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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陈令书 王玉春 蒯腾云 李秀清 龚明华 董亚南 顾生美 

赵惠娟 周建山 冯金发 王日康 陈蔚君 顾德兴 张雪雪 

沈丽芳 邵美望 王鸿海 顾　倩 魏佩芳 张桂珍 戚静棣 

邹炜民 李祖安 李平和 韩素静 杨庆令 金月星 华执均 

朱树铮 

 

       

冯祖蕙 黄三群 孙美久 张曼华 陈翠玉 刘柔和 夏　炜 

阎定宝 蔡惠君 赵德妹 王文珍 裘雅君 黄自昌 丁一铬 

郑竞毅 孙金发 孙祥鸣 张馥美 臧长林 郑维瑁 吴华荣 

张乾松 张志明 张　勉 秦邦雍 周友蕴 卢土竹 邬秀慧 

汪国珍 杨良耀 卢丽玲 董焕枢 付幼仙 盛雪芳 徐宝琴 

龚家仁 李慧明 马秀珍 郑　锋  陈建顺 付秀芬 杨培娟 

史美卿 励根发 季展娣 吴秀英 陈玉娥 陈荷珍 朱红妹 

汪美丽 庄慕贞 洪邦奎 王妙琴 刘经论 朱其昌 徐培琛 

朱银华 缪维勤 黄建韵 唐良弼 李骏英 董珍宝 方亚莉  

郁霞琴 沈绮云 余勉群 许舜芳 蒋品奎 胡伟权 张莉莉 

沈北泽 包玉英 李懋德 李东平 孙炜昌 孙大伟 俞启旸 

夏绍文 李汝亭 叶若昭 陈丽贞 曹娥珍 张道雄 任菊林 

周思文 李美蓉 胡　凤 陈文瑞 曹起斌 蒋文娟 陈良珍  

周加凌 郑燕香 

     

        

杨廷矿 沈文玉  雷雪娣 任宝凯 黄明盖 郑家凤 徐福达 

蔡惠芬 石南虹 何保华 萧子英 罗艳然 陈似虹 乐永良 

1961级俄语专修班

（一年制）

		

1961级英语专修班

（一年制）

	
1962级俄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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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张乐梅 费文达 陈青湘 徐国昌 陈　骁 宋宝权 朱白荪 

孙伟英 陈秀宝 赵培理 蔡华萍 凌良再 叶济盛 晁岱星  

朱淇仁 胡以文 秦龙根 巩　坚 陈友琴 廖有珊 高　平 

沈康力 程育英 严金媛 

        

周慧莉 王建华 范钜清 章婷玉 金　立 臧叔芬 陈萝佩 

屠若青 盛永萱 袁　纪 蒋智耀 陈华龙 姚玲玲 陈妙英  

楼世达 唐力行 王关良 王锦雨 朱大伟 陈焕滌 刘满基 

樊城绪 梅建华 郭懋洪 王鸣凤 郑华方 陈炳顺 胡雨君 

李德洋 周令仪 詹定方 曹元伟 徐瑞贤 庞德增 王延龄 

卫如琇 李树仁 汪义祥 赵大昌 韩忠华 计鸿馥 俞　碧 

唐振琪 周　琴 薛永祥 刘长松 董长允 周伟芳 秦兢彦 

肖春龄 徐家宝 李　璋 杨志侠 赵振雄 魏国裕 徐　云 

倪怡中 伏桂珍 胡刚毅 叶华年 陈根海 冯炆炫 赵锦源 

     

        

张世梅 周萌明 邹如玲 周慕洁 李伶伶 陈丽华 徐碧君 

许　静 马兰芬 奚秀英 何　立 周丽珍 陈善福 刘锡洁 

陈应元 余　千 俞位恩 金永生 李永祥 孙　宏 杨维申 

苏玉凤 姚美凤 贾祥珍 徐会文 顾天亮 苏凯音 窦芳兰 

吴云芳 陈是芬 李娟妹 叶瑞芝 陈宝璐 蔡马可 金鸿发 

鲍定华 曹丽新 刘继根 徐红能 王智强 张孝礼 徐泰华 

陈大午 胡婵娟 朱兰英 马　莹 水梅芳 高淞梅 王　之 

魏顺群 李亚民 姚允秀 柏美玲 徐英萍 於丽贞 孙祖发 

顾根宝 何祥明 蒋德铭 张锦仁 汪曦舲 罗明正 徐宝贵 

邓炯明 

 

1962级英语本科

1963级俄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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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杨燮君 初湘华  唐美华 汤章亮 刘淑青 范明珠 严乐衍 

叶利华 杨翠晓 沈文珍 王云仪 包慧启 顾兰青 夏秀菊 

应乐平 黄云鸣 查福琪 唐永福 杨顺德 陈丕琮 樊天毅 

周葆良 盛德明 徐　隆 周培英 龚可兰 郑宝珍 黄林芝 

吴文成 魏爱娟 王亚莉 郑慧君 徐又珠 傅善芳 张渝娟 

乔来娣 季宝琳 吴胜子 李　霞 陈文雄 战乐庆 张明君  

席时亨 沈龙华 缪学雄 朱妙南 葛一峰 盛德仁 陈文杨 

陈月华 张贻暘 史杏芬 毛杏珍 郑若兰 陈瑞君 何国英 

张宝琴 戴名乐 陈小鸣 吴进芳 李兰珍 蔡之敏 陈丽莉 

王阿金 都清源 马继光 沈正平 唐　劭 张家铣 应志刚

顾冰海 叶　琥 余世平 火妙英 冯倩倩 赵雪芳 俞鸾鸾 

林和卿 刘金宝 张灵洁 黄介英 王秋月 袁蔼弟 杨明俊 

厉毓琪 陈恒清 郑心慧 林敏达 王建华 黄元龙 吴兆熊  

张妙龙 姜凤汉 严诚忠 

     

        

荣轩立 张良余 杨应强 瞿荣福 李慕松 聂刚清 周惠芳 

张　蘋 陶龙明 陈惠琴 步梅芳 施和平 王苡静 顾黎霞

 

           

窦国华 朱吉星 邓福祥 朱　河 李学海 陶鸿源 沃震华 

洪宝胜 卫德平 李德贞 叶桂群 唐学红 钱全英 陈秀琪 

宋幼玲 任和平 季根娣 徐眉亭 李笑霞 钱和平 储莉莉 

邵蓓玲 张丽华 王美英 魏汉卿 夏桃英 张珠英 王佩君 

邵宗高 王志宏 王国荣 张丁周 周百根 王元吉 严鸿发 

陈永泉 刘德平 周顺兴 邹家茂 牛英琦 陈桂英 王　杨 

黄玲娣 徐佩莉 吴丽渊 虞庆英 方宗佑 吴桂珍 蓝秋英 

刘均轩 朱贵宝 周祥娣 孙玉蓁 瞿顺君 张小红 翁小曼 

1963级英语本科

1964级俄语本科

		 	 	 	 	 	

1964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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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秦敏珠 冯立才 钱非弇 张永安 陈伟信 沈传友 王世贤 

陈雪明 王玉奇 蒋富法 梁巧生 蔡馥珊 王　萍 胡妙英 

谭桂芳 杨秀凤 成金花 黄丽娟 蔡凤珍 刘行琳 叶佩韻 

俞　瑾 黄小华 丁枫尼 叶丽明 罗桂花 张　玮 张成凤 

莊雪涛 顾国良 汪维耀 秦兴培 戴培青 陈德敏 陈金华 

张永成 肖明中 徐培炎 邹凤芳 任顺娣 马芬芬 余慧丽 

徐洁茹 颜世雯 米淑珍 王敏庄 沈红娣 周阿娣 张凤乙 

李红梅 姚兰蕙 陈雅琴 姚灿薇 张丽珍 陈莉珍 张蓓华  

尤琴珍 顾其鸿 竺　梅 刘蔚芳 杨宗仁 郑德春 刘晓国 

崔立刚 李建洲 何子光 王国礼 沙起财 迟乃文 魏原杰 

刘世英 张炳超 林增明 孙明德  岳锁祥 周德清 韩凤阁 

丁生祺 王世安 孙瑞林  

     

　        

戴　玲 刘文华 孙　洪 陈美华 周晓帆 郑育英 黄也璋 

董林妹 王　时 何伯仲 沈学文 姜苏华 曹胜利 黄益涛 

施福兴 王世政 沈桃蓮 

　        

江翠娣 朱燕华 朱欣才 应绿漪 沈夏香 邱　玮 苏榕榕 

罗佩丽 黄李英 马胜蓉 杨　慧 徐惠莺 奚明璐 程月珍 

郭美观 浦珍宝 张隽龄 董杏娣 龚惠君 秦连妹 卞文龙 

古　明 陈春安 邱建民 马福有 杨忠兴 冯根宝 张廷海 

戴孟忠 钱金英 端木义芬 王桂芳 史秀娟 杜素珍 宋桂英 

邵秋芬 林玉华 林静莉 周月珍 徐林珍 吴玉珠 吴杏珍 

陈毓萱 陈　珊 陆兴兰 唐翠玲 章梁华 步坤钰 杨造贤

顾国庆 程家成 张梅馨 万亚方 叶孝庭 俞佩秋 徐悟美 

胡庆生 胡百安 张正明 赵海云 顾　铮 陈　锋 张文芳 

王林珍 沈　兰 周凤英 周妙红 周泽影 徐文珠 陈秀娟 

胡玉珍 章维维 梁蓓德 姚勤珍 俞雪华 袁宝琴 郭奕勤 

1965级俄语本科

		 	 	

		 	 	

1965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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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解光珍 张丽端 曹玉英 严静芳 韩素珍 韩杏珍 谢巧宝 

王克旺 刘志良 沈益志 俞蓉生 黄明哲 董忠跃 张敬华 

张光柱 张顺良 李国华 王慧芳 田永桂 朱惠芳 朱陈妹 

李凤月 林皎娣 周正兰 范懋霞 克弥尔诗玛     吴晓燕 吴玲玲 

徐雪红 袁大华 袁怡青 胡明凤 赵荷英 杨玉华 杨立华 

张新勇 张莹褆 潘露茜 翁静钰 汪光和 李瑞山 高恩全 

项光平 许成匡 杨海荣 蒋耀曾 费海忠 程文正

      

　

姚继平 丁明明 丁年青 胡岳峰 金贻德 蔡龙权 王光新 

樊立海 徐公理 孔　力 金　强 张向明 黄侣云 吕　乐 

龚　盛 王楚怡 陶　钰 王心纯 马亚敏 钟雪萍 黄纯毅  

余传泾 俞薇华 史俊达 钱可维 刘　坚 金立理 周雅荣 

张肇奇 黄新昌 王玉章 章金麟 尹翔硕 何嘉玲 李常红 

汪小元 张文雯 张　婷 葛忆平 王春艳 徐能赛 陈伟薇 

张建美 王　政 刘谧长 王学东 乔沈华 陈忠新 胡　昕 

钱　进 隋国华 张伟俊 孙宗白 姜胜国 丁长森 石伟平 

唐小杰 贺正中 赵　榕 陈荣莉 李蕙珠 马季云 陈意欣 

郑润萍 平　波 乔丽麟 陈鸣雅 张佩丽 黄　植 李红时 

何天野 钱文伟 胡开奇 关家山 孙树辰 吴　越 尤海里 

王成龙 陶文亮 殷剑钢 张临高 曹以礼 王　忆 向幼娟 

孙　颖 徐沛黎 金婵娟 唐文鸿 骆梅芬 奚从建 张含冰 

姚宗明 陈维安 孙立良 徐　进 李治齐 陆国明 宋明伯 

张智良 汪国弟 朱　兵 张益明 王国华 张思凯 沈　莉 

张露意 徐　笑 秦明明 赵令茀 吴风芳 邵瑗雯 陈福良 

钱　钢 邵荣荣 王世静 郭国和 汪　刚 冯肇澄 迮效定 

周介伟 秦元莲 张　迅 张成珠 李令遐 杜　敏 付秀萍 

黄晓其 刘建亮 宁怡莉 史英芙 王似真 方　伟 胡树国 

刘　春 曹之杰 俞光源 马　钢 范天锡 蒋国瑞 黄　明 

朱光祖 陆益龙 张国良 黄　云 孙红英 汪文玫 洪婉屏 

鲍　白 徐士敏 蔡东毅 周海庆 丘　侠 黄　海 何良恭 

1977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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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程明明 赵思嘉 王人力 宋建伟 李如瑜 哈　隆 杨寅科 

朱育翡 蔡宗源 吴光伟 金德明 周修之 应晓球 时为民 

赵伟杰 蔡　鑫 蔡江浓 苏承志 印丕杰 张闻华

 

王新球 张宪申 胡思源 谈沪生 王泰然 朱孝庭 王兆基 

张立民 黄学壬 张信复 顾正阳 张学人 董　彬 朱育瑛 

郑启玲 夏德晋 李如萍 叶德仁 石爱妮 蔡立仪 冯尊珏 

贺　钢 朱逸民 李竹荣 黄国安 杭浩东 胡　政 金振琥 

倪育刚 陆宝培 陈建隆 张其亮 程万宜 陈家愉 赵庆华 

陆式全 王德莹 顾悦萱 杨　清 王国莉 周佩芳 陆建非 

施建国 沈康全 乔学荣 邱忠虹 严建一 林剑鸣 林晓东 

张益民 王　璐 程培建 黄柏楼 刘荣佩 董　利 马晓菡 

茅以萍 曹丽华 俞　彬 梅　劲 殷如梅 周立人 李大泓 

郑志伟 金潘于 周树仁 张永宇 陈宪良 孙惠敏 陆锦龙 

陆　琳 戴利亚 陈　红 顾慧芳 王惠芬 付　焰 胡　育 

郝艺佳 汪晓红 张薇琪 蔡党英 

 

张　玮 黄承刚 孙铁平 陈必庆 林子卿 孔繁明 张耀辉 

王　云 陆　莹 彭小红 葛　萍 黄　敏 虞中瑾 李华霞 

刘雅琴 严毅珉 沈　慧 李耀薇 蔡志英 庄　红 吴潮燕 

陈兰新 唐玉梅 管龙珠 朱　艳 刘菊芳 顾泽人 董国荣 

陆文焕 刘　辛 张正和 邵伟民 顾　睿 王朝新 陈　枫 

卢金美 陈爱武 徐　频 陈文勇 贺　平 张豫鲁 顾宁宁 

桂　健 郑　瑜 孙米丽 陶蓓琪 李培燕 沈　琳 叶芸芬 

周伟芳 陈霞晖 郭惠根 吴永法 蒋有伟 刘伟健 贺心言 

符耀良 徐伟涌 赵纪东 严师堃 陈　兰 何　希 李华雪 

李峥嵘 王延晨 沈　琳 何迎宪 梁　乔 姜依秋 许小文 

裘　雯 胡明华 贝小燕 张静詠 王志华 杨俊华 滕兆康

1978级英语本科

	

1979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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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张觉展 张耀辉 叶　进 张国峰 陶济明 侯红仪 李苏慧 

李春蕙 张丽华 刁雪莹 张秀芳 杨秀英 潘淑兰 戴　敏 

杨静悦 沈丽端 朱小玲 陈　弘 楼惠莲 吕　风 陈松群

 

 

张炎临 李小怡 周美珍 瞿月梅 章秋蓉 严　东 陈晴黎 

甄瑞平 孙　凡 乐林生 张　谦 陆梁莎 盛维萃 赵　群 

陆霞敏 孙　青 朱　迪 姚小宁 陆　文 顾家琪 季　平 

徐尧亮 蒋　群 张　旭 顾慧敏 朱海庆 朱瑜明 张纯清 

王　琰 华蕊萍 孙　怡 张　燕 王天风 沈月新 钟培敏 

袁梅静 杨　原 宋丽萍 崔民彦 沈路路 冯志风 夏　青 

邵莉萍 虞霞娟 熊伟华 李　凤 夏　薇 姚琴钰 袁毓平 

曹鉴卿 刘文浒 张雪云 顾锦春 周卫国 宋　珬 郑惠芬 

吴国锦 王　玲 郑秀妹 曹众和 杜　云 李　维 吴松梅 

尹克平 王　浩 金丽君 黎　云 张　纾 沈培珍 汤　蔚 

刘明巧 贾玲玲 吴丹丹 陈声瑶 宋伟均 凌寒路 王宇轮 

尹述平 毛琪毅 唐国梁 王伟芬 孙　虹 朱丽丽 王泽伟 

薄芷芸 冯一民 王筱玲 张美梅 张　燕 赵丽萍 姚　洁 

乔理达 田蓓奋 江　虹 杨　桺 葛利莎 于　怡 谈武英 

张　颖 魏德珍 马有胜 汪永巩 张建东 周家祺 胡宁毅 

龚尚勤 蔡卫风 

　        

