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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金融数学系的二十年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金融数学系成立于 1997 年春季，是在姜伯驹院士（北

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倡议下，建立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第

5 个系。 

1997 年成立时，金融数学系由 4 位老师组成，系主任：王铎，副系主任：

黄文灶，教师：杨静平、吴岚。 

目前在职教师(6 人)：吴岚(系主任)、杨静平(副系主任)、徐恺、黄海、何洋

波、程雪。系秘书：吴凤立老师。 

先后在金融数学系任教的教师(按照先后次序)：潘家柱、张志祥、戴民、焦

莹。 

曾经在金融数学系访问的博士后：金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刘立新（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杜冬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戴民（新加坡国立大学）、张

丽宏（清华大学）、张帆（中国银行）。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北大金融数学系已经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和博士的系统

和有特色的金融数学与精算学应用人才的培养体系。目前的本科生专业为：数学

与应用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为：金融硕士。从 2010 年开始设立金融数学

与精算学应用硕士项目，培养面向金融业的中高级人才，积累应用数学硕士研究

生人才培养的经验。目前的在学学生情况：金融数学系本科生每届 40-50 人，金

融硕士研究生每届 35 人左右，博士研究生每届 3-4 人。 

截至 2017 年夏季（含 2017 年毕业生）已经培养的毕业生人数总计约 1158

名毕业生，其中：约 828 名本科生、约 304 名硕士研究生、26 名博士研究生。

学生中 30 多人获得精算师专业组织（中国精算师协会 CAA、北美寿险精算师协

会 SoA、北美非寿险精算师协会 CAS）的（准）精算师资格。 

毕业生的绝大多数就职于国内外金融机构，国内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深

圳，如：平安保险集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中信证券、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华夏基金等公司。国外或地区包括：美国（纽

约、芝加哥）、加拿大（多伦多）、新加坡、日本（东京）、瑞士（苏黎世）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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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香港地区。部分学生在国内外的高校从事金融数学或者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工

作，如：北京大学(3 人)、中国人民大学(1 人)、中央财经大学(4 人)、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1 人)、复旦大学(1 人)、上海财经大学(1 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3 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1 人)、香港中文大学(3 人)、香港理工大学(1 人)、

中山大学(1 人)等，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优异的研究成果。 

金融数学系二十年的主要学科建设成果： 

一、人才培养： 

 1997 年春季成立金融数学系，正式开始金融数学的本科教学、学术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体系。1999 年首届本科生(24 人)毕

业、2000 年首届硕士生(3 人)毕业、2001 年首届博士生(1 人)毕业。 

 1997 年春季首次组织学生参加北美精算师（SoA）考试。并先后得

到瑞士再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对学生考试的资助。 

 2014 年开始招收金融硕士专业硕士研究生，目前每年招生人数 35

名。 

二、教材建设： 

 吴岚 黄海 何洋波编著 《金融数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013 年第二版，目前印数 44000 册，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杨静平 编著 《寿险精算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次印

刷，目前印数 27000 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杨静平 编著 《非寿险精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一次印

刷，目前印数 16000 册 

 吴岚 编著 《风险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0 月第一版，

目前印数 6000 册，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 

三、成功举办全国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学科建设与学术研讨会 

北大金融数学系作为主办方之一，成功举办了 8 届全国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学科建设与学术研讨会系列会议，为推动全国高校的金融数学人才培养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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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部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产价格模型的动力学研究》

(10571003)(2006.1-2008.12) 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精算重点项目《保险信息处理与精算数学理

论和方法》(2000.1-2003.12)主要成员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金融风险控制中的定量

分析与计算》项目子课题《银行与保险业中的风险模型与数据分

析》（2007CB814905）（2007.1-2012.12）课题负责单位（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金融和保险中的 copula 理论及其应

用研究》（11271033）（2013.1-2016.12）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维图模型的结构空间及学习方法》

(11671020)（2017.01-2020.12）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市场冲击模型中引入执行风险后之

最优执行策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11601018）（2017.01-2019.12)，

