 1190300818 男 中共党员 4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耿艺嘉 1190303315 女 中共党员 4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贾展华 1190303209 男 中共预备党员 4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葛瑞鹏 1190301909 男 中共党员 4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燕泊衡 1190300102 男 中共预备党员 44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成龙 1190302503 男 中共预备党员 45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史龙飞 1190303211 男 共青团员 46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邢瀚 1190302429 男 共青团员 47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任亚涛 1190301411 男 中共预备党员 48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志祥 1190302316 女 中共预备党员 49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一华 1190302026 男 共青团员 50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屈子铭 1190300929 男 中共预备党员 51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段恒逸 1190302419 男 中共预备党员 52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令仁 1190300709 男 中共预备党员 53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薛乃源 1190303312 男 中共预备党员 54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王明慧 1190101812 女 共青团员 55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王俊博 1190500708 男 共青团员 56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王奥博 1190500711 男 中共党员 57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宁佳铭 1190101518 男 中共党员 58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刘励勤 1190401006 男 中共党员 59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刘宣廷 1190102203 男 共青团员 60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张雨萌 1190101307 女 共青团员 61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罗家辉 1190102313 男 共青团员 62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贺靖涵 1190102217 男 中共预备党员 63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黄贵超 1190102223 男 共青团员 64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雷芊 1190302411 女 中共预备党员 65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翟浩航 1190101207 男 共青团员 66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宇珊 1190302011 女 中共预备党员 67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古月 1190302918 男 中共党员 68 



学院（部） 姓名 学号 性别 政治面貌 普通话水平测试顺序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源 1190303608 男 中共党员 69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妍池 1190501707 女 共青团员 70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一凡 1190300225 男 中共预备党员 71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志煌 1190302305 男 共青团员 7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梁旭斌 1190301328 男 中共党员 73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薛健 1190303427 男 中共党员 74 

数学学院 于杰祚 1190600323 女 中共预备党员 75 

数学学院 任勇行 1190600106 男 中共预备党员 76 

数学学院 班定创 1190600621 男 共青团员 77 

数学学院 钱雨聪 1190600113 男 中共党员 78 

物理学院 吴艾松 1190600522 男 中共预备党员 79 

物理学院 赵宏煊 1190600202 男 共青团员 80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丁雅滨 1191000207 女 中共党员 81 

经济与管理学院 门敬伊 1191000604 女 中共预备党员 82 

经济与管理学院 马康顺 1190300408 男 中共预备党员 83 

经济与管理学院 尹坚 1191000912 男 共青团员 8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卢浩泽 1191000410 男 中共预备党员 85 

经济与管理学院 冯雨洁 1190600512 女 中共党员 8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衍莉 1191001007 女 中共预备党员 87 

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洪宇 1191000120 女 中共党员 88 

经济与管理学院 孙霖 1191000712 女 共青团员 89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泊宁 1191000313 女 共青团员 90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婧煜 1191000611 女 中共预备党员 91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杨淼 1191001010 女 共青团员 92 

经济与管理学院 邱靖轩 1191000819 男 中共预备党员 93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昱彤 1192320112 女 中共党员 94 

经济与管理学院 岳红蕾 1191000812 女 共青团员 95 

经济与管理学院 赵鑫 1191000503 男 共青团员 9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夏源松 1191000509 男 中共预备党员 97 

经济与管理学院 曹雨竹 1191000813 女 中共预备党员 98 

经济与管理学院 曹都凤 1191000718 男 中共预备党员 99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王旭基 1191510120 男 中共党员 100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王粲 1192320125 女 共青团员 101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孙天月 1191610108 女 中共预备党员 102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杨玉卿 1192420115 女 中共预备党员 103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夏小娟 1192320118 女 中共党员 104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麻文辉 1192320128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05 



学院（部） 姓名 学号 性别 政治面貌 普通话水平测试顺序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韩欣雨 1192420103 女 共青团员 106 

土木工程学院 王岩松 1190501202 男 中共党员 107 

土木工程学院 丛山瀛 1190502407 男 共青团员 108 

土木工程学院 任帅 1190501715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09 

土木工程学院 杜豪 1190500204 男 中共党员 110 

土木工程学院 邱月 1190502315 女 中共预备党员 111 

土木工程学院 张天祥 1190501306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12 

土木工程学院 张毅 1190501210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13 

土木工程学院 周洋 1190501912 男 共青团员 114 

土木工程学院 姚元浩 1190500108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15 

土木工程学院 敖彩钰 1190500819 女 共青团员 116 

土木工程学院 景泓渊 1190501304 男 群众 117 

土木工程学院 程为伟 1190500712 男 中共党员 118 

土木工程学院 蔡元勃 1190501720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19 

环境学院 王宁 1190401113 男 共青团员 120 

环境学院 向帅 1190400813 男 中共党员 121 

环境学院 杨雨宁 1190400815 女 中共党员 122 

环境学院 张靖域 1190400710 男 中共党员 123 

环境学院 周宇航 1190401210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24 

建筑学院 王朝卿 1193000106 女 中共党员 125 

建筑学院 刘乃夫 1183410514 男 共青团员 126 

建筑学院 祁嘉轩 1190500905 男 共青团员 127 

建筑学院 吴姣濛 22S034150 女 中共预备党员 128 

建筑学院 林思琪 1190501314 女 中共党员 129 

建筑学院 贾璐萍 1193000213 女 共青团员 130 

建筑学院 谭宇航 1190502206 女 中共预备党员 131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荣山 1190501522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32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铭威 1190501112 男 共青团员 133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淑晶 1190500105 女 中共预备党员 134 

计算学部 陆任驰 1183200212 男 中共党员 135 

计算学部 陈品嘉 1190201621 男 中共党员 136 

计算学部 胡文晴 1190201425 女 共青团员 137 

计算学部 袁文宇 1180100406 女 中共党员 138 

化工与化学学院 王曦 1190400309 女 共青团员 139 

外国语学院 马亚慧 1191520118 女 共青团员 140 

外国语学院 王丹妮 1191530110 女 中共党员 141 

外国语学院 陈沛琦 1191510211 女 中共党员 142 



学院（部） 姓名 学号 性别 政治面貌 普通话水平测试顺序 

外国语学院 孟婧敏 1191510118 女 中共预备党员 143 

外国语学院 夏豫石 1191520115 男 中共党员 144 

外国语学院 高文皓 1181510201 男 中共预备党员 145 

注：按照学院（部）顺序及候选人姓氏笔画排序 

第一考场：1-49号 

第二考场：50-97号 

第三考场：98-14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