万慎仪 殷　平 张小琰 汪　涓 刘卓安 蔡茂媛 潘迎琪 

于红英 潘晓玉 张大惠 曲振凤 王汇玲 顾宜静 贝娅韵 

颜　峥 王瑶莉 朱　晞 李然贞 韩清萍 周蓉蓉 姜　坚 

茅志勇 董天良 蒋志群 汤　宜 吴春蕾

1980级英语本科

	

1980级英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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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沈泓波 左克文 李卫良 黄　良 吴慧青 郁　薇 张琦瑜 

徐　苹 胡伟敏 方赛君 徐　青 梅　青 马　萱 周民花 

杨　琦 孙　定 张　蓓 程若韦 张　华 裘志康 徐　平 

戴浩天 朱健慧 张育青 陆跃勤 樊加希 张　浩 陶思嘉 

张　虹 郭瑞因 吴　红 钱　枫 李燕高 于美琴 杨春红 

王　雷 刘培勤 陈　晨 田雪梅 徐惠霖 陈　健 方　毅 

杜　俭 张　璐 胡越妹 王小群 佘　平 沈丽琍 宋　燕 

沈敬悦 王　琳 唐黎群 刘　上 宋　惠 杨　波 卢燕蓉 

孙　莉 施蔚青 杨　溱 王伟忠 陆曙东 陈立能 张庆源 

徐　瑛 陈　洁 张　勉 应佳疑 周　虹 诸明霞 李　婷 

张海燕 陆南芳 郑伟军 王　节 周伟琪 方　洁 徐　泓

 

 

刘　柯 朱　伟 柯小松 马　杰 王海真 罗　峻 邓细明 

刘春红 邹　旻 葛莲芳 龚国兰 张燕辉 倪晓敏 季　敏 

李　凡 董继萍 梁文清 薛佳莉 林　菁 陈　菡 窦　红 

张伟英 邱　瑾 张晓玲 劳　懿 朱慧敏 陆维英 裘文忠 

虞正亭 屈昌力 谢庆宁 孟　军 陈　平 王国明 毛惠琴 

江　萍 王晓红 蒋一敏 华月琴 葛韻华 黄美娟 邵惠菊 

贾　真 王贫洁 张培莉 张　欢 徐　恒 陈怡筠 周　渊 

沈春泉 张丽萍 赵清贤 夏善琴 施蔚青 叶明辉 鲍思海 

孙剑宏 范新安 张立群 孙宋坤 黄雨亭 潘超伟 崔玉兰 

许玲玲 宋仲玲 盛　敏 李亚敏 孙浩敏 周　华 樊薛芳 

亓家逸 江晓梅 李　磊 林　珊 陆　涤 陈俐倩 王　焙 

余　静 白敏晖 徐海江 瞿　杰 徐智斌 刘　迟 申伟国 

周家明 何　玥 李　敏 袁玲玲 陆华萍 茅柴斐 胡爱琴 

张　蕾 陈　希 徐伟伶 钱旭春 孙志安 路　平 余之光 

游锦琳 姚畅宜 马　芸 周彩华 曹俊梁 彭晓敏 顾文浩 

盛　丹 张利成 陈根荣 汤　榕 周安星 王　铮 桂生义 

1981级英语本科

1982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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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蔡　敏 周越美 袁　铮 吴海妹 张洛丁 贺慧芳 陈秀萍 

沈　溢 吴　静 邵熠雯 朱允斌 周　燕 戴燕萍 陈　荻 

王卫东 喻丹贤 刘培能 

 

樊志华 朱俊明 唐川平 潘金星 高洪海 袁　军 李蓓莉 

王菊蓉 郝　园 陈庆华 林　玲 唐　晓 张加丰 朱秀芳 

方　瑾 张　文 仇　非 黄丽娟 季　华 李彩霞 王顺燕 

朱燕萍 吴幼蕾 黄金丽 黄　咏 朱　纯 邱　瑾 祝立忠 

蔡卫荣 刘玉良 杨永祥 张竹青 徐蝉萍 杨　红 黄继萍 

张玉梅 唐　盈 黄慧菊 孙莉萍 陈惠玉 秦丽群 顾秀芳 

余　欣 李亚南 张海涖 吕志兰 顾　洁 秦星石 顾汉芳 

刘建军 芮巧燕 孙惠平 周仁兴 卢　雷 林　皓 沈明华 

欧阳晓东        储水荣 张　拧 王依雯 薛　勤 李　綺 贾　青 

李　婷 姚紫兰 杨培红 朱建星 虞　澜 宫　勃 陈　力 

邬林珍 庄慧君 叶　红 陈蓓敏 刘一群 陈迪梅 蔡敏静 

潘海燕 黄卫超 张国栋 韩二君 朱建新 李　军 吴彩霞 

陈春燕 蒋爱华 陈　华 姚美华 钱　立 陈贞洁 沈秀兰 

陆汉琴 崔　静 陆利芳 李　红 甘　俭 可燕飞 凌　玲 

马　真 方燕萍 赵清贤 陈　弘 施永宁 孟毅平 伍人宇 

王　雷 周　琦 金世恩 俞美思 王　懿 张　烨 袁　虹 

张　璃 杨立达 顾　素 郭　芬 金　益 郁荷英 卢　满 

奚　青 李　萍 叶　璇 阮雅君 鞠　程 沈立红 陆淑英 

周文文 谢忠平 陆卫忠 唐根全 黄卫康 张汉平 袁瑞富 

曹俊梁 李　慰 陆小华 路洪蔡 马英英 顾百玲 陈建华 

蔡月芳 李凤仙 蔡卫萍 朱明华 黄丽娟 何桂红 杨　茜 

游　冰 董汝勋 丁卫国 徐卫娟

 

 

包洁眉 卞　芸 蔡金香 陈　斌 陈　凤 陈　卿 陈婉华 

1983级英语本科

1984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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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陈笑波 陈旭东 程其龙 储引芳 戴　骅 邓　蕾 董　苇 

段燕华 樊漓云 范　晔 方　睿 冯彩霞 付　榕 傅　强 

高　红 高燕珍 高亿红 贡美芳 顾惠娟 郭　林 郭伦伦 

郭玉鈞 何家云 何小璐 何正云 华　迪 黄蓓婷 黄丽华 

季雅芳 金桂英 金　梅 金　晔 靳树东 瞿　虹 李枫蕾 

李红梅 李华艳 李九菊 李　敏 李　清 李雪松 李　瑛 

刘昌香 刘　红 刘　华 刘燕萍 吕敏英 罗季英 罗佩贤 

马红曼 马洁敏 马丽萍 马　燕 欧　华 潘海燕 潘　琴 

浦继红 钱　泓 瞧秀梅 沙　鹰 邵　华 沈彩玲 沈诚貌 

沈菊利 沈兰萍 盛　佩 施英华 苏　娟 苏幼敏 孙晓薇 

唐建平 汪瑾华 王芳蕾 王建平 王　宁 王庆华 王晓玲 

王　勇 翁维瑶 吴　洁 吴锦帆 吴连欢 吴　梅 谢德勤 

徐春荣 徐　红 徐　伟 徐元元 严立波 颜　萍 杨　杰 

杨　娟 杨瑞芳 杨艳梅 姚水莲 殷国萍 余海勇 於争琳 

俞雷红 臧肖兰 张剑萍 张锦万 张静芳 张丽华 张柳娟 

张如梅 张怡琼 赵安海 赵薇琳 赵　玮 郑子平 周建梅 

周晏雯 朱东雄 朱　红 朱　健 朱　柳 朱晓茵 朱　引 

朱　云 

 

朱衡芳 杨志琴 严　竣 黄丽华 马艳时 严　冰 于爱华 

邢　洪 赵辉跃 何卫红 康剑勤 何慧慰 宋震洲 陆玮红 

潘蕙芳 陈竹影 朱末末 杨　红 崔　华 瞿汝萍 陆敏建 

周惠英 陈　钢 景刘丽 黄永琴 杨　杰 施雪睛 黄幸鑫 

陈　伟 邢　红 文海燕 费红章 闻庆娟 吴卓汝 许建超 

倪亚香 陈亚蕾 李鸿佳 姚　娟 赵丽琴 历　伟 施曼华 

严丽雅 唐玉平 鲍佳健 杨玲芳 徐红琴 王林芳 王小平 

石希敏 冯克俊 韩继红 朱利娟 张友余 余晓萍 田　琴 

周治斌 张步华 任定金 周海明 田庆芳 钱建俊 顾宪军 

刘秋香 孟翠萍 谢明顺 张文苑 邓修琴 徐艾驯 贺曼芳 

蒋　霞 张秋安 贾　梅 余红梅 吴春胜 陈朝兰 朱怀明 

1984级英语专科

王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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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具千里 庄　华 邱叶苹 刘　健 顾静真 周　航 顾卿容 

王列华 张　骅 吴　艺 张骁勇 张雅婷 丁　莹 王加玢 

张　菁 李　青 许向群 李　文 董　祺 罗　琼 刘　红 

乔　宁 吴建飞 王子君 汤蕙莉 方　薇 崔英姿 毛佩芳 

陶冶之 徐敏炯 夏文新 蔡玲玲 陈樱潜 韩奕敏 毛仁仙 

张群英 刘亚芹 陈纪文 杨海娟 顾庭文 傅　敏 林建红 

杨晓红 郭文军 严　梅 杨丽君 成晓辉 徐　虹 钮　卫 

李晓冬 倪之唯 孙水英 葛文英 毛瑞红 陆玲芬 钟敏娟 

徐晓萍 卢文红 陆以怀 张　红 黄　娟 吴红勤 陶　茵 

王正红 黄　艳 方梅蓉 沈丽萍 汪　琪 张黎月 徐金秀 

姚培红 莊　健 陈　红 俞伟红 郭春美 沈天瑛 陈亚珍 

季　华 郎凤芳 丁红朝 蒋小荣 毛敏芳 胡培华 赵晓红 

黄晓梅 林　琳 刘　珍 牛之隽 李　静 王　雁 张　琛 

颜　宁 暴云虹 叶　芬 郭　梅 杨瑾瑜 杨琼华 雷　梅 

代艳玲 马　燕 李红菊  

        

陆建丽 李　岚 赵　阳 朱　红 黄英杰 凤瑞萍 郁龙芳 

沈智华 徐菊芳 季丽华 沈莉莉 何菊芳 蔡萍香 施颖敏 

陈洪建 丁　彩 沈　彬 沈彩萍 蒋爱华 黄玉琴 盛菊华 

潘丽娟 张文荣 朱国光 沈　磊 王　琳 张秀珍 居　敏 

张　燕 朱研清 金梅芳 沈建辉 虞继红 李　敏 郁玉兰 

冯慧丽 陈　伟 蔡雅娟 徐　仁 陆建英 钱玉华 曹　菁 

张　擎 计文芳 郑秀红 傅月明 陈　雄 汤锦锋 瞿国平 

黄伟荣 袁雅琴 孙月玉 周文忆 张　蕾 沈　韵 胡亚平 

苏春芳 倪　红 丁彩鸣 黄建华 黄品红 沈晓炜 范美英 

施也英 胡琴美 倪秀丽 顾秋华 叶月华 徐燕萍 苏玮华 

1985级英语本科

1985级英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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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吴晓梅 董惠琴 顾雪欢 何平涛 葛文锦 姚　煜 俞燕华 

赵婉萍 益　君 严逸平 张　玲 陈亚萍 浦静枫 俞承英 

张小弟 黄桂华 姚　伟 王柳芳 吴红梅 张雅琴 朱宝勤 

王　娟 黄　卫 冯　雪 姚秀明 周保华 乐志云 朱建新 

林兆雄 黄耀球 高　红 孟文红 沈　红 赵建芬 黄玉华 

马剑美 蒋亚珍 方雪娟 叶　芹 石秀华 黄根仙 陈　伟 

沈　香 朱惠燕 张丹英 徐　霞 杨莲云 朱春娟 潘雅萍 

周　英 赵书扬 徐雅娟 周　泉 曹　强 葛林根 

 

　 

江晓东 邬　迅 陈国辉 奚翠华 范　菁 何辉萍 陆　欣 

耿龙云 曹　英 盛以苇 孙　耿 陈旭如 朱　瑾 刘枫涛 

刘亚飚 陈彦佳 孙　琳 王春丽 熊思玉 孙孝霞 何永锋 

顾纯国 梅卫国 潘　阳 陆咏梅 倪伟芳 赵丽琴 曹国英 

张沈芸 吴　卉 林钟青 朱落燕 孙　玥 王　岚 汤　红 

顾伟勤 金　凡 施　梅 彭　景 李　一 唐加忠 张　宙 

张伟民 袁仁忠 邵川喜 柳红娟 王文新 叶　敏 张　蓓 

彭蔚华 任　泓 周　曦 周　文 谢忆璐 唐一斌 张　俊 

曹燕萍 文　梅 张志美 王玲娜 周国华 胡迪筠 王丹斌 

孙志兴 徐妙亲 王　伟 黄文英 孙翼燕 黄玫琼 高　群 

褚向青 吴　喆 严伟军 马　红 甘建平 王　蔚 邵依珺 

王惠芳 金　嫕 章月娥 陈红琳 罗　蓉 吴卫东 任国文 

杨　辉 黄　荃 吴爱萍 林春芳 姚文艳 范向红 钟爱群 

邵明月 何洪心 黄　磊 于　红 赵逸新 马　莹 曹黎萍 

王　晖 褚　琴 黄雁鸿 封　云 金　巍 赵荣明 尚晓希 

潘建军 王翼新 吴品红 甘利琴 胡皖青 印　萍 张绣旗 

王基芸 顾　炜 杨红敏 王克为 曹国光 沈　红 刘　梅 

卢伟东 宋海英 杨　萍 曹丽民 卢　莙 吴成华

        

1986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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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李　桉 沈　健 潘忠兴 冯海忠 徐永忠 乔成明 刘　敏 

沈振松 胡传文 桑金来 谢建华 陈　枫 万剑壮 黄红屏 

程惠芬 张　瑾 王　琼 姚静茹 朱爱娟 汪秀霞 黄兰娣 

姚春妹 龚凯石 蔡玲玲 杨　辉 程竖文 朱金明 逢德强 

章富良 李若红 王　群 姚春雷 陆翊雯 刘　梅 沈　文 

田　进 严根妹 张红梅 吴文汇 黄爱珠 陈美华 庄海英  

徐君英 朱玉华 范娟利 黄　青 胡亚敏 储水荣 姚　煜 

姚福丰 凌津舟 周建新 钱惠忠 徐　晓 蒋菊新 沈　钧 

张光红 周志荣 赵荣兵 吴兴林 陈永林 钱新根 吕雪林 

屠永红 朱卫荣 沈海燕 周为良 凌云璇 张　洁 花新美 

陈丽红 任美凤 王雅萍 黄建秀 毕九妹 谢小风 徐　敏 

沈根风 张炳兴 刘复林 姜建宗 刘成香 张政山 刘　俭 

薛纪红 林爱萍 陈　尧 徐　娟 吴红梅 杨　柳 夏龙妹 

乔　红 曹爱东 于玖红 严正琴 赵　晖 徐金香 郑志琴 

曹康妹 吴玉霞 陈　慧 丁文秀 陆敏霞 汤庆梅 陆小华  

袁　军 

       

 