课题负责人 

五、与业界的合作项目(部分)：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贷资产证券化组合信用风险模型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债管理战略计量分析 

 中国保监会：偿付能力系列项目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出口信用保险损失经验分析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商业银行压力测试项目 

 郑州银行：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项目 

在此金融数学系成立二十年之际，我们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充分认识到金

融数学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学科领域，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量

化专业人才，需要基础性并结合我国金融实际的数理科学研究工作。 

我们将一如既往、勤奋努力，为我国金融数学学科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金融数学系  

2017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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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师们 

1997 年成立时的 4 位老师（拍摄于 2011 年 9 月）： 

2004 年 6 月老师们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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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硕士答辩的场景： 

 

 

2011 年 9 月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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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版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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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毕业学生的合影： 

1995 级本科生毕业合影 

 

 

1998 级本科生毕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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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美国的部分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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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学系学生名册： 

 

博士研究生： 

张晓生(1998-2001) 彭建平(1999-2004) 郑 敏(2002-2007)  王  辉(2003-2008)  

黎巧玲(2003-2008)      池义春(2004-2009)    郝亚飞(2004-2007，转硕)  

肖业英(2004-2007，转硕)   朱 梅(2005-2010)          马晓静(2006-2011)  

张 松(2006-2011)      秦 晋(2006-2009，转硕)  郑延婷(2007-2012)  

吴怡君(2008-2013) 陈治津(2008-2013) 何济峰(2008-2011) 谢思远(2009-2014) 

蒋  伟(2009-2012，转硕)  杨玥含(2009-2014)   魏凡成(2009-2013)  

房 厦(2010-2015) 李禄俊(2010-2015) 吴 硕(2011-2016) 臧  鑫 (2011-2016)  

周 江(2011-2016) 于 双(2011-2016) 白 洋(2012-2017) 韩世予 (2012-2017)   

林 锋(2012-2017) 邵 辉(2013-2017) 方 俊(2013-至今) 傅晶雪(2013-至今)   

张 骁(2013-至今)  程 元(2014-至今)  传一健(2014-至今) 王钰铭(2014-至今)  

朱文浩(2014-至今) 陈天遥(2015-至今) 杜孟坤(2015-至今) 赵洪鑫(2015-至今) 

周正雍(2015-至今) 姜 帆(2016-至今) 房庄颜(2016-至今) 刘思雨(2016-至今)  

张 鑫(2016-至今) 

 

硕士研究生： 

概率统计专业： 

1997-2000：施涛、关凌、黎德元 

1998-2001：张振勇、于善辉 

应用数学专业： 

1999-2002：汪涛、金雪峰、陈志英、易骥 

2000-2003：黄慧宇、傅鹏宇、吴芹、李佳慧、袁珂珂 

2001-2004：许左权、曾辉、黄洋、王证、张会娜、刘淑霞、宋龙锋 

2002-2005：王珊、江艳、何剑钢、侯杰、熊江涛、郑昌红、郑剑弘、 

王辉（转博）、周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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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6: 王耀君、易琛、张静、张佳、陈翀、郭沁苗、王晓胜、万范霞、 