张　虹 沈　丽 阮　旖 施秀娟 乌伟文 周新华 徐　欣 

沈　蔚 金　珧 党东红 范　岭 金如画 归梅萍 朱　瑛 

陆　涛 王晓永 陈芳芳 张　燕 杨益华 王　欣 王世卡 

李卫东 陆京炜 陈　萍 沈　柳 周　峥 陈　潔 方　蕾 

陈　钧 叶　蓝 瞿祖芳 吴文涛 富学群 王　珏 张　意 

孙　翎 沈　萍 焦莉萍 郑洁如 忻　静 黄爱玉 周娅莉 

赵　林 鲍　丰 林　莉 陈　莹 李乐文 施继红 陈　洁 

李燕波 王吉英 童　蕾 蔡　颖 徐　文 唐　希 沈　榕 

吴　欣 朱　青 黄　菁 傅　纯 苏　梅 肖　利 朱丹青 

王　岚 张晓东 尹春晨 陈　楠 姚红秀 张　涛 邱剑美 

张志红 蒋旭明 王慰君 钱旭华 吕　玫 施维华 沈　蕾 

1986级英语专科

		 	 	 	 	 	 	

1987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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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胡　海 陈育青 徐文新 卫彩英 刘　峥 应佳华 赵峥嵘 

忻　红 何永芳 孙　杰 方卫东 胡志强 潘　婕 张　红 

许坚文 俞　敏 王　磊 董恺晨 张　菱 陈　炯 单　莹 

汤　青 陆飞鸣 丁月娣 张　彤 王沂海 王　璟 黄霖琳 

郑　烈 张　明 柏　玫 黄天引 钱红斌 周东晓 蒋文革 

费　芸 赵小红 高燕文 杜慧平 李　文 艾　灵 张　迎 

周志清 洪　缨 纪　颖 杨卫红 江　航 陈笑红 吕晓红 

盛　叶 盛　知 孙向青 沈伟红 张笑西 严文庆 李岸波 

缪　洋 孙　懿 丁慧卿 乔　瑜 秦一琼 高敏敏 陈顺英 

方立平 马珏芬 冯　欢 蔡　军 高　蓉 王旻青 杨　洁 

朱　闻 李　敏 袁琼岚 何　斐 庄　稼 张娜新 李　琳 

孟金英 胡石华 章智敏 陈淑萍 琚　珍 丁　瑛 姬永红 

孙晓霞 周　红 白茹艳 乔红霞 王　岩 曲　琰 张亚娟 

刘　莉 张　　 刘昆静 胡美云 李　飒 韩　晋 陆爱东 

卢利俊 毛梦楼 袁国芳 姜　勤 

        

吴霞红 曹雪源 陈一泓 吴文红 盛红梅 沈　华 裘慧萍 

许惠娟 张贝菲 顾丽瑾 杨凤宝 宋一凡 刘　晔 刘冰冰 

朱　敏 孔秀敏 俞　清 唐跃红 陈胜权 戴红章 朱连宝 

吴维康 钱建强 张国权 李秋荣 李晓新 杨　红 夏　玲 

陈　茵 杨君梅 金正玉 宗　琴 陈利丽 胡　缨 周波青  

陆娟红 朱兰芳 茆永霞 陈　莉 高兴红 吴红星 徐兰英 

陈　红 严冬茵 沈剑华 陈琴荣 费志宾 盛　康 沈　利 

夏　强 王　松 庄　丽 余淑飞  徐　放 崔　雁 余晓红 

周桂华 吴　玲 陆懿萍 曹淑卿 沈　萍 杨惠琼  殷　勤 

赵翠琴 谭太莲 顾　蔚 王　漪 沈　红 张秀娟 张江华 

束剑春 陈龙余 张根元 王　畅 李林昌 张伟民 黄　飞 

  

1987级英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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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汤晓东 陈宇光 董惊雷 张　翼 傅　炼 徐　郑 姚　谨 

陆剑虹 顾一桥  汪　竞 杨雪莉 金　焱 李狄维 钟　雯 

周晨鸥 叶　健 袁　辉 罗海琼 林　严 周　懿 邹明东 

蒋伟娟 范秀琴 王军英 陶文莉 肖向军 浦亦枫 蔡凯云 

刘　平 陆　霁 沈继红 吴　蕙 吴雁岚 郑　洁 朱亦周  

李哲艳 李江梅 徐　蔚 梁　颖 平燕华 陈　斌 晓　丽 

王星舟 杨　敏 孙　芸 葛　伟 肖建耀 裴东春 陈　艳 

江慧荣 王君兰 刘　凤 李东斌 俞　骅 于　卡 许伶萍 

刘　敏 彭澄宇 傅小燕 黄　洁 周建英 陈　榕 张　利 

汪晓愉 侯宇红 杨　阳 叶　航 殷慧莉 徐　旻 胡燕茹 

陈　艺 陈　音 陈宇鸣 吴永贞 顾　涛 卢　洁 徐志斌 

江敏杰 孙　冰 任道根 周　华 范　红 钱　琴 陈莉萍 

胡　涤 卢晔玲 胡海洪 范　晴 龚　敏 夏　倩 柴雪枫 

杨　莹 沈　静 姚　维 陶　珺 孙　燕 曹渝瑾 陶国华 

邹　华 李海珍 张　磊 刘琴琴 王育成 张　宏 高峥嵘 

顾　翡 陆　缨 胡哲英 潘嘉姿 张　芸 蔡春红 徐　蕴 

赵克文 刘　群 张　雁 朱　梅 郑　川 徐伟炜 马　昕 

任　卫 陆　艳 周蕴凯 祁志新 邵　莹 陈　颖 杨红征 

夏　冰 黄　文 叶　青 李继钦 王　群 陶　凛 严　萍 

王纪红 曹立群 方蓓莲 陈　珮 周莉华 翁沁文 裘志晨 

齐宛中 曹文洁 顾慧萍 申成城 廖春明 孙曙清 田　军 

宋燕燕 周建军 马　红 昝彤彬 夏　蕾 邹文华

 

        

李　伟 李节本 张志平 任　懿 王　洁 熊　颖 曹果毅 

蒋咏梅 车廖轮 徐雪菲 金　艳 徐　嬿 黄琦芳 候　匀 

孙巧芬 吴韻雯 吴　萍 张　倩 李　红 施琳玲 凌晓红 

裴立新 钱映玉 苏水华 陆　蓉 周唯英 蒋大煜 詹　骅 

董建中 叶森华 乔　俊 曹文炜 厉　健 张　烨 陈　宏 

1988级英语本科

1988级英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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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刘述频 陈　磊 朱迎春 赵阿芳 陆　旭 查　敏 叶　瑛 

顾　敏 童　静 吴克芳 沈　岭 李敬珠 孙静娟 孙　玲 

周　媛 苏　哲 陈婉君 王海军 范　斌 李海峰 耿礼彦 

顾　勤 邵和春 史晓红 黄　炯 鲍璇美 周玉萍 潘文青  

偶小洁 冯艳萍 汤　琦 徐　惠 陆麟麟 刘　晖 黄　晖 

陆　翔 裘英鹂 黄　琼 张雪梅 陈雅琴 陈秀娟 宗夕芳 

李国珍 叶华君 田素华 蔡四妹 张　迎 吕　华 徐　进 

储伟良 宗胜良 王　瑶 梁　翩 丁玉美 赵　倩 黄颖蓓  

张玲玲 陈　蔚 杜怡华 汪炯磊 洪　琳 赵小琴 王恩薇 

韦静芳 张　漪 潘红骊 陈　爽 朱　维 林　庆 张玉娟 

凌　丽 仲　斌 唐金耉 孔茴婷  余维康 郑金芳 骆建云 

吴立群 林榛枋 张　君 周　宇 吴　韵 卫　靖 孙　青 

徐　琼 赵红蓓 梅　瑾 孙晓燕 吴建华 刘惠华 何媛娟 

孙素红 史慧英 钱劲超 王根红 朱　犁 凌庆红 罗峻玲 

陆　咏 张　俊 贡建云 邹国中 张汉荣 徐文渊 吴祥英 

程　旻 朱菊萍 朱红梅 周丽娟 张卫芳 吴　惕 王晓波 

惠丽英 顾文媛 余　萍 韦继宁 薛巨红 葛　覃 唐　蕾 

张学娟 葛水英 范敏芳 蒋丽华 步卫东 郭　梅 杨黎明 

张　浩 郑　勇 谭勍华 王建军 胡　斌 李　津 沈　娴 

姚　洁 徐文红 李青蓉 姚　璞 姜　萍 钱劲秋 王　竞 

郭竞竞 陈　旸 李　君 赵建敏 徐叶萍 杨　璐 郑敏芳 

孙　谨 苏　瑛 秦　恩 邵建国 朱　伟 王自刚 沈　军 

陈　煜 桂　英 马美娣 杨兰芳 谢爱华 顾秀华 庄晓黎 

舒佳华 蔡鸿燕 吴　颉 杜佩蓉 朱　焉 金素春  杨翠微 

张　琼 陈　东 石华芳 张荣辉 赵旭黎 王　萍

马　敏 王丽敏 王李玲 卞慧萍 王孜慰 方　敏 邝　漪 

朱亚亥 孙孝华 叶　峰 伍新蓓 刘　梅 吕　慧 沈　庆 

沈　宏 李伟民 李立谦 李娉娉 李范文 余　洁 张　驰 

张　鹏 季红钧  金　丹 杨晓云 陈　颖 姜元倩 周　奕 

1989级英语专科（大学外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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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梁　懿 黄　芳 黄海鹰 郭　申 李悦雯  丁　芳 王唯一 

王晴洁 王幸福 王奕敏 牟　蓉 吴　一 吴　峥 刘　蔚    

何慧群 冯志敏 沈　茹 李惠群 邹　兰 陈旗晖 陈轶青 

许　峰 周　峻 周　霖 周　曜 刘　琼 高志方 杨黎明 

祝　铭 崔　江 袁希雷 胡映红 曹路青 蒋缦怡 梁　毓 

谢　朝 郦颢瑜 应　飞

　 

王瑞军 孙　军 姚军培 朱继军 徐　劼 黄　方 史　春 

潘晓莹 陆文韻 周　穗 沈　音 刘燕华 蔡　悦 王　炜 

杨　怡 李　琼 陈向阳 施晓露 戴隽絑 薛　雁 张晓莉 

葛红娟 苏　柯 杨聿峰 王树云 徐　燕 陈　光 胡　迦 

陈晓玲 沈　悦 李　谨 顾　红 杨惠云 沈　雁 孙　锋 

曹卫群 管　烨 张　菁 夏　琰 沈易平 薛　梅 王　蕾 

郑忆军 张　烨 周　淳 李　丽 张　虹 王勤文 倪越民 

徐俊超 汤秀军 黄　震 石红雷 宋　蕾 蒋　俊 马燕婷 

包唯华 张　琰 张　皓 陆　华 丁　玮 于洁岚 朱　瑾 

谈砚明 张颖文 陈　文 沙丽华 赵晓蕾 王　健 李君君 

郭志宏 周　忠 严　杰 翁伟健 朱亚东 洪俊伟 姚晓洁 

宋尉冰 吴　燕 朱　炯 顾　颖 季菊兰 唐　缨 范莉敏 

王　菁 沈　旭 吴践一 吴轶珺 施　翎 陈怡均 张　珺 

叶嘉明 何　琳 陶　莹 杨　亮 余曙浩 陈朝晖 姬　鹏 

蒋　敏 嵇仁光 高　坚 张　宇 钱敦炜 阮浩良 王箴为 

毛舟洪 朱清平 胡　照 胡　芸 施　颖 花晓彦 董　梅 

叶　菁 陆　敏 王　隽 顾　菁 蔺　洁 胡勇红 徐锦如 

邱　萍 何佳倩 范霞红 虞　菁 于　莉 崔绮文 陆东武

 

        

黄之祎 阮益明 陶鹏宇 凌一平 刘建华 鱼　岚 耿洁艺 

范伟琳 李海漪 黄晓云 杨世忠 张　敏 赵　怡 倪钟文 

1989级英语本科

1989级英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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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葛　瑾 张　黎 洪雯娟 端木尕玲        徐冬梅 严　莹 王雪茗 

王　纯 王旭斌 刘 　炜 陈迺佳 李　蔚 李　丽 顾中恩 

许　霖 殷　明 潘　震 黄鸿宾 侯　杰 俞晓敏 徐　蓓 

卞　澜 沈英谊 穆静秋 贺　萱 鲍黎雯 吴征怡 李佩红 

仇丛怡 朱燕芃 周　韻 周　菲 刘　境 李红艳 洪文晓 

杨聿峰 康晓奕 孔长宝 杨优显 阎　军 黄　烨 王　珏 

毛海晖 姜晓云 许宏雁 黄丽云 王　静 杨　蕊 成　丽 

邹　晔 潘秀艳 龚　艳 杜丽芳 马　琳  孙志雯 柯霞华 

孔清民 吕　敏 袁秀灵 潘晓燕 于洁岚 任道根 邵　宇 

巫文荣 杜　敏 杨治国 王海峰 周臻巍 姚爱娟 顾才萍 

陆展蓓 沈　兰 苏天英 包　榕 毛莉敏 邓颖洁 张咏梅 

鲍泳蓉 程　菲 毕　钰 邹　翔 邓江嫦 赵建辉 陈　曦 

湛洁慧 葛红娟 周　穗 董建亮 黄　俊 王厚诚 郑参广 

华秀红 赵蓉梅 季　蓉 李　佶 郑　祺 徐　珊 王　萍 

张　健 顾　欣 浦咏晴 于云玉 徐　威 林可贞 黄培莲 

黄二妹 杨　茜 徐　蓉 张敏敏 曹天颖 李希文 张　明 

崔绮文 周　忠 李颖峻 张学通 章　铭 王　伟 顾　萍 

徐　进 姚丽华 谢　文 朱新妹 钱　洁 柴连珠 施惠伟 

金　晔 康　虹 周　行 倪　政 张　青 袁纪红 顾　蓁 

林春莹 朱　怡 姚锦玮 孙　燕 姚军培 丁亦斌 马忠民 

王意乡 丰　丽 应李耀 支奇明 石　琼 孙薇漪 刘　珏 

孙　虹 杭　红 竺　青 张　勤 张　静 张　谨 沈　芳 

徐新宇 徐炜雯 胡　 林 顾　红 顾　懿 顾惠庆 强振宇 

袁丽达 夏　炜 蔡家琛 郑　蕾 宋　琦 陆　敏 陈　苹 

沈　嫣 焦　蓉 罗丽华 马　骏 钱可畏 钱逸清 徐美君 

潘　云 韦振彪 李　萍 周　芸 刘　凯 王　瑾 顾　琼 

金　雷 邱　瑾 余旭辉 金　云 水怡霖 张　峥 陈　炜    

龚　明 杨红雁 奚金沙 陆　勇 潘丽芳 朱　慧 吕　寨 

孙　洁 蔡莉琴 李俊炜 孙若微 杨　敏 沈　红 赵玉英 

沙雪梅 顾继红 王秀芳 周燕凤 陆晓雯 陈海强 王洁华 

吴慧红 陈　梅 赵燕萍 沈程凤 杨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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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刘　芹 王　懿 居一新 王　华 孙建华 沈冬梅 李　蔚 

杨文贤 王晓虹 冯　怡 赵继红 杨军芳 张　敏 王　英 

孔繁进 吴　真 方弘燕 曹　薇 钱　虹 陆　嵘 陈　莹 

顾　菁 谢　瑛 王建华 陈天明 何　翔 卢　依 于　莉 

沈　优 陆　秦 孙　慧 刘　征 谢怡沁 黄晓岚 严　明 

金　敏 陈　莲 胡　颢 殷　琴 赵　慧 杜燕华 陈　颖 

刘　薇 胡迪文 陈佳佶 詹　宇 肖倩茹 王　屹 包渡云 

唐伟利 李晨及 鲁　静 郑忆军 陶　建 顾奇勇 王　琦 

陈圣莉 周　峻 陈琳丽 张晓华 王　燕 何　越 陆　睿 

何　琰 叶梅华 陈　霞 唐志洁 仇文蔚 尤　玲 钱　磊 

周　坚 王　娴 潘　晟 尹蓉蓉 张伟华 仇丽红 沈敏惠 

许翠凤 陈　勤 倪　勇 路俊杰 汪　玮 单茜莹 王　颖 

沈　怡 乐燕敏 何　敏 王鹤芳 潘　敏 鲍海茹 严　烨 

邓　佶 郑　莉 陆维文 夏定红 林佳瑜 郑　仪 蔡　菁 

钱　敏 钱怡雯 沈　莹 高彩虹 褚慧勤 宋学东 鲍雪君 

顾　峻 李　庆 孙立成 何　慧 秦　博 徐啸月 沈　弘 

周　敏 李西双 顾英霆 胡　韦 胡晓燕 程毓璐 俞晓岚 

沈　珉 范悦蓉 顾　菁 张　燕 蒋莉芳 朱霄鹰 杨全红 

张菊芳 曾越武 裘　敏 

　 

王志雄 戴海峰 薛伟康 王　峥 冯　芸 史　灵 励　臻 

金　怡 韩静宜 陈甄倩 王俊雯 王海兰 刘存俊 陆　勤 

林　怡 杨　雯 秦　玲 杨　瑛 李晓萍 杨　熔 王影影 

戚　瑛 张文慧 胡妤青 孙蜀光 周　慧 杨秋琳 陈　翔 

叶盛明 王　昕 林　菁 罗彬彬 童芝瑾 梁　茜 何　维 

李　佳 李炴晔 徐樱莱 张　虹 曹　彦 赵　晴 桑盼盼 

刘飞云 顾惠芳 叶　佩 陆　桦 许嶶萍 周　敏 王　洁 

沈　喆 鲁　静 冯丽华 钱红梅 林丽华 俞　露 童心也 

1990级英语本科

1990级英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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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张海波 李军铧 沈　净 杨成红 王明焱 周　琳 陈莉芳 

冯　婕 关望穗 王陈也 姚　颖 许惊鸿 沈　东 孔令绮 

杨稚莹 茅文泳 夏　炜 韩静芬 黄　玲 杨　清 徐　骁 

蒋应玮 唐　蕾 李　琦 宋　琳 陈建华 陆蓬华 郭于浩 

陈怿路 刘晓斌 段冬梅 王　波 王　晔 杭　绚 周　彤 

崔依理 吴　琼 陈　伊 陆燕雯 冯　萍 陈以敏 周骁文 

蔡　咏 施忠菁 俞春红 刘　瑛 张　颖 吴剑蕙 杨世敏 

蒋　敏 吴　瑛 胡芳芳 黄　琦 倪越民 蔡　嬿 陈燕韵 

蔡晓华 马　燕 项　青 邹　婷 孙红英 陈　岚 施　怿 

朱　宏 忻　蔚 刘越波 范　华 陈春玲 王力律 陆　清 

冯　静 曹子怡 詹丽君 韦　倩 施　雯 浦　婕 陈　洁 

徐丽丽 魏海燕 刘　莉 易海乐 丁　琼 周　纪 储焕茂 

董耀宇 黄永涛 范文芳 陆琳莉 陈玉英 王彩虹 褚琴华 

褚群英 陈春妹 俞惠华 李敏中 范　旭 季红梅 施胜娟 

徐美丽 茅永琴 郑林林 唐艺荣 杨爱红 金丽娟 朱　玲 

陈红华 邱雯君 施　兢 袁汉祥 刘　洪 杨文博 刘　才 

沈大春 卓迪生 李炳蔚 王　政 吉献忠 浩　淼 崔熠晨 

郑啟敏 林云思 梁永旋 王芳芳 陈　瑶 于英慧 张桂芬 

李妍春 胡海霞 何雪英 王秀敏 张　飒 鲁　华 朱晓飞 

陈保红 梁　虹 张海蓉

 

夏　蕾 姚静瑜 王　蓉 殳一泓 吴英芳 张　璟 何　晖 

沈思峰 孙　明 洪　清 钱颖师 夏雯静 沈　兰 林　晶 

黄继红 闵　岚 张　伦 石　渝 沈信民 黄文一 黄　晨 

王亚群 贾玉洁 薄建兰 史秀琴 韩芳玲 俞　英 李　华 

贾浩洁 沈　虹 周明军 徐　坚 宓肖燕 江晓寅 诸小蓓 

李惜仪 忻　蕾 戴　莹 朱永焕 金卫明 计晨萍 徐　江 

曹令仪 杜　昀 王　怡 蔡　俊 戴　艳 赵丽丽 邵珍珍  

于　寒 朱義雯 徐争鸣 朱　敏 吴宇红 黄洪英 张晓莲 

沈葳怡 张　琳 陈　莹 高　欣 奚　隽 王立华 马　隽

1991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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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沈　瑾 盛　瑾 朱　奕 陆　蓓 邓悠蓉 陈　蕾 张　倩 

金　炯 范嘉妍 孙　飒 祖　瑾 李　炜 周　迤 周天红 

过冬梅 张　静 杨伟皓 王莲群 张　琴 李宇绮 傅　蔚 

王　萍 李益青 滕海缨 陈　颖 王　蕾 王　琼 杨　琳    

李　蒨 穆绮芸 姜志毅 何蓉蓉 夏新华 何松佩 单秀珍  

高　玮 黄　蕾 朱　璇 陆慧琴 朱小凌 张　蕾 卢　清 

陆瑶琴 蔡东慧 费炯冰 朱卫芳 唐江明 肖傲霜 王力颖 

谭　文 王琳艺 胡洁瑾 蔡　莹 赵怡飏 王小叶 柏雪芳 

梁韶南 苏磊生 高　敏 应　勇 戴　泓 张文璐 徐明霞 

乔　健 周　琳 单　炜 沈中极 郭洁红 叶鸣紫 盛丽红 

张晓英 朱嘉敏 陈　慧 何润虹 薛　润 王娅男 陈　俊 

陆小红 徐文婷 罗　芸 潘姬婷 李　影 林　健 张　烁 

施　昀 任　杰 黄晓闻 欧阳洁 王　艳 钱　锋 陈秀菁 

葛力列 

　 

龚海娟 郑　昱 陈　瑞 潘晓梅 卫　群 薄　杰 沈　新 

黄卫军 周文辉 郑菁菁 张　琰 许　虹 王　悦 陆颖梅 

张　滢 朱　宁 施国芳 吴笑虹 金建红 蒋春红 顾　敏 

黄锦霞 顾柳宏 李　燕 玄翠玲 闾　虹 李　嬿 汤　淼 

刘颖怡 张翠君 刘德芬 徐素华 汪惠芳 金惠忠 冯　希 

蔡江明 刘　毓 彭　芸 林　琳 鞠　眉 童　颖 丁海蓉 

苏慕兰 俞　莉 范茵茵 张　邹 唐　红 李卓群 张红英 

倪　丰 朱婉芳 黄　蓉  汤怡蓉 成　琳 沈　洁 徐　英 

杨永红 陆彩芳 王　涛 朱　毅 沈　剑 汪立军 吴新兵 

何　樱 胡晓蕾 张尔纳 金　莹 薛　莉 张　莹 汤妹珍 

潘　丽 李　怡 徐慧华 孙爱萍 张丽丹 董　琍 黄益娣  

盛　琳 刘延文 张瑾瑾 麻沉之 顾　君 唐妹红 徐文娟 

杨玉华 董学梯 陈纪军 杨晓磊 李　军 张海荣 狄　琼 

张　旗 刘　晶 徐晓敏 徐　萌 金丽芳 乔安芹 金洪梅 

王　菁 陈　允 方　红 杨　怡 唐东明 刘　蔚 黄　菁 

1991级英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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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孙慧娟 孙黎蓉 汪　臻 张　蕾 奚向红 蔡宏丽 黄浩君 

黄　炜 唐　军 李君平 王晓平 施维薇 陆红梅 顾　琛 

钱　泓 王海燕 王　燕 李　雪 谢莉萍 侯丽英 姚娟花 

龚　丹 包永花 范海彬 郑　蔚 袁冠中 周琦燕 陆锦娟 

顾碧丽 陈亚莺 朱爱琴 陈　炜 钱　磊 金洪声 汤海东 

周琼华 刘新栋 毕晓梦 董　琪 王玉华 金燕红 朱满华 

朱文珍 俞国辉 俞　瑛 陈　晖 张　琴 陈晓琴 彭胜娟 

刘亚杰 金燕华 吴玉娟 黄　莉 黄　娟 徐娇华 杜美英 

包唯宏 沈晓莹 高海春 谢　琴 陈　苹 胡文俊 钱红叶 

华卫英 杨晓红 张丽君 吴兴梅 徐海颖 翁　勤 施　静 

孙　悦 黄一鸣 秦建忠 唐武佳 王士纪 姚日坚 韦　倩 

王　瑾 王　琛 陈　琪 孙　琳 严菊萍 孙明铭 李　珺 

徐春华 胡海云 谢燕霓 韩素敏 陈　青 吴　为 刘　云 

华　莉 夏尤捷 夏　懿 杨　菁 吴寒蓉 周　莉 周　峥 

周　珽 常　红 钱文颖 景　敬 

　 

沈　弘 胡　捷 王　健 邵震威 项　梅 刘　懿 丁　泓 

陈　燕 巢　捷 施晓红 何海英 施永娟 高　菲 丁燕婷 

韩　颖 王诗苑 张俭莹 余晓雪 诸文琪 方　洁 夏煦沁 

付　彦 张　健 季文英 朱翀珏 王宏年 潘　斐 仲雯勤 

韩　芳 韩晓燕 钮　铭 陈　斌 凌萃华 汪蔚栋 刘　肖 

钱　璟 沈云芳 罗　群 庄彩军 钱海珍 龚　萍 唐　蔚 

赵　敏 李　馨 董　蓉 蔡　瑾 戚昳达 包慧元 江　洁 

朱文伟 高　琳 张　焱 沈　晨 薛毅俊 胡　彬 黄　琤 

王文君 周　莹 郁剑敏 温路平 赵震光 胡　斌 吴英红 

沈　甦 杨　华 邵亚琼 周　慧 陈　静 周希婴 刘　瑾 

陈美娟 沈　弘 屠安宁 赵依犁 周　欣 何晓群 江　琦 

丁　俊 王春梅 汪　霁 朱　蝶 钟韶辉 许敏华 陆惠萍 

缪　瑛 陈　艳 李　冰 刘　舟 邬罕清 周　清 顾朝晖 

濮淑毅 龚立群 曾慧璟 卓潇敏 俞小英 郁　陈 周颐之 

　　

1992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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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蔡远丽 陶亚敏 张　健 叶菁聆 刘回春 黄静芳 孙海燕 

罗　茜 杨　颖 贾　春 严红霞 邹　蔚 李　琳 钱　蓉 

付艳博 计伟寅 胡其浩 单广跃 张　炜 汪　艳 陈晓燕 

张　颖 黄　炜 李　菊 盛凌云 洪晓军 吴　琼 吴雪清 

吴云岚 田文琴 史海敏 孙明辉 张毓敏 李蓓菁 殷　华 

钱永红 沈珊红 吉涵斌 鲁佳桦 陆世红 方静雯 孙　威 

陈　浩 张　松 吴　元 蔡　斐 吴　萍 孙篱秋 郑　清 

李晓艳 王　勤 姚瑞丹 陈　琦 秦翠红 林　霖 羡　云 

杨霞辉 张兆玥 韩　菲 叶莲琴 颜剑琴 方　颖 张伟英 

陈　瑀 金　燕 徐　徐 顾敏静 尤怡莉 沈　泓 

　 

林　松 颜志华 黄旭军 余　建 陈佩华 朱　晔 平　澄 

顾黎丽 杨　桦 孙　绮 陆　未 夏一梦 钮山眉 杨海霞 

张伟琴 许云梅 林湖瑛 金　军 陆　玮 俞　平 胡晓音 

华　瑜 林　泓 陈玉芳 黄　琴 刘悦俊 陆　莹 黄蒙旭 

吴　斌 包宇润 胡承忠 吴　达 周　清 徐　颢 钱冬妮 

祝韶青 包　莉 顾菊萍 倪赛娥 金　兰 沈惊戡 周　莹 

陆　咏 秦晓燕 徐慧馨 张银芳 茅利娣 李佩铃 王　英 

孟　颖 李　红 顾　英 唐天英 王代方 王文君 王玲芳 

陈　仲 宋雁峰 王　忆 徐宇佳 陈　艳 张卫赪 金琴文 

王德燕 张宁宁 顾　弘 刘　佳 王　敏 丁丽文 沈　宏 

施洪波 刘伟建 董　英 黄建华 陈慧静 王　昀 戴银贤 

朱　莲 茅玉敏 朱惠娟 龚建花 李小红 王菊青 焦文玮 

乐　琦 刘　琼 毛含青 李　铮 杨　洁 胡建虹 周艳萍 

郑　莉 张芙蓉 陆　飏 仲雯勤 金　敏 金瑞青 叶　军 

郭静影 乔佩君 倪　艳 陆伶俐 倪燕琴 张　花 王建平 

王燕青 谢忠军 戚建平 赵建国 赵　谦 周文红 柳　芸 

李海榕 武卓冰 郭　玲 倪雲华 庞　芸 孙艳秋 陆　瑾 

冷　健 姚　静 王静艳 张　慧 唐　耘 唐柳静 张　颖 

富俊敏 包晓波 盛美花 陈　耘 蒋润彦 杨玉芳 徐春妹 

1992级英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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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张红霞 陆晓敏 周庆丰 朱玉欣 蒲敏华 夏正蓉 吕　慧 

殷旅军 周佳讯 金雅玉 沈　勤 张妙英 胡晓斌 陈春虹 

黄　绮 赵　瑾 周红星 薛月华 张　奕 万桂英 陶琼英 

张健娴 沈　泓 杨卫华 林海琴 陈　燕 钟　艳 黄　浩 

尤怡莉 范永军 陆文晖 沈军雷 田　平 陈婕丽 沈　燕    

施　弋 杜丽萍 张　璇 庄　清 倪　屹 黄蓓蓉 张光明  

黄　芸 姜妹娟 曹　燕 张翠华 秦　芬 陶志英 金　颖    

张蓓琼 韩晓明 陈家豫 徐剑青 凌燕萍 马美英 朱晓蓉  

徐静华 吴黎辉 顾晓燕

　 

阮逸俊 徐　昊 李　宇 承　华 乐　谷 李小都 黄　怡 

胡琼赟 何迈丁 唐晓沄 刘　静 汤晓华 王　雁 罗凤琴 

沃培华 朱亚琴 裘晓菁 王梅蕊 方海华 顾菊华 蔡安文 

郑云燕 江　静 陈　洁 沈　芸 吴　钧 钱　峰 袁　峰 

刘　斌 何　菲 黄　铮 李　丽 刘　岚 乐琳琳 薛　晓 

沈　欣 金玉兰 蔡　竣 庄　宇 吴　斐 全　琴 沈　旻 

倪　娟 何剑青 薛　菁 徐宇琴 李　燕 毛汨静 叶　子 

丁　聆 张云泽 邵晓文 方　洁 刘　超 王　斌 樊　焰 

殷继宗 田　芳 袁　佳 徐　彦 陈倩茹 侯海晰 钟　莉 

徐擎红 嵇　菁 归煜燕 张岱琦 沈琴娴 黄琦珍 曹梅懿 

施魏玲 李　艾 余　雯 张　霖 姜　华 吴利华 杨　蕾 

倪立慧 刘抒洁 童　亮 周　锋 丁　毅 郑怡华 王　琳 

胡倩琳 姚　征 陈　静 曹　怡 程　嵘 霍玉玲 薄志琴 

王　芳 王　蔚 王　蕾 朱　鸿 陈　净 孙　镠 何炅炅 

蔡姝青 汤清健 吴海燕 高惠蓉 沈奇青 陆　珣 孙珏娉 

王明芳 吴国祥 王斌新 刘　珏 俞　俊 王　珍 文秀芳 

顾玉红 何剑春 潘　红 姚美珺 孙倩如 曹　艳 王　勤 

吴红敏 潘玉华 何蓓琳 王春蓉 赵毅君 惠　华 林　蕴 

曹春凤 倪　奕 张　颖 张祎晨 吴　军 薛　亮 陈丽琳 

卫　青 宋　愔 步　蓝 董　佳 范怡莉 张　曦 徐　艳 

1993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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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周　歆 王斐然 胡卫芝 沈晓寅 丁　瑾 周　琼 孙莉莉 