周云鹤 

2004-2007：赵慧子、黄晓亮、李胜、方童根、王慧娟、杨雨龙、伍方方、 

胡开勇、翟乃剑、邹中梁、刘湘成、余戈 

2005-2008: 郭婷、余达毅、黄勇卫、殷巾英、朱楠、姜旸、何济峰、赵宇、 

刘毅、朱永平、李宛鹏、王笑冬、姚齐聪、刘伟、阎健、王伟男、

李欣 

2006-2009: 陈琴、刘庆、王若度、刘峥、苗纯、方圆、李欣、王璐璐、闫汝良、

张文祥、祁婷婷、吴迪、徐成海、杨静毅、刘伟 

2007-2010: 方家聪、马俊达、崔庸非、王晶晶、刘勇、漆佳、于明明、叶明、 

李冬来、周清、李杨、卞策、易欣、刘少一、谢辉、张纯刚、邱琴 

2008-2011：陈淑娜、李大州、徐盛、王晨、王必雄、刘相宜、孙鹏飞、朱国芳、

黄稚、邢硕博、吴法波、陈卓瑾 

2009-2012: 沈洋、熊芳、罗翔、孙毅然、陈慧明、朱小明、李海林、刘文贵、于

双、张伸煦、曲文卉 

金融硕士： 

2010-2012: 蔡桥、程之炜、方龙、冯春远、郭莉、雷辰奥、李大鹏、李方远、李

雪飞、李艳梅、林俊宇、孟琪、束则龑、王楠溪、谢腾、杨锟、 

杨纬华、叶子、殷杰、恽彦坚、张牧、赵一衡、郑祺嵘、周梦荃 

2011-2013: 陈若微、崔彦达、董妍、范俊秋、付鐍方、何曼怡、何银深、黄辰、

姜彦敏、李玮玮、李晓月、梁璐璐、梁墨琳、刘超、刘熙、刘烜伯、

龙昌伦、卢天亮、牛曾蔚、孙昂、孙苒、王佳星、王锦霞、王烁、 

吴文豪、徐曙、杨金舟、杨帅、易龙、余诚、张楠、张焱斌 

2012-2014: 王潇、曹寅、常红燕、陈恩石、陈浩、程玥、邓迪、丁雁清、 

董玉娇、杜广、高佳卉、高艺、郭炜、韩梦姌、姜铭、景龙、李小钢、

梁磊、梁哲铭、林梦西、刘巍放、刘宇哲、罗蕾、孟一臻、任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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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震、司真源、孙艺博、陶原、吴丹丹、吴昕、吴轶、熊雪、徐冰卉、

鄢略峰、姚石、郑国亮、朱睿慧 

2013-2015: 艾婧、蔡林泉、陈晨曦、范悦、付龙杰、阚刘瑞、康智灵、孔维燃、 

          黎永汉、李殿江、李林鹤、廖威、刘攀、刘彧多、芦洋洋、马千卉、

孙小东、孙玉婷、唐小徐、王芙蓉、王竟先、王一辰、王殷超、王喆、

魏佳林、魏玉婷、杨婷庭、杨兆鑫、余晨迪、禹珊爽、张越、赵义敏、

赵志威 

2014-2016: 陈灏宏、董宇宸、范若昕、华龙、冀海宏、李漫雪、李婷婷、 

梁书环、娄向阳、任书琪、宋少栋、宋智鑫、孙慧媛、孙龙、王家列、

王琦、王强力、魏霄、吴世威、谢孟雪、徐凯、徐鹏超、徐心远、 

杨晓舟、杨彦煜、姚贺、于瀛鑫、臧佳玮、、张婧倩、张强翔、 

赵国宇、郑小驹 

2015-2017: 陈沁、顾智恺、、郭志腾、黄丽晶、李彬彬、李铭、李娅明、刘璐、

刘淼、刘卓、柳洋、卢晶、卢唯阳、陆逸波、陆宇豪、孟繁易、 

史亚伟、苏慧凝、孙溪曼、孙泽宇、唐盼、王硕、翁恺云、喻怡雯、

张诚、张栩川、赵启程、周天星、朱挺 

2016-2018：陈鑫、陈志茹、池兆欣、冯世佃、龚熙雄、谷青春、韩晳、何璠、

胡展培、贾亮、姜宰栋、李冠楠、李润冬、刘兆怡、柳红亮、 

南金汐、齐晓龙、任镜桥、汪湛、汪子冲、夏凡、肖骁、杨柳绦、

颜涵、于从从、禹皓博、张涵、张婧颖、张乐涛、郑云溢、周忍俊、

周游、卓鑫、郑明明、詹雅婷 

 

本科生： 

1995-1999：张新海、吴增涛、王智勇、金雪峰、汪涛、毛颖、李珺、管智英、

李稚、赵慧敏、吴芹、王周谊、田剑波、刘正琛、胡航宇、陈志英、

殷俊、黄惠宇、廖俊君、梁宇、陈正光、张江涛、吴炜、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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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0：李佳慧、王卫东、黄海、刘衍波、尹瑞、贾超、王强、刘宏峰、 