丁奇懿 顾如欢 丁　琳 赵　蓉 龚惠伟 应　静 杨璟璟 

钱　蕾 李　漪 周子瑜 杨劼燕 孙　洋 吴朝昀 姚　芸 

吴雪燕 陈雪来 朱俊奇 于蔚婧 陈小晶 马轶婷 刘　桦 

陆奕飞 顾　闻 林　晶 王玮华 吴剑华 苏晨杰 周逸衡 

王　茜 关郁文 樊瑾毓 张　衡 卢晓东 李　娜 陈维健 

史依佶 钱　玮 何　滢 方　赟 蔡　旻 姜　楠 徐艺华 

陆蓓懿 王蕴蔚 王　蔚 马月婷 倪俊君 舒　强 任颖倩 

赵　盼 徐　悦 王　蕴 何喻洁 阎　黎 黄怡筝 顾洁光 

廖蔚瑾 符敏莉 孙倍恩 储　宁 沈冬妮 陈　英 朱蔚菁 

卞　钧 周　政 缪德蒙 丁文绮 缪　霖 应　莺 李轶凡 

杜　楠 曹　源 袁文佳  包尔娜 陈　蕾 黄清秋 倪　萍 

陆静漪 项　亮 吴晴红 薛　琳 陈　慧 陈　俊 朱 

 

徐霞军 张　毅 倪荣杰 陈宏晖 刘　琤 倪仲青 许文燕 

陈未秧 许云霞 吴　笛 孟　磊 潘正芳 邱燕萍 唐娟红 

钱静芳 章如莉 孔争艳 俞红英 吴玉兰 郁东艳 曹　华 

汪　蔚 胡熠琳 顾菊凤 龚　 卫红梅 曹　奕 伏海斌 

王云虎 程建伟 翁剑青 朱兴莉 袁　静 姜治芳 魏　敏 

朱芹娣 丁　聆 王春红 金　莉 陈爱萍 顾晓卫 周文姬 

葛　燕 沈　静 茅琳琳 谈春萌 阮晶怡 陆剑斐 朱　梅 

许　瑾 王　芳 王志华 陆晓颖 张志刚 王忠飞 侯敏德 

陈云志 赵静霞 孙爱红 王　芬 余玉峰 贾敏悦 张丽君 

王　璐 苏卫芳 杨玮仙 曹峰英 吴文军 周颖超 朱晓燕 

黄妍丽 许　纳 张　瑾 戴　捷 李士蓉 田　路 王曦雯 

陈　莉 陈　琦 黄文敏 吴　峻 唐维铭 许　强 徐天银 

王洁琦 孙　颖 孙　青 王　琴 王　群 严　萍 阎　安 

余伟华 孙丽蓉 陆慧蘋 王凤芳 金美红 庞银萍 陈　菲 

盛宁明 陈　羿 毛燕华 徐　玮 李　婷 詹　英 刘　纯 

李靖蕾 王　勇 倪正道 张云泽 邵晓雯 张智敏 唐德梅 

	

1993级英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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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吴秀梅 包小红 邓晓红 戴雪莉 郭　群 潘莲芳 沈亚红 

沈亚平 冯　梅 徐　蓓 林伟倩 马弘菁 付　珺 孙建红 

唐志鸿 韩　旻 范明怡 张　幸 刘月红 徐亮红 徐　佳 

徐金龙 张　义 张　云 吴　群 居梅香 金　蕾 万英杰 

虞　恋 陈佩红 刘霞芬 陆春娟 赵　芬 李慧芳 管志萍 

倪雪芳 刘　艳 苏莉娅 张　健 方　艾 李　青 张浩清 

谢慧欣 李　华 史卫珍 王晓勇 

　 

杨　莹 袁海燕 程美娟 翁吉梅 倪　瑾 施凌云 徐红梅 

刘丽蓉 楼海珺 张　澄 胡如笋 董佳悦 张　琼 马　昱 

汤晓燕 费嘉奕 申　霞 陆　洲 高洁宇 何　珺 傅彩虹 

潘　妍 高晓峰 胡　澂 莫琳宇 冯吉燕 沈　萍 王　慧 

戚爱清 金　敏 施利波 杨晓丹 陆春霞 鲁红梅 戴曦华 

陈　琼 王　欢 陈维霖 凌春戎 朱　莉 姜　斓 顾春红 

管培青 王　辉 厉　洁 谢　赟 张军妮 袁志勤 朱凌虹 

忻　怡 高子荣 刘　伟 金　妹 庄莲平 蒋　琳 董　莉 

金　奕 季　静 张永芳 陆　萍 王小红 顾丽英 俞　玥 

马媖艳 袁　婕 邓莉萍 华海玲 高　蕾 朱丽萍 姒　峥 

吉　敏 钱霞萍 俞　亮 贾怡珺 朱淑君 陈　静 范宜平 

陈珏明 范燕萍 杨秀红 吴小岭 施立新 顾丹蓉 杨春霞 

顾文娟 刘　欣 叶　红 杨　青 赵　慧 黄海岭 杨蓉辉 

王　恬 姚　青 王晓云 丁利萍 朱晓云 许逸波 张　波 

杨　嵘 黄　昀 陈　丽 庄叶丰 徐岂灏 潘玉华 潘　红 

刘惟迎 陈　刚 蔡　伟 俞俊浩 苏大江 李　辉 许宁捷 

郭振中 李　晶 吴池盈 陈　南 叶　泓 徐侃理 张　蓉 

张　翼 吴逸菲 王薇岚 葛逸莺 戚莉媚 张　洁 沈黎敏 

李　洁 邹颖颖 张　渊 张凝芳 张　洁 吴康玥 董　奕 

段冬蓓 张黎韫 朱宏晶 翁　杰 

1994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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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齐宇雯 张　宇 褚薇薇 陈　芳 徐静芬 范辉青 徐珍花 

张　红 高惠峰 梁　伟 张湘云 李　琳 王　嬿 符文睿 

陆　燕 蒋　潜 孙学红 刘　霞 嵇光华 蒋小建 朱志华 

顾春梅 樊　玲 鄂春香 吴星建 王　晔 刘　君 姚　雯 

杨浩丽 施春静 周　娟 吴　蔚 高丽丹 陆美新 张云飞  

陈　捷 王　韶 王　琪 孟君岚 徐林红 顾笑一 顾明芳 

姚　菊 巢　艺 李彩霞 孔兆飞 张海荣 吴新艳 张丹萍 

徐　叶 徐　斌 赵昵姗 倪燕飞 夷　嵘 余嵘皎 金　哲 

徐　静 董翠红 李　清 董正宇 丁大良 徐鸿雁 单龙云 

郑　莉 张　艳 陶家蕊 孙燕婷 王　慧 俞优飞 郭燕红 

陈小燕 宋　靓 范小燕 赵素梅 吕雅萍 张良君 王　涛 

李　艺 刘夏萍 金琦云 傅人霞 吴若隽 石卫红 金晨轶 

孙丽华 顾顶艳 陆升兰 唐　华 张　冰 胡贤锋 徐咏梅 

张　捷 王　清 冯敏华 俞月红 汤雨红 胡颖新 王燕萍 

邱红英 陈莉萍 庞丽明 乐亚娟 何炅炅 施　丹 赵　怡 

沈　季 施红萍 金　花 陈　燕 吴彩梅 沈智虎 徐　忠    

谢卫君 徐菲莉 徐　婷 诸葛炜 倪佳琳 王　华 尤凤英 

董　欢 陈雪君 王　婷 陈松芬 洪　蕾 雷西强 黄轶波 

王　丹 刘继红 罗　滢 张　燕 陈钱娣 陆叶红 陈　燕 

杨怡妍 周玉洁 王　芳 田　耘 施勤芬 尹　梅 沙伊娜 

顾　宏 鲍春红 金志奕 王莉丽 陈妍蔚 秦丽英 邢　蔚 

王　靖 朱彩萍 严颂华 陆　燕 李　琼 仇静雯 徐　蓉 

杨　静

      

　 

曹毅然 樊军贤 谈剑明 黄一聆 严卫红 项秀红 张滢婕  

曹迎辰 卢翌春 陈海芳 周励蓉 叶　怡 吴佩文 吴丽凤 

谢晓晨 高丽梅 乔　昀 陈莉君 侯文娴 黄　奕 许静怡 

黄　玲 杨荣华 戎　唯 吴小春 孙晓琳 丁红霞 陈玲文 

1994级英语专科

1995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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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胡红珍 孙士霞 史伟华 钱海峰 陶　君 俞雪花 刘　晶 

陈　蔚 陆　蕾 黄　琛 顾　虹 孙　莺 杨维嘉 顾　君 

朱　萍 陈　宇 张　燕 唐红花 夏凤英 陈　蓓 陈　骊 

潘丽蓉 范丽华 袁　琳 夏海萍 刘国霆 杨黎明 耿魏栋 

金超元 陈　欢 傅春华 陈恬华 杨　蕾 李宇英 陆晓颖 

林　斐 袁　琦 张少毅 祝春艳 俞雪敏 李慧敏 周惠英 

陆蓉蓉 胡　萍 郑妍芳 姚　蓓 王臻健 王　园 蔡静洁 

沈烨炜 倪英坚 倪　敏 曹风玲 王　敏 张庆云 李　琦 

陆　赟 喻华胜 张敏丽 庄　燕 张　柳 宋梅砚 罗　烨 

林雅雍 王喆蕴 沈慧莉 王　蓓 董　威 沈　晔 李　敏 

王培玉 金玉兰 杨臻奕 傅智琳 许　健 丁文芳 戴　妮 

章　悦 王　惟 周逸菁 胡　波 王　媚 陈　琼 王　燕 

周渊煜 瞿白梅 王一清 顾　蔚 薛　轶 沈庆华 程　娟 

张　昕 陈　佳 陈晓艳 王　峰 艾　珉 李醒瑜 邱利娟 

王　鑫 侯晓平 许　威 周　馨 周闻捷 罗　譞 朱　越 

何　晔 曹莉菁 沈靖轶 苏美华 朱乐颖 胡轶俊 卢华君 

包琪瑞 周　颖 张鸣栋 耿　樑 钟　敏 黄　夷 胡慧栋 

陈　健 王海颖 叶　咏 丁雅瑛 王　幸 尹　玲 董彦如 

黄凌云 徐舒静 李静静 林　喆 许美芳 朱华娇 胡光奕 

杨　雁 林　玲 顾幽洁 黄佩俊 张　薇 傅亚岑 王菲菲 

林凌云 王　璐 费　飞 张智君 苗　婷 方　颖 刘惟迎

　 

周渊煜 瞿白梅 丁捷敏 王一清 张海燕 袁　方 李琳琳 

陶燕敏 周　馨 王　吉 陶　悠 潘叶丹 孟召菊 汪凤兰 

张　俊 秦　霞 何志花 陈心珠 林海琼 于琳琳 牟小梅 

韩素鹏 邵家忠 罗　譞 乐宗毅 林　汀 吴秀娟 周志春 

徐香凤 王丽英 顾　蔚 黄　莹 薛　轶 王　燕 徐　奥 

沈庆华 姚佳玮 张培红 顾静波 黄　蔚 赵雪梅 朱　越 

何　晔 曹莉菁 朱粉丽 李玉芳 丁秋萍 林　曦 王红艳 

邹晓静 幕景华 王　静 朱晨锋 朱准飞 何剑宇 谈如松 

1995级英语专科

	

	



PAGE 37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于浩林 姜少莉 张媛媛 于　岩 严静华 王　珏 陈　娟 

吴海燕 张　昕 诸　莉 俞颖岚 刘　靖 黄小红 陈擎君 

赵晓慧 俞达琳 沈靖轶 苏美华 金亚萍 楼勤君 顾吉儿 

俞丽珍 吕　妍 黄　艳 王明霞 张巧银 姚　伟 陆　琰 

吴忠亮 张卫利 任玉英 杨韶光 龚华蓉 陈　佳 姚金峰 

徐　华 陈文丽 朱乐颖 陈婷玉 许群燕 周海英 陈晓艳 

瞿海瑛 张　劼 沈　洁 夏春风 彭秀平 顾苏巧 陈菁华 

於峥颖 程巧玲 于佳令 姜昊英 秦　丽 施小梅 戴　凤 

张庆衡 胡天军 郭平川 黄　健 金　怡 洪　捷 郭　洁 

王　峰 刘　红 陆　玮 朱丹霞 沈　静 李青青 林文琴 

钟晓琴 唐文闻 亚　琳 高媛媛 朱逸鸿 张冬梅 郭春华 

王　艳 胡飞燕 徐宏欢 王晓燕 诸葛胜花 汪锦兰 汤海红 

胡轶俊 张　华 杨　猛 王　超 丁御冬 艾　珉 王廷君 

徐蔚虹 卢华君 董　莉 王　洁 包琪瑞 徐　琳 万　斐 

周　颖 陈艳华 吴蓓琳 周闻捷 吕纪梅 朱小英 蔡海琳 

王　芳 杨海艳 赵　雪 智瑞娟 苏　雁 刁会莲 徐　微 

高水斌 王　军 谢向荣 张　杰

 

　  

邵思杰 陈剑波 胡　浩 黄　逸 徐　辰 宁春艳 侯春燕 

朱晓鹰 俞　杨 金晔珍 桂　凌 姚　玥 陆　隽 张　婷 

张雪莲 韩　玮 叶海霞 金兰花 林植芳 周晓枫 法大年 

庄　莉 张　弦 陶幸苗 孙晓霞 黄晓莹 张广鸣 毕嘉庆 

邵堰南 陈　楚 李　炯 丁　蓓 钟　奕 王俊颖 张玉萍 

祁　诚 舒晴衡 林　琳 董如怡 蒋　艳 彭　云 曹　静 

鲁　璐 费梅英 马军霞 钟佳静 钮明洁 周莉蓉 程丽娜 

黄　晖 陈　琦 蒋瑛婕

 

 

严　珏 尤　艺 康　蕾 黄华倩 沈　慧 崔忆霖 董　骅 

1995级日语专科	

1996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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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陈韫仪 周莉敏 邹　洁 曹丹飞 徐伟贻 俞　颖 钟梅芸 

印　晋 唐志华 陈　超 马升慧 张　洁 何颖君 周　轶 

施炜毅 金　锦 钱　敏 马　佳 方　冰 季　蓉 郑海莉 

陈　蔚 孙　华 葛宇峰 陈　奕 季劭轶 胡　震 乔晓骏 

何　军 杨　红 沈　怡 黄　颖 马霄燕 王　婕 杨磊宏 

顾　弦 朱蓉梅 陈莉莉 顾　静 沈伟峰 童莉玲 程　慧 

杨公轶 陆建南 杨亚平 吴艳萍 姜俊辉 薛婷婷 张徐蓓 

夏　彦 杨　颖 曹　健 沙萩蓓 黄卫平 景　哲 樊　柳 

顾昱婷 严骋宇 陈　瑜 袁轶锋 蔡沁莎 赵晓虹 蒋海燕 

王遐军 沈屹华 易　音 万宝珠 杨丽斐 徐　鸣 方　芳 

康　群 黄　萍 高一波 叶　岚 张　瑾 汪学敏 汤建权 

许佑嘉 张　琦 钱玉峰 刘　超 王莉芸 邵　怡 谈　丽 

吕　颖 陈璟琰 王　刚 徐　锋 季雪洁 徐晓敏 郑庆玲 

张红霞 朱　彬 马　华 黄　焰 方艳珍 奚彬彬 冯凌红 

杨华英 冯莉花 庄霞芬 华煜宇 宗雪峰 陈玉芳 张　柯 

张　丽 陆燕盈 葛娅莉 焦　娇 刘　金 蔡晓佳 王丹红 

杨霞芝 张艳跃 马　丽 吴　燕 浦旦彦 李慧楠 蒋笑美 

苑海彬 刘玉敬 陈　菲 熊俊婷 王如珍 徐丽琴 孙月琴 

马燕丽 徐　玥 梅　妍 黄怡颖 刘海燕 孙杨乐 姚美英 

滕芳梅 黄　静 袁礼君 孙薇薇 唐　琳 杨小燕 王海英 

盛天择 黄冬芳 王　音 金　宏 吴　结 邵　颖 郑　晔 

张群丽 陈爱华 陈　健 姚　慧 朱　懿 侯晓晶 何科艺 

王　欣 徐大为 王自鉴 王　晖 俞　兰 盛　钦 沈　冰 

邱颖颖 郑　琦 袁　羚 李　琦 夏　玲 袁静霞 李　佳 

章嫣红 管蓉蓉 周　霖 黄贝娜 李　珺 周　旸 李莉娜 

钱岭戈 盛世倩 钱涵诣 周晓 陈亚萍 樊　笑 蒋忆红 

杨　莹 朱　绮 王　欣 潘承昀 陈　坚 顾　乡 赵丰宇 

高云峰

 

　 

李云萍 薛静利 赵佳冕 孔龙花 汤　英 徐素安 顾建英 

	

	

1996级日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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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云 刘薇薇 季　颖 陈莉萍 秦　花 吕　岚 徐春红 

陈　频 孙　冰 孙蓓蕾 谭　频 黄献萍 陈　洁 岑蓓蓓 

杨　莹 张　颖 唐雪花 宋　珏 林茂兵 潘　铮 盛　健 

陆忠斌 姚力杰 甘　露 缪旭峰 周一玮 任晓峰 刘　华 

周　俊 姜晓嵘

 

　 

徐星海 冯永捷 沈妙莉 万　扬 李洁婷 陈　莉 赵　妍 

范剑云 杨　峥 夏　冰 沈　婷 卞　莹 黄莉莉 李雅珍 

楼　颖 沈　燕 顾美霞 屠燕飞 叶爱琴 张蓉莉 王　敏 

高金珠 阙正新 金春怡 丁静颖 张　颖 李　玥 高慰平 

周　民 徐　臻 谢琪峰 杨震远 李天绮 陈洁思 徐屹娟 

滕荣娟 叶　琦 陈丽君 徐　端 李　芳 卫　凤 许　杰 

龚培懿 陈筱琦 陶昕煜 陈　真 朱晓文 沈春霞 张　静 

梅雪琴 庞　栩 汤毓玛 孙绍燕 徐文慧 颜晓敏 徐柏瑜 

许　振 张同鲲 朱静华 陆　燕 周雪莱 丁　红 吴　韵 

岑丽雅 张　平 姚春晨 黄燕波 徐志华 向成娟 张卓珺  

阎春莉 王丽敏 陆玉勇 许　振 盛欣怡 陆寒珍 鲁　瑛 

徐海英 刘　颖 仇黎霞 郭　琴 张伟华 孙慧敏 宋田田 

林　晔 张　玲 龚雅静 凌霄婧 董　倩 徐月红 薛　滢 

潘金娥 陈　燕 李　薇 杨　静 钟文璐 沈洁妍 金玲玲 

庄小军 刘　烈 陈志禄 陈　捷 朱国英 蔡玉涛 邓凌翎 

俞　连 张　琳 何　美 任海燕 郭　嘉 史　海 沈永林 

陈　怡 于　薇 周倍琴 胡双乐 张雅静 周　怡 俞晓兰 

薛　映 袁丹英 李　芹 朱　嘉 梁　蔺 张向红 凌雪萍 

孙慧晴 陈　琳 瞿　姝 吴　青 唐翠香 黄晓燕 陆珂瑾 

郑　敏 张学霞 吴华艳 乔　阳 李　珺 孙晓妹

 

　

蒋　浩 黄　磊 董　陈 陈晓俊 张　锋 刘晓晔 赖高飏 

1997级英语本科

	

1997级日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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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勍 吴月蓉 倪春燕 孟茹璐 秦　贇 徐伊莉 吴玉霞 

闵　洁 贺　珺 姜薇薇 王夏梦 卢　炜 孙　霞 张欣灵 

杨慧娟 王　燕 程　明 陆　芸 经小蓓 蒯捷念 海　俊 

邹　骥 周　敏 朱　宾 施　宇 邵晔频 郭　萍 徐　恋 

陈　佳 周　莹 张美春 唐红芳 王　芸 孙巍巍 戚春华 

张　晶 沈　燕 叶　奋 冯　岚 吴佳琪 帅　晴 阮　渊 

原　蓝 顾利娟 沈　洁 蔡　俊 童　蕾 潘　燕 马劲奕 

张　琪

 

　 

蔡玮玉 陈　晨 陈　颖 戴云婷 龚陆叶 胡巍鹰 李　娟 

林秀丽 卢海燕 马　婕　 秦　宏 钮　妤 沈　丽 石　莹 

孙　艳 屠金达 王　蕴 谢　颖 许　婧 叶　菁 俞黄凤 

张佩蓉 张　颖 郑　瓈 陈　琦 胡文杰 刘大来 顾慧芬 

金　宇 方　玲 蔡晓玲 陈继英 陈远旻 郑双娜 冯培琦 

周　怡 姜　华 李　萍 刘海嵘 陆静雯 缪　晔 潘彦莉 

秦淑兰 盛迪韵 史炜琼 孙　燕 王　涵 吴凯频 谢春燕 

杨　琰 余芳芳 张　衠  张伟敏 赵　碧 周佳寅 于芳明 

王景燕 罗　轶　 秦浩杰 邱晓波 曹丽洁 张静萍 董　莉 

陈维娜 成英玮 庄　琪 富敏霞 顾培芳 李　丹 李志莺 

刘洁琼 陆秀叶 莫　翼 浦静丽 周春丽 盛相知 斯　文 

汤　燕 王佳颖 吴秋虹 赵燕红 杨云剑 钟　珉 张　琳 

张晓黎 周　敏 宋　亮 唐李军 王　淳 樊爱华 忻　燕 

於世艳 朱　贞 陈　艳 程　静 范佳维 葛洪艳 桂明静 

李　静 林　蓉 刘思韵 陆叶麟 倪数文 钱　玲 沈　琼 

周声清 孙嫣蓉 唐亚萍 王申夏 吴　巍 徐　楠 姚　纯 

俞飞晓 张　彦 赵　英 周　勤 周高斌 朱国祥 顾沈华 

曹　骏 施燕平 曹秋芳 蔡　玲 陈幸之 戴云琦 丁　芸 

董晓雯 冯丽文 顾思婷 胡晓烨 黄维婕 夏　莹 蒋燕青 

李伟莉 刘樑姝 刘　馥 刘李旻 刘蕴清 陆云飞 钱　灏 

尚　绮 孙婷华 王　菁 顾丽丽 黄　正 杨晓静 姚莉莉 

	

1998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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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佳 张金花 张　燕 郑　楠 周　怡 夏　靖 周　晔 

庄轶平 陈晓蓬 程　琳 丁雅云 董　兰 范　玥 吴建美 

顾永梅 黄　蕙 黄艳新 江　葳 李蒙茜 李文洁 刘冬燕 

刘嘉璐 刘伟卿 刘　征 骆　妤 钱慧珍 睢成萍 唐明仙 

王毅芳 席文岚 杨思懿 杨晓丽 姚胜萍 俞　洁 张璐薇 

张　芸 周　静 朱　彧 曹　靖 候敏昊 傅炯前

 

        

陈穗堃 徐玮东 周　晶 施舜雷 钱　羚 石　晶 陈笑婵 

李　妍 金志芳 翟　惠 林洁琏 陶文燕 赵丽萍 曹　华 

黄晓菁 金　蓉 卢　景 陈　璐 郝沪菲 华春红 谢晴静 

管惠玉 徐　宇 施　萍 陈惠娟 臧　昉 陈　婷 杨骁瑜 

黄　轩 薛　喆 王政华 张　睿 景海燕 张　军　 华建锋 

丁一峰 林　峰 李　晶 周燕英 陆　娅 沈洁沁 王　艳    

王　敏 张莉雅 余　园 龚晓露 唐晓燕 胡蓓蓓 易元秀 

王菲菲 李　颖 程　宇 季秀敏 张　瑜 刘晓萍 胡维漪 

包明洁 王珊珊 沈　娟 严维青 张珏颖 许莉华

       

　 

黄爱仰 范也晨 张李兴 张楚筠 张　燕 龚文慧 李　萍 

杨绍宇 魏　雯 吴晓蕾 谈　丽 闵　虹 厉　丽 吴宇平 

潘莉萍 姚佳韵 赵　理 赵倩卿 丁清燕 陈　莹 祝　燕 

周丹华 陈　赞 吴文君 倪　柳 王　慧 殷　莺 牟维华 

薛芝苑 黄晓芳 符　强 刘晓云 王余敏 窦芳芳 曹明圆 

汤慧英 肖　芸 杨　琼 王　越 张　琴 沈　雯 童晓洁 

王　夷 曹隽婕 陈　洁 金　蕾 赵梅莲 甘韦伟 夏薇依 

金亮波 黄慧丽 金　莹 王　静 张　岚 陈莉莉 陈凌洁 

汤丹红 薛晟嫣 仝　敏 陆　艳 谢永强 陈仕祥 唐　华 

朱　静 瞿丽君 曹　嬿 濮晓粹 黄玉花 贺璟毅 周沈洁 

张　婧 童玲红 施燕华 叶　佳 沈晓育 陈文华 俞翌佳 

	

1998级日语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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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丽 孙佩娟 李云峰 周婷婷 顾　丰 黄仲玮 石余敏 

古华瑾 周燕泓 瞿娟娟 杨　敏 张　莲 陈　蓓 王安欣 

沈　莹 张　妹 王　静 王　洁 周　芸 奚　闪 陆　霞 

张　樱 陆　燕 王　檬 姚　静 沈　艳 裘晓琳 马　添 

冯　静 沈　玮 陈始佳 费　瑶 王文杰 夏润君 周　颖 

彭天平 范辉琼 杜烨丹 施丹凤 王　芳 沈　亮 钱　玲 

仇惠雯 严大为 王彬翊 邹斯杰 叶俊伟 徐刘刘 王晓枫 

虞怡达 樊莉敏 单　丹 王彝翡 于　蓝 周　祎 严晓岚 

胡琪安 汪　俊 曹　瑜 黄晨曦 戴　琦 陈海川 宋维微 

陈　洁 张　喆 郁卫文 沈　卿 沈　婉 胡晓峰 郭伶俐 

季卓琼 罗　颖 应　晔 陶东奕 徐云杰 梁晓梅 吴淑君 

顾思思 李　馨 钱晓燕 李　静 乐杭弋 杨静芝 卞润晴 

冯晨琳 戴　滢 费　悦 毛　澜 程　意 仇婷安 范婵娟 

张若兰 俞　阳 高　廉 陆秋萍 姜　倩 孙佩艳 葛　琼 

张昕颖 唐仲立 夏　莹 吕　莹 韩娟娟 孙　季 陆章伟 

朱宇峰 周寒立 张玉兰 魏玉琴 唐　芸 徐芳芳 冯　莉 

李　禾 顾瑾瑾 马　丹 冯颖佳 傅　洁 管逸旻 徐　溯 

华　瑜 施　颖 张敏燕 王　洁 黄　蒨 张　韬 刘琤翊 

金煜婷 金罕俊 赵　婵 黄圣宜 李　萌 吴　迪 赵颖欣 

金如宇 吴　祯 陈吉宁 唐正阳 杨又丰 沈　莹 花可人 

郭单红 吴江笑 葛　琳 朱　璟 钱　燕 王　莹 王　琢 

孟丽洁 蒋　琳 陈　静 王海雅 周　青 朱穎茜 徐彩凤 

孙洁琼 徐莉莉 樊　荔 谢　琳 陈　蕾 沈佳婷 王明捷 

汤秋艳 张莹晖 刘　睿 刘　斌 巢　旸 王佳毅 陈　烨 

徐　敏 胡　垠 王　洁 张晓伟 薛　佳 朱　恬 姚卓青 

顾雪娟 杨懿茹 程　潇 匡　艳 陈天云 唐　瑜 张　吉 

陈　洁 陆燕燕 高慧洁 胡吉鸿 杨晓瑜 李　一 张于蓝 

林　芸 徐　韡 薛晟婕 洪　依 金逸峰 林　劼 黄晓峰 

王若愚 张欣亮 吴晓辉 唐仁莉 何　萍 顾　佳 陈　瑜 

陈誉瑾 姚　聪 周霁霞 江毓平 王　莹 黄佳琦 瞿　雯 

武文娴 庄　敏 王晓娴 沈　宁 陈　洁 张　慧 胡学勍 

陈　佶 葛　怡 刘　韫 钟　音 金素萍 姚　益 张　眉 

李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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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金锋 胡煜凌 缪轶旻 李兆辉 陆　庆 陈　星 朱静芬 

黄　珺 孙梦超 陈莉佳 张丹梅 张　敏 陈　芳 周静丽 

林　蕾 周　雁 沈　韬 王祎岚 庄丽华 张　玥 骆筱菁 

黄正一 许　佳 王　佳 丘　隽 胡　怡 唐燕华 周　樑 

王文毅 陈毅立 沈志华 平　芳 严惠娜 高　丹 许　潇 

蔡　铮 胡敏敏 徐韡琛 潘　云 马蓓华 郑湘芸 张　芸 

闻　静 高　菲 庄　洁 张　禾 何　晶 宋晓苗 黄侃妍 

许海萍 费佳皎 顾燕新 陆丽娜 侯峥梅 刘　健

        

　 

郭杜泉 谭常亮 王玉柱 周　佶 曹　实 丁同孙 张　峰 

苗　延 张　灿 张维萍 朱文茜 陈　雯 顾　瑛 竺颖颖 

高　倩 章　璟 周凌怡 胡伶欢 李丹宁 李　颖 陈　柳    

郭　玥 沈　晔 余琦燕 陈俏仕 李艳芳 陈燕燕 崔永成 

孙　欢 钱　华 宋贤卿 蔡　铮 凌晓庆 刘旻骏 曹　恬 

马晗馨 杭丽艳 张依娜 周　瑛 洪　烨 葛思佳 谢昱瑾 

高莉萍 唐倩倩 朱　虹 郭文煜 刘　懿 徐瑜瑜 方晓文 

陆涛涛 秦　雯 姜佳慧 沈燕丹 徐逸尘

 

　 

邵　一 朱健辉 杨　成 沙　莎 杜燕芬 胡艳艳 陆静英 

程晓彦 叶丽虹 杨戌瑾 俞欢欢 费丽丽 袁　颖 陈　佳 

朱　炜 崔蔚蔚 邢秀珏 戴　燕 陈　妍 贾　佳 沈洁萍 

徐晓燕 杨康苗 周莹莹 杨慧丽 袁春芳 陆秀华 徐妍雯 

蒋巧华 姜振骅 单　娟 朱佩兰 徐莺莺 吴天姿 陈　耿 

许奕奕 赵　敏 蔡佳英 颜　莹 王瑞凤 陈　柳 王　嬿 

1999级日语专科

		 	 	 	 	 	 	

2000级日语本科

2000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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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　青 朱亚婷 沈　莉 侯丽丽 徐晔玮 姜学超 凌　凤 

卫　娜 李　白 金洁琼 汤　律 陈　蓓 邓蓓静 赵　琰 

张　宇 沈晓翼 石维杰 陈征文 宋晓芬 沈　琛 章　卉 

姚艳华 俞燕萍 董思琦 舒莉莉 张　晔 陈晓燕 蔡炜婷 

王　嵘 王　蕾 郎静怡 冯黎华 陈　薇 赵媛媛 沈　鸣 

孔金媛 杨　矞 徐亦琳 毛　君 盛燕君 姚秀珠 陈晓磊 

吴晶晓 许　岚 王　佳 徐　铮 徐　斌 张　晔 朱旦琼 

龚　懿 钱　春 虞　俊 王凤娟 黄燕华 张　琳 钱　洁 

王　晶 周向瑜 张霄纾 金文磊 秦　燕 范燕文 汪耀瑶 

赵　彦 陆紫娟 陈雪梅 陈　赢 沈　郁 高惠珠 王志英 

王蓓琳 康维佳 范丹华 李　伊 王关心 林　建 王均良 

卢俊杰 虞君杰 钱　程 朱佳晟 张　静 王　洁 何　韧 

陆秋君 陈晓文 徐　平 周佳敏 邱　娟 蒋彦雯 徐　静 

段佳佳 饶培丽 周丽雯 王冰清 张　蕾 刘　晨 王自亮 

王敏燕 徐　璟 罗　立 张燕婷 席蒙娜 翁　醉 车玲芳 

包奕莹 宋卓磊 施　炜 胡鸣一 夏宝华 薛　敏 陆丹琴 

林　璐 张　芊 朱一逸 裘　慧 王　零 张慧艳 吴瑾琪 

王　珏 周　颖 陈宇佳 张丹洁 朱佳娜 周雯燕 龚薇芸 

沈颖璐 曹　彦 沈晓蕾 郑春艳 程　静 夏寒洁 马蓓蕾 

屠嬿霞 董　理 奚丹芸 包　婷 马一韵 许　磊 李　忻 

吕为群 闻正伟 俞茗芳 贾　慧 徐　宏 沈　霞 王蔚琼 

王　超 陈　怡 阮裔卿 施金燕 曹　钰 郑皓茹 唐春燕 

徐姝月 杨雅琴 高佳妮 郑颖颖 周　婧 朱学敏 杨　迪 

刘丽蓉 朱　烨 毛蓓雯 薛　炜 肖诺诺 杨莉敏 姜婕超 

甘大全 盛　蓓 胡鸿杰 华　怡 钟艳蓉 顾　钏 蒋超群 

王　玲 曹骏倩 陈　颖 王　艳 傅俊珺 陈妤玥 丁静英 

徐　莹 金　旋 张　华 胡艳红 张婷婷 洪　蜜 朱丹燕 

高　矜 袁　瑛 王雅萍 马莹莹 陈　斐 胡婷婷 王　琳 

黄迪华 潘谷叶 崔　俊 王家鹤 朱　君 党晓俊 张　洁 

龚　奕 刘春红 蒋晓岚 丁烨晟 张纪瑜 沈　凤 陆　瑛 

曾　锐 龚　亮 顾　菁 过文蔚 张春来 顾蓓蕾 石　琳 

艾兆佳 全　彦 戴天翚 陆胤颖 鲁　韦 叶　翼 徐慧楠 

祝樱樱 徐万琳 李洁驰 施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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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逸伦 蒋　怡 杨晓嬿 陆　影 吴修佩 杨文娟 金　珊 