袁珂珂、姜翔、王平、王辉、董清涛、詹钟伟、唐宪伟、罗启宇、

罗友丰、冯耀辉、杨达治、陈志坚、杨海成、陈颖、陶中伟、胡斌、

李莉、闫虹、于萍、罗超、卢磊、杨智 

1997-2001：牛海军、于鲁泉、周谢慧、钟玉聪、李根宾、浦璘、陈知欣、顾英、

张晓博、瞿超、徐新征、曾辉、张先龙、杨智、张会娜、赵鹏、 

彭海伟、王证、李鹏、樊欣、陈宇、丁吉旻、徐志勇、王犁、冀晨、

贾达琦、汤义峰、胡月辉、郭挺、阎长春、杨勇、刘青、黄洋、 

汪霁 

1998-2002：许建民、张然、韩金晟、曾杰、刘映雪、曹佳、张鑫、杨子江、 

周臻、张杨、凌启圣、杨丽萍、叶京晶、陈旭、熊江涛、汤磊、 

王珊、李佩繁、孙鹏、龚焘、陈凯、招诗苗、李凌波、何剑钢、 

张瑞康、王强、殷悦、李华俊 

1999-2003：战功、梁强、陈晨、吴强、郭萌烨、何治莉、陈佳、陈翀、周一戈、

曹晓广、江丽、吴思思、江发林、王耀君、于洪波、李晨、彭乔、

谭芳、蒋欣、黄德龙、赵一博、杨磊、黄琳、牛晓月、唐小宇、 

来永超、华佳、杨威、张佳、陈薇、许建强、刘嘉、宋国正、 

吉远慧、张静 

2000-2004：暴乐、赵宇、胡卫平、马锐、黄晓亮、唐小宇、曹淑霞、田童、 

顾岁成、杜胜军、龚锡挺、张林钧、曾伟、宋培培、宋洁、李武群、

姜栋、刘涛、赵晓飞、周鹏、华佳、王慧娟、张洁、宋坤、吴雨飞、

王翀、秦岭、周一戈、凌启圣、季云英、付一兰、王江声、邹中梁、

赵鑫阳、刘 庆、黄德龙、彭凌薇、赵慧子 

2001-2005：赵溱、齐宪臣、尹健、夏戌罡、徐晶、李志刚、张秀杰、周月漪、

刘小亚、朱永平、赵太航、李宛朋、梁锦、魏威、吕飞、高尚、 

王薇、李文霞、王智强、朱楠、王全刚、姜伟斌、刘亚鹏、滕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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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杉、郭婷、王灿、何雪冬、王伟男、卞可嘉、李倞、孙宏钧、