徐昇贤 陈　捷 张　旖 朱靖南 蒋爱花 陈　佳 陈骏妍 

谈佳懿 李惠来 胡静怡 王文婷 刘筠倩 孙　誉 蒋鲁蓓 

许勤华 唐剑明 王晋晟 庞　伟 张　松 余景恩 姚　健 

吴敏婕 朱晓静 张玉琦 张　婷 潘亦君 肖　蔼 戚艳莉 

顾　菁 张　滢 王敏琛 张　琰 计晓磊 陈晓青 毛燕婷 

何佩黎 毛慧娟 崔樱燕 罗达明 陈　欣 陈修之 陈　艳 

徐晓玲 陆嘉曦 杜天海 郁　萃 孙宗齐 吴昌文 乔易安 

龚晓露 陈　璐 杨陈杰 侯珏慧 余　园 周　晶 翟　惠 

黄　轩 金辰良 易元秀 包明洁 任英侃 张莉雅 张珏颖 

陆　烨 李　妍 臧　昉 顾　奕 黄晓菁 严维菁 林　婷 

陈　婷 黄　炜 盛凰安 赵丽萍 

 

汤　玲 高　佳 王敏华 印建玲 杨钰斐 朱薇薇 陈晰蘅 

黄　丹 穆海红 朱晓雯 朱　芸 戴丽丽 李小燕 丁晓梅 

阚瑶祺 曹燕萍 李　婴 潘晓萍 潘静燕 康佳蕾 徐爱妹 

刘　漪 黄　艳 诸葛平 刘　慧 王佳贤 何　琼 严　捷 

张翼翔 朱希如 陈　薇 蔡　颖 陈　迪 蒋小洁 李　艳 

唐　馨 范　莉 胡慧萍 朱　薇 陈叶婷 胡彩霞 陈超君 

山　峰 钱玉兰 卜奕平 高晓瑛 史晓艳 康晓兰 黄　磊 

施慧静 王俐敏 项志颖 李　燕 戚晓云 严珠芬 陈晓颖 

徐　华 邓莲龚 吴茹雯 刘　清 王晨栋 朱艳婷 沈　委 

胡毓清 陈芳芳 金　璟 俞　莹 计晶晶 朱雯君 王璐嘉 

周乐盈 傅　婧 吴　婷 陆懿媛 彭凤燕 沈　滟 张　钱 

何丽芳 季晨璐 张瑜樱 吴　绮 李亚男 朱　红 孙　令 

陆晓晔 周　密 唐　磊 戴　静 许文娟 梁宇玫 马　骏 

2001级日语本科

2001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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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晶 马　晨 黄　婷 金丽娜 谷文倩 戴琼颖 马雪莲 

徐　慧 王丽华 王艳美 胡春霞 蒋少怡 何　玲 施伟君 

许月秀 俞　蓉 许漪梦 俞慧洁 秦　莉 张　黎 马清漪 

朱　虹 刘明子 沈仲怡 桑婷婷 陈翠翠 邵晓燕 徐　佳 

宋亦灵 陈　洁 徐吉浩 陈益玮 朱　颖 刘静琪 水　力 

孙　峰 郑　艳 钱雪兰 徐晓华 周文芳 卫毅超 徐颖倩 

田蓓丽 陈　叙 茅肖庆 赵　新 王　凌 宋萍萍 高　雯 

刘　燕 张　静 陈　雁 张贞珏 张　琼 费　佳 李　嘉 

陆慧怡 曹黎华 陈柏勇 阮　中 钱　宏 沈　佳 陈　豪 

高　远 嵇　尧 姚金花 应雯静 戚雯珏 费素玉 潘　樱 

卿　沁 杨蔚昀 侯佳嘉 丁　瑶 吕玉燕 单　于 诸　冰 

周丹桔 王晶晶 范丽雅 刘毅文 金艳丽 陶艳春 周黎敏 

张喆翊 师雅婷 秦婷婷 杨　蕾 吴臻臻 唐　杰 袁　奕 

潘　凌 马徐俊 王国琛 何越海 苏美杏 关惠平 施　岚 

王晶晶 周祯怡 孙　芸 曾　燕 闻　峰 余纯琼 沈亦楠 

沈一露 金　钰 曾　忱 陆文佳 徐　娅 邹慧娟 蒋　燕 

叶　宁 赵佩华 沈　岚 刘文茜 张　磊 蔡欢欣 胡依瑾 

盛　维 孙海涛 殷承俊 黄文杰 冯　春 叶　佳 王露嫣 

王思睿 宋晓晴 蒋　将 张婷婷 康晓苏 方思敏 张敏霞 

王　怡 高　雨 乔翌玮 梁文君 曹旖旎 张　妍 张　帆 

郑文彦 张　蕾 徐佳川 李　聪 杜林亲 支隽华 奚　慧 

赵卓莺 屠凌芸 陈　泱 李　骅 金星宇 曹彦初 褚黎杰 

曾纪松

 

　 

隋　昊 忻元正 刘　玮 李悦赟 金春平 胡英杰 谈怡俊 

周一凡 张　晔 王茵华 邱玫萍 沈　丹 金慧晔 刘师雯 

帅　莹 张洁云 耿小婷 张燕华 陆秀娟 张文婧 张梦圆 

陈晓静 徐正莉 徐怡珺 周思怡 盛　青 付卓君 严潇奕 

阎洁婷 陈丽莉 王　磊 丁夏萍 朱嗣敏 刘科伟 周　卿 

陈云翔 陈　斌 丁　浩 张裕隆 瞿　懿 潘专红 黄　好 

	

2002级日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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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怡 王颖文 张文静 席与惠 诸昊珒 康玲梅 贾　佳 

顾爱斯 张　君 何燕南 姚莉敏 何　艳 郁凌虚 夏奕娜 

曹　静 吴晓藻 鲍雪莲 王慧磊 董晓萍 臧子芸 尚颖颖 

顾　薪 胡敏敏 虞　芸 高　菲 马蓓华 王　佳 陈　芳 

张　敏 黄　珺 孙肖珏 任晓贤 张　玥 邱　隽 李轶平 

孔　婕 骆筱菁 王祎岚 庄　洁 胡　怡 张　禾 陈　星 

陈毅立 沈志华

 

 

姚春磊 王劲帆 郑汝夷 刘　佳 柴肖飞 金　亮 林　铃 

王　零 顾　珏 潘子珺 徐怡菲 施　婕 许　聪 居梅芳 

忻林丽 沈　琦 康　文 沈文倩 浦　瑛 贺菲菲 钱　华 

项　奕 陈敏燕 蔡　姝 杨文静 王佳颖 严晨楠 顾晓民 

欧淑君 陆文雯 王　晨 卢运凯 任　晓 朱佳雯 李晓雯 

陈　琳 罗轶斐 郑文菁 胡晓蕾 范姝姝 龚　欢 蒋维婷 

强薇薇 朱　炜 金　懿 吴秋瑾 伊　佳 郭瑜臻 史蕴馨 

史瑾婵 邱　岑 沈晨荔 杨晓静 谢颖莹 陈舜南 何雯雯 

何健枝 金燕芬 花懿隽 王旻皎 楼　晓 裴　翔 薄志斌 

肖伟欣 李　冬 叶　飞 王诗园 任铮浩 蔡佳斐 卓郁如 

汪玮琦 宋慧超 林　琳 倪卓晶 陈　洁 苏尔文 陈　颖 

司徒夏云        孙　诚 秦　霓 卢　怡 安郦君 周　玮 朱　翼 

屠俪雯 陈邱彦 王　艳 应敏敏 唐忆珏 孙雨樱 戴晨昊 

张　旻 张圣韵 郑　琦 罗晓韵 沈　懿 吴　寒 黄　薇 

徐　凤 金　晶 王静姝 庄　颖 石祎炜 范　梦 俞琦婷 

吴娃爱 罗　燕 任书卿 黄轶隽 薛文悠 郝　玥 潘　芸 

张　亦 浦玛莉 黄芷婷 钱雯秋 卞皛婧 李　岚 吴晓蕾 

张　颖 周吉清 华　夏 马丛丛 宛　杰 王丽娟 陈　璐 

冯　晔 傅　莉 王　萍 李　林 孟佳娜 周雯华 蔡　悦 

朱海音 韦　唯 朱丽珊 张丽丽 刘　莹 徐晓玲 李　洁 

朱静珏 周莉珺 张之茵 秦　晶 秦　楠 胡雪娟 傅佼艳 

张　玲 韩海娟 张　静 林　洁 陈　璞 陈　杰 刘晨晴 

2002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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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露 周　莹 刘　萍 陈　雪 吴　彬 陆　燕 王　菁 

章叶萌 张　奕 徐青卿 陈士卿 汪晓莹 戴丽娜 周一唯 

邵霁春 王　瑾 郭莉花 杨　莹 沈　韵 朱小玮 姚　薇 

陈　敏 徐　洁 王　慧 徐晨非 画红曼 虞　维 陈冠桦 

朱宝玉 冯逸轩 孔　浜 崔　萌 庄　媛 夏维薇 陈　莉 

朱虹婷 李旻虹 方　艺 李如燕 车锦波 张　悦 王文懿 

桂靓瑾 朱　郑 祝永洁 曹盛丽 叶欢辉 王洁瑞 徐郑之 

孙　沂 连　珂 季赟云 朱　婷 蒋　静 马凌伶 朱敏华 

王　珊 林慈艳 苏　晴 林　恺 李庆华 王炜杰 高　晟 

张一云 刘　芳 赵静一 朱　华 诸葛烁程 吴闲庭 陈　菁 

朱　薇 张　艺 丁　妍 陈　蓉 杨婉怡 葛　慧 邬小璐 

杨　静 唐玉燕 王蓓蕾 李寅萦 俞冬明 严　倩 陈　爽 

董春娟 郁　琳 朱莹娟 徐佳琛 程　璐 饶　亮 朱　未 

翁　醉 马一韵 李洁驰 车玲芳 肖诺诺 施敏华 包奕莹 

杨莉敏 马蓓蕾 姜婕超 屠嬿霞 王　琳 董　理 黄迪华 

奚丹芸 潘谷叶 金　颖 祝樱樱 包　婷 徐万琳 张杙磊 

陆　雁 周寒瑜 赵慧华 石艳隽 闻　浩 冯柳琼 金　婧 

顾　珏

　

 

包晓雪 蔡露嘉 陈　亮 陈　璐 陈小珺 陈亦伟 陈　英 

仇惠惠 崔　薇 丁燕敏 丁祖芬 范秋萍 方洁玮 龚婷婷 

顾叶池 顾仲杰 郭　凌 韩勇灵 何卓弘 黄丹丹 黄　懿 

蒋晓霞 金　岚 金莹青 李　俊 李绮琳 林思怡 刘　超 

刘　娇 马轶蓉 潘　晔 祁　菊 钱　刚 钱圣音 沈　婷 

殳善静 孙元超 唐　婕 王悦君 卫　青 夏逸筠 谢　薇 

邢　姣 徐　甘 徐　洁 严丽俊 杨一恺 尹　铭 俞　琳 

郁　莲 袁雯瑾 张璟辉 张汗青 张佳丽 张　杰 张婷婷 

张　颖 赵　睿 甄佳佳 周　闻 朱敏烨 朱顺莉 朱筱琳 

庄静漪

	

2003级日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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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豪 叶晓晨 霍雯艳 周星洋 汪冠林 施元麟 何一佳 

王敬菡 李仪君 唐　俭 顾思议 边中杰 张志杰 魏硕雯 

姚晶炜 王春琳 戴蓓蓓 曹　蕾 孙志磊 窦海虹 钱　晶 

晏皓杰 方继良 张寒琦 崔露平 徐晓明 韦　韡 陈　澍 

朱晓萍 王　蓉 周海云 黄婷雯 陆小磊 陈永伟 胡　敏 

杜佳庆 金丽华 李佳燕 张逸晶 陈燕萍 沈　皎 李婕敏 

顾　超 王秀娟 高德洁 陈艳岚 李郁优 朱　鑫 郭静文 

徐文忆 王丹丹 吴　建 施晓美 张　伟 沈鑫磊 顾　凯 

徐　健 沈婕妤 朱晓菁 蒋　艳 王　放 朱　依 杨　锴 

李　艳 邱亚俊 夏燕飞 沈秉权 潘　铮 王　菲 金　昊 

沈大卫 许　倩 朱嗣豪 李　翔 蒋　磊 苏琳娜 周蒙丹 

吕　晨 胡秋悦 艾子刚 柴楠平 陈　镭 范　璐 金玉萍 

刘筱琼 陆　杨 朱　俊 朱明瑶 蒋晓蕾 王　佳 张　杰 

唐晓辉 赵　琳 王佳梅 宋丽莉 顾　钰 姚斯亮 汪婷婷 

杨盼盼 孙　佳 朱　凡 毛　瓒 王　倩 周玉婵 印施思 

沈昕宇 夏　芸 赵郑楠 霍　纬 朱　琳 周　晋 程　鹏 

李　楠 王　芳 靳　阳 吴远虹 苏　婷 寇晓惠 陈　锐 

厉　晓 唐　睿 杜丛坤 郦悦晨 杨卓赟 李嘉杰 张坚白 

韩　芳 陈　洁 戴思佳 杨婷玉 周师杰 胡莹莹 陈瑞凤 

陈瑞珠 花　薇 黄　虹 黄　瑾 陈丽媛 沈　燕 倪凤枝 

严　蓓 潘之霖 忻　昀 孙震云 张赟华 陈晓璇 胡　莹 

王　怡 吴敏玮 高丽雯 徐凯俐 李玉玲 汪　怡 归　隽 

陈晓花 张晓琴 朱雯彦 何晓君 荣一英 钟逸琼 张沁心 

林云志 史瑞瑞 王　璐 马春辉 李德琪 朱圣捷 吴　晔 

姜　颖 陈　燕 姚　蓓 丁廷佳 黄梦媛 胡怡雯 朱　力 

何琪林 丁曜晔 徐宁娟 黄智华 江洁清 程轶婷 周广秀 

曹　敏 傅　洁 杨莹蓉 陈　为 马晓沁 曹佳玮 王一辛 

潘怡斐 解瑞清 张　磊 陈　婷 唐聿炜 高慧敏 王昊灵 

汪露曦 许　佳 汪　蕙 杨晓珺 沈　晶 张　瑛 汪亦飞 

郭育芊 郑　靓 陈　美 邵颐禾 王轶苇 胡璎琪 邵　艺 

2003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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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家驹 竺文婷 张文轩 顾　珏 冯一江 张一涓 赵　俊 