殷巾英、徐文婕、叶琰、张明远、阳传勇、余仲琪、权丹、侯绍昱、

施贵徵、彭玲玲 

2002-2006：姜川、卢泸、吕则良、王楠、王晔、王铮铮、王正、项翔、萧萧、

徐昕、杨鲲飞、郑伟山、钟轶飞、关元颖、冷玲、李娜、林璐瑶、

刘晶晶、刘昱、王璐璐、王明、姚佩佩、布晓龙、陈浩、戴欢欢、 

           黄昊晗、刘操、刘葛飞、刘志刚、乔佳晟、秦锋、隋百荣、王齐、

魏晓迪、熊庆丰、易欣、于路、张驰、张光楹、张伟、陈巧玲、 

陈琴、方圆、方子、黄芳、刘畅、孙丽华、吴迪、杨静毅、张景阳、

陈默、黄建兴、李鹏飞、李欣、李欣贺 

2003-2007：牟罡、林一青、周清、丁孜、孟曈、王天一、田巍、武威、刘少言、

于雪、邱一莉、王北辰、秦镭、刘喆、张  力、洪晓波、崔庸非、

向焕琨、叶明、刘斌、贝立珩、赵昱衍、王晶晶、张春潮、杜柏城、

陈肖安、郑江平、徐文聪、刘声、马俊达、蔡荣光、上官圆、罗旋、

林凝、刘勇、张志强、杨龙、资坤、方家聪、罗杰、欧觉钧、黄漾、

陈说、徐智强、姜凌志、李凌飞、向启、江明阳、汪谷、徐新平、

李冬来、朱倍民、唐堂、邱建创 

2004-2008：蒋暘晶、白彧、李大州、孙鹏飞、陈治津、吴怡君、刘相宜、 

陈淑娜、赵昕馨、陈卓瑾、苏寅、刘倩、叶鑫、王宇、姜俊均、 

施军义、董耕宇、陈易东、苗元硕、王冉、茅碧玉、甄予斯、 

彭静文、刘慧国、杜寻、龚睿、陈启鹏、陈茜薇、张凡妮、范昊、

王弢、徐尚华、王宇翔、杨胡凤、盛超、张振华、吴天淋、周益鸣、

尹彦聪、毛京 

2005-2009： 孙毅然、郑祺荣、 王适然、邹信、孙鹏、高萌、柳莺、向翊东、 

张博、李海林、凌清、江军、詹德昕、杨锟、曲文卉、 沙涛 、 

朱小明、张卫卫、宋昆鹏、刘文贵、曾立帅、 陈俊、谭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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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荩、陈慧明、党豫川、王戴黎、殷庆、刘岩、贺璟、王璐、 

杨业伟、刘玉嵬、杨娟丽、史钞 

2006-2010：许雷、李禄俊、薛原、江宇源、张牧、谢腾、雷辰奥、徐俊、 

赵一衡、徐靖、冯春远、张忱、殷杰、黄海峰、杜涛、赵洋、吴欣、

李方远、叶子、邱国波、刘婧宇、林铮、杨冉、王婧、黄芳子、 

魏来、王鹏、邓奕、李富源、孟琪、覃韡韡、顾闻达、渠楠、 

朴海香、罗增、李雪飞、马凯利、崔彦达、蔡桥、刘科、李博、 

刘学、刘鸣、徐瀚龙、王书宁、付鐍方、何广璐、班昌、吴盛波 

2007-2011：唐雪颖、岳元熙、董煊、杨帅、张宇翔、王佳星、周瑾、左婷婷、

费燕、易龙、张琳、李晓月、曹灵灵、刘煊伯、杨阳、刘克琪、 

张炎斌、孙正元、章高驰、詹婉苏、黄辰、范俊秋、李沫、龙昌伦、

何曼怡、丁凯琳、严晓莉、王锦霞、陈若微、刘熙、黄一纯、余诚、

卢天亮、郭越、刘欢、徐曙、陈佳一、裴阳、张碧源、张微、鞠想、

王彬、杨政、査文蝶、黄涛、谢盼、湛亚超、孔唯早 

2008-2012：林希、郑国亮、杜广、陈弘毅、吴丹丹、顾嘉雯、孙艺博、林浩宏、

胡旸、韩宇峰、高艺、陈然、黄俊亮、唐朝、熊雪、高佳卉、曹莹、

常红燕、陶原、韩世予、吴昕、李小刚、张瑞才、齐寅思、王倩、

王子星、江莉、韩梦姌、姚石、李殿江、梁哲铭、刘巍放、毛瑀佳、

彭建恩、王远航、高磊、罗星晨、刘向阳、吴蔚、周晓渊、董亦沛、

宋敏杰、何璐阳、乔杨 

2009-2013：魏晔翔、梁玥、黎雄风、李泽喆、范悦、付龙杰、吴斯嘉、欧阳云

伯、赵志威、王子鹤、蔡林泉、张一甲、王殷超、刘彧多、黎永汉、

傅晶雪、陈晨曦、秦一骁、艾婧、王凯、王竟先、李金哲、阚刘瑞、

勾文慧、廖威、滕越、孔维燃、余晨迪、张世海、柯凯翔、马千卉、

黄滋才、王朗、季婧、张佳琦、文雅、张越、刘博玄、赵义敏、 

魏佳林、胡昭熙、吴岳、王一辰、刘尚、陈涵、梁小君、王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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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嘉怡、翟光耀、吉克林皓、涂瑶、蒋子翔、焦方超、袁文韬、 

陈韵竹、费斐、尹简琛、楼熳霞、钱磊、崔伟文、叶子、姜宰栋 

2010-2014：文浩、胡鸣鹤、谢哲士、贺少杰、王钰铭、李弘毅、吴世威、王森、

张崇久、邱铭达、臧佳玮、朱文宦、刘博闻、卢家稷、刘一伟、 

杨树宝、孙龙、于荣欣、付若男、李生晖、李嘉诚、任书琪、 

张宇驰、张一婷、高东旭、唐亮、姚健婷、杨晓舟、王琦、梁晨、

李奇、杨浚哲、顾晶、何麒、刘华超、杨牧野、房玮、曹子微、 

李盼、赵国宇、姚贺、陈军、张志成、冀海宏、娄向阳、刘卓、 

宋宏博、冯文君、华立晟、王威涵、叶阳阳、陈淑娴、吕一鼎、 

华龙、周叶桐、罗杨、范若昕、林家裕、徐心远、陈灏宏、李豫、 

张婧倩 

2011-2015：赵牧晨、赵南、冯硕尧、陆东衡、林经纬、杨懿、卢唯阳、邢郴琛、

喻怡雯、郭心舟、林祎露、包正钰、翁恺云、周凯文、张栩川、 

姚家锐、欧阳叶田、LIN CHRISTY、关安頔、袁航、佟浩功、熊思

雨、高胤翔、郭巍、张乐川、赵宏民、李池洋、聂林喆、黄博文、 

郭秋含、刘乃榕、史朝京、张思宇、苏慧凝、吴曼曦、张碧莹、 

徐敬洲、唐盼、丁聆、孙璐璐、王忆萍、李菁妍、刘壮、赵君妍、

孙泽宇、杨雨田、陆海蓉、罗就强、黄水华、严堃、郁斐凡、朱挺、

黄丽晶、陆逸波、金天翔、王子豪 

2012-2016：王宇辰、何璠、王佳康、蔡阳、周逸云、张乐涛、汪湛、毛运航、

安奇、谷青春、刘双城、郭雨桐、吴思慧、尹艺霏、曾思孟、 

宋昕玥、朱妮、黎阳、白晶晶、沈宇哲、韩鑫、胡禛、罗闻、 

刘兆怡、白天伟、万雅婷、龙诺明、杨煜、卓鑫、杨壮远、柳红亮、

佟瑶、许泳昊、李冠楠、梁爽、郑云溢、张逸峰、陈文煜、高峰、

杨子易、张瑾辉、陈力涵、李櫆辰、胡展培、汤嘉俊、黄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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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蔡期、谢雨杉、姚金江、刘畅、李俊尧、陈诚、周围、何育泽、 

郝晨杰、何润生、刘飚、王钦、陈宣桦、苏启舟、郑迪文、曹君旸、

朱垣金、董宇豪、匡尧、陈漪雯、邱子源、夏英凡、顾荪蔚、 

刘志婷、李岱遥、康  展、王竞飞、王皓婷、段资政、张天刚、 

马金灵、缪逸群、陈宇航、张毅良、王晨宇、刁炜宗、程威、赵霄、

李海明、张怀公、李星一、王誉铖、杨钜安、于超、陈天罡、 

李泽茜 

2014-2018：李忠羿、刘飚、董宇豪、夏成府、李海明、黄若谷、徐云昊、 

李心雨、毛沈艺、何奇、王怀正、管英迪、郭乃瑶、修格致、 

张煜奇、欧阳王剑、蔡晓榕、赵颖珊、孙种阳、吴金凡、符张纯、

杨子杰、洪任之、黄洋、刘谋韬、钱铖、陈奕南、姜德青、王润楠、

贾茗凯、李鹏程、贾茗翔、沈润、尹梅妮、邹昊霖、郭润晨、 

蔡宗宇、周迎超、刘育烜、徐浩源、王康、赵雅婧、许嘉辰、 

潘志荣、姚瑶、刘之诚、颜宇彤、姜荣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