蔡　懿 许海峰 章绮文 韩嘉寅 戴丽佳 高海涛 顾　玥 

张闻文 陈洁珮 谌　玲 李翰奇 康宁宸 郑　祺 吴颖萍 

毛吉惠 王一丰 胡思艳 朱叶青 龚建萍 周　佳 石　怡 

钟紫旺 王卓瑜 封彦夫 胡敏君 冯俊峰 徐　慧 马丹红 

陈锡毅 储丽佳 戴文燕 安保艳 范　俊 杨嘉华 黄昳珺 

王　慧 阴晓晨 朱晨艳 王颖婷 陈露雯 卫瑜沁 徐春鸣 

吴　颖 高　泓 凌　燕 李　斌 刘　佳 李　晔 朱亦平 

张　明 严　娜　 何秋萍 华　婷 蒋　慧 张海燕 陆　祎 

陈　敏 惠亚城 姚　烨 顾雅雯 孙蓓玉 马　铭 刘婷丽 

魏春媛 杨瑱琦 陆　骋 王　璐 刘　婷 李晶晶 李启明 

陶烨枫 陈　洁 曹莹珺 汪　莺 朱洁韵 高　丽 周　昕 

汤　瑾 潘　怡 强　琦 陆佳云 朱　祺 金轶婷 邱裔俊 

周　遊

　 

张袁超 田　嵩 平　凡 梁　丰 周　寅 陈　轩 陈宏尧 

黄伟钦 唐琼芳 沈　怡 高　莉 金　岚 张丽珺 王　苏 

贺元瑜 林烨岚 施雅嫣 夏冰清 沈　清 陆敏敏 李　菁 

沈梅玲 王佳妮 黄欣荣 许昀云 潘丽倩 荣　琦 戴文婷  

汤　妍 刘丹岑 刘　玮 林　渊 唐莹奕 金继良 虞文彬 

何弋白 曹俊杰 吴　康 顾艺琳 柳明村 乔　婧 郭晓莉  

凌晓筝 江　菲 顾晓菁 汤　瑛 陆　青 张丽雯 单文岚 

宋丽樱 李赛帅 徐秋莉 缪汝瑶 王　艳 仲　婕 王雅琴 

钱晓燕 冯　潇 施翔婷 沈　捷 卢祎俊 罗金东 冯　磊 

殷智博 钱佳俊 陆志斌 杨　森 陈硕莹 范佳慧 孙　磊 

万婷彦 徐　娜 唐玉华 沈雪茹 张丽亚 徐　颖 鞠　萍 

沈文文 吴玉婷 杨丹欢 孙晓青 刘　燕 蒋　莉 陈　斐 

黄立婷 陆丽君 程　佳 陆　优 陈　佳 蒋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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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杰 干晓彬 鲁　超 陆轶浩 郭　斌 费　佳 夏　天 

张敏诚 石巍斌 乔毅君 杨　磊 徐运俊 张　庆 单芳琼 

叶婷婷 张淑敏 刘莉梅 张　烨 翟怡婷 吴迪君 朱文琼 

季　轶 孙云洁 顾颖菁 顾　颉 季秋颖 高凤慧 殷　瑛 

华彦玮 潘晨辉 张子房 单建明 张佳寅 金　焰 郑时雄 

任培豪 陈跃虎 朱　勇 贾　潘 瞿丹琪 张珊珊 高慧铃 

金　丹 印　静 何佼云 胡　雯 王梦颖 江　韵 盛玉婷 

戚亦乐 蒲玥璘 郑维奕 孙婷婷 张　源 张冬叶 孙肖燕 

吴蔚光 黄晨艺 朱荣豪 孙立凝 张　立 姜　斌 曹欣威 

白　阳 李　俊 施佳晨 胡玲华 何叶叶 曹恬怡 李晶晶 

郑晓琳 吕　岚 朱莉雯 王晓琦 马　婧 薛玉倩 叶　敏 

张　莉 金　燕 李洁菲 王　丽 许佳蓉 陈　璐 陈常乐 

劳凯燕 陈一霖 顾　俊 刘云林 汤国朝 柳国杰 仲　健 

王宗敏 周　琦 金华杰 汪　擎 陈登技 奚菁菁 汪　佳 

江　颖 丁缪珏 刘晓佳 陈菁菁 管玉兰 喻　芒 王　婧 

邢　蕊 朱　秀 刘　颖 孙　莉 施佳君 庄　燕 周丹萍 

曹芸娜 卫晓燕 陈佩丽 张　伟 王　晶 刘　婕 杨婷婷 

唐　维 陈　南 黄晓芬 章道捷 邵颖珠 金　争 杨　烨 

胡纯婴 钱贤惠 袁易安 沈　宇 薛珠凤 周　琳 倪晓霜 

季金花 傅姣姣 秦凯琪 张增亮 包胤杰 周志俊 龚　昊 

沈嘉杰 章　璋 叶伟鸣 李佳隽 罗　列 施巧军 俞金晶 

李泉期 戚　超 徐之琛 邓凯蕾 赵慧颖 程陵琇 傅　蕾 

林青田 吴佳云 孙丽珏 姚月莲 陈振川 李文斐 袁清慧 

王　燕 杨　怡 郁华佳 曹朱琦 程健欣 孙佳颖 李　斐 

嵇欣怡 谭　茜 陈　捷 朱婉清 邹怡菲 李静文 官婷婷 

韩文静 邹立群 徐　翔 黄一娟 卢一波 黄　寅 詹嘉妍 

苗俊菲 王　鑫 赵丽宁 姚　洁 杜丽惠 顾婷婷 徐梦吟 

蒯媛敏 沈宇婷 杨　婧 庄　寅 沈铸玉 陈玮婷 张婉彦 

吴立群 吴佳倩 黄　雯 陈明华 高　虹 杨小媛 王奕菲 

朱佳婕 张文骏 丁娇娇 孙安捷 张斌裕 陈　曦 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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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婷婷 杨一唯 张婷婷 闫　洁 李淑颖 冯晓蕾 蒋　姚 

乐　怡 韦丽文 刘小燕 张叶妹 徐冬辉 陆　君 杨晶晶 

何慧佳 杨珠慧 施歌扬 肖　寅 唐瑞玥 黄文娟 郑　琳 

高珠平 唐晓莉 王碧雯 李　丹 周　莹 李育侃 许昱旻 

蔡佳伟 姜晨飞 龚　祺 周　婷 赵逢吉 杨　阳 胡碧菡 

吴佳慧 陈　祺 金　立 潘　卉 刘　宁 徐　雯 胡玮瑾 

朱　晶 丁佳荧 俞　慧 童嫣婷 杨熠静 丁　佳 沈　彧 

杨黎敏 谢　洁 刘琰青 蔡业勤 金　婉 乌梦希 李　蕙 

陈　颖 李　炯 朱燕君 徐　寅 陈　舒 叶蔚滢 吴　雯 

高　珺 王佳珏 戴　敏 汪　怡 徐珊莲 顾天麟 吴桢雅 

凌晓筝 沈梅玲 潘　虹 李　艳 董珍铉 庄晓文 厉　晓  

张一帆 周　珏 范　俊 周闻浩 金智睿 郭肖翡 屯蔚珺  

赵　焕 蒋佩霖 朱颖杰

 

 

徐希亮 黄　斌 钱　志 范　喆 金建东 郑依帆 尤　方 

叶唯吟 陈一敏 黄晨燕 邹　莉 徐日新 曹以瑜 陈可欣 

陆　莹 王逸倩 倪安奇 黄夷姗 杨　艳 张　琦 李　凌 

陈　昀 郁佳澄 刘莹莹 吕竹君 吴婷婷 朱纯青 韩　昳 

蒋　薇 贺逢申 孙若圣 庄　俊 张明明 周　鸣 程乃嘉 

吴佳琪 朱雯静 许　慧 姚菁菁 魏　祯 徐雅婷 徐　虹 

沈莉萍 王雷思 史茵颖 张璀珏 许培裔 胡　蝶 姜怡颖 

王　雯 胡颖婷 孙瑜青 徐　翀 陈晓颖 金　莹 蒋　薇 

程　奕 曹燕琼 王　玥 陈嘉轩 陈　斌 顾　贇 薛福勇 

周勇杰 严世良 施耀青 陆　君 翁棱燕 杨润青 易子琳 

廖婷婷 施海英 刘之越 赵　谊 阮怡雯 徐　倩 韩晶晶 

汪　眉 王晓燕 徐丹丽 许佳妮 石　燕 郑　颖 朱杰颖 

陈佳怡 姚　靓 廖　艳 应晓岚 任丽雯 马雯琦 谢新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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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俊杰 朱黎明 万　蔚 陈一苠 赵伟明 罗　茜 厉怡旻 

周春梅 潘婷艳 姚　杨 陆　凯 徐怡青 劳　心 赵慧俐 

沈　薇 杨诗慧 吴雪飞 杨　慧 刘懿彬 王　晓 李　娟 

陈婷婷 胡　琼 徐　烨 姜　雯 朱　彬 施丽洁 庄燕莉 

朱澄滢 丁　依 杜宪政 石训国 孙　青 蒋晓彦 高旦凤 

陈　倩 杨蓓丽 蔡贝妮 金美子 孙璐青 何燕蓉 徐　纯 

蔡晓毓 华燕雯 赵雅芸 张碧云 华　楠 龚珮丽 单奕瑾 

陈　瑛 吴叶青 冯　园 薛佳璐 戴丽莉 秦　婕 吕佳瑛 

黄华燕 费立舒 葛文逸 陈欣悦 刘佳豪 李琦微 张佳良 

冷　静 黄伟刚 陆　晔 朱雯倩 董怡文 董盈盈 许军叶 

张乃之 龚菊芬 孙艳婷 卫治平 刘　璐 陈　佩 陈舟玮 

范　佳 袁嘉枫 兀文洁 胡芸菲 黄橙赬 杨志艳 张　玲 

王巧俏 徐继梁 樊佳英 任　飞 谢　青 杨乐泳 汤　浩 

李　卉 黄　洁 沈天然 周　佳 朱　怡 顾　逸 汤　璐 

沈燕妮 吴达衡 龚颖春 江　燕 毛之颖 陈　娇 刘俐宏 

潘健美 王佳妮 陆婵珠 李晓燕 陆　皓 陈　程 费　晔 

张　琼 王海萍 陆　霞 董轶洁 陈　怡 倪寅斌 刘哲君 

王　蓓 陈查丽 徐文祎 田　叶 许丽莉 施慧婷 蔡丽萍 

陆妮娜 陈骊敏 钱佳丽 俞祥薇 刘婷婷 曹晓芸 赵　丽 

吴越焕 刘　闻 樊雪璐 赵秋萍 袁　媛 贾晓文 颜敏子 

祝慧婷 凌圆媛 任　彦 何元月 朱晓灵 陈　磊 王学成 

陈舒雯 李耀宏 车博纹 王　琳 戎　婷 刘　晔 唐　吉 

叶　静 王　伊 朱晓燕 叶　晶 董　菲 陆　瑾 汪月红 

袁佳妍 朱　珺 顾慧玮 施　昀 罗　娜 沈凤娟 陈　燕 

施郭琛 刘笠慧 文　琳 殷月琳 张　怡 王晓娅 钱颖雯 

郭佳青 高祯慧 田宝珍 李　琼 袁立雯 周　瑾 陈绿伽 

王旭莹 周君寅 祝纯瑜 胡佳欢 陶海宗 盛翌洁 杨　颺 

杨蓓丽 邵玲琳 汤俐敏 程思颖 丁辰洁 方少文 赵玲颖 

黄慧燕 王　佳 邹一凡 蒋　姚 孙凡力

2005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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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炜旸 张郁文 刘　杰 董　炜 王轶训 张康尔 叶　紫 

林蓓怡 魏若楠 俞　倩 吴倩倩 孙依南 杨文婷 赵　瑾 

舒　欣 贺明子 陈　洁 杨煜仁 殷　丽 张　黎 季元倩 

刘　怿 陈翰希 朱　虹 曹颖萍 杨抑扬 姚婷婷 汪亦亚 

马　天 凌正浩 杨庆和 张伟杰 仇紫东 安　文 褚佳瑛 

陈佳妮 顾珑梅 宋佳慧 翟四可 沈佳妮 裴文静 黄　纯 

张艳叶 金　月 赵佳妮 陈思聪 苏佳敏 陈　纯 康玉玲 

王　瑛 李玲霞 施晓倩 杨　玲 陆　嫣 陈　艳 黄宝婷  

高艳文 徐盛兰

 

 

李立宙 张　俊 周梦凉 徐之雯 黄月姣 陆　韵 邱佳慧 

周　婕 潘婧婧 彭裕茹 张　婧 钱一萍 顾玉婷 龚蓓蕾 

张　丹 冯晓琴 金思佳 何梅凤 孟志膺 庄智力 陈思雯 

林佳慧 胡燕丽 魏小芬 顾　妍 郑华娣 唐莹莹 陈晌娟 

孙梅美 陈　双 高凌飞 杨　辉 范　蓉 蔡阳洋 狄俊豪 

顾　雨 陆敏珠 吴文婷 项琦雯 岳梦云 姚玮慧 陈　雯 

陈梦轶 陈雯婷 张　倩 缪宁媛 庄晶晶 杨瀛英 王燕华 

胡　洁 金燕红 潘劭卿 张雪青 陈婷婷 徐丹凤 沈　怡 

张春燕 周静梅 沈莉莉 朱鲁慧 杨　悦 诸伊菁 陈　露 

李丹吉 陈　佳 凌力敏 王建博 袁春阳 顾　魏 刘　伟 

方云龙 张　迅 周　英 李丹萍 蒋金妹 诸彦瑛 张　倩 

姚雁倩 侯吉莲 孙培凤 李苏苏 沈晓婷 王　岚 郑佳蕊 

王欢佳 肖维娜 徐　虹 沈　忱 林雅莹 阚　静 黄　沁 

陆　雯 施　祺 李慧超 谢　芸 杨　雯 缪万庆 陈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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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闻妍 奚　臻 王若芸 丁　磊 张运应 陈　颖 张旻洁 

罗梦佳 尹　烨 刘朱胤 陈昀弘 许文婷 张　贤 纪诺荃 

孙　倩 顾晶琳 孙智清 马　莉 刘　苋 赵　磊 许婵娟 

李　蓉 余　梦 孙　莉 康　鑫 王韵婷 施谅量 薛佳妮 

周　吉 陆莹婷 黄清辉 周欣童 刘小成 王晓卉 俞亦奇 

施璐彦 史　俊 陆　叶 杨　雯 孙　雅 陈　婷 顾晶晶 

陈淑婷 王雯琼 李露沁 黄　朕 马晓霞 谢　莹 李　娜 

邬元蕊 马菲菲 葛春艳 宋菁婧 杨怡婷 陆婉芸 潘佳维 

马　帅 阮　俊 杨　洋 张卓诚 张　凤 朱文婷 沙　菁 

刘晓宁 郁晶雯 张霄雯 朱海霞 张亚苹 朱烨雯 杨金晶 

王　音 佘以芸 梅欣睿 马秦丽 杨丹萍 张　远 韩芸芸 

常　能 于瑛姣 沈佳元 朱　红 杨　扬 耿　烁 于　尧 

卢佳佳 王欣逸 张　莎 蔡懿慧 王　迎 翟琼劼 陈仲 

 

　 

朱骏杰 李松松 赵　一 陈　铖 姜辰龄 桑盈盈 庄梦露 

夏燕雯 顾亦玮 庞　薇 李　婷 孙嘉琪 李　瑶 张睿悦 

张　耘 张　蕾 李颖飞 吴佳琪 张　露 高雨颀 王文洁 

顾　濛 张晓芬 何　玲 贾　祯 张　雯 程　烨 陈玲璐 

肖　瑶 邱立康 裘祝君 周颖华 梁　栋 王婧怡 黄晨诒 

蔡润萍 孟雅晴 郑长蓉 孙莉莉 吴彩玲 林佳玥 吕　倩 

孙筱青 贾莉莉 薄天虹 章婧芳 庄廉珍 范依帆 陈　姣 

张亦亭 袁蕴哲 韩奕忱 施红霞 程　琳 朱婷婷 刘　悦 

奚桔玲 唐瑜霞 程　纯 蒋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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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鹏 姚丞杰 董　航 王　飞 陈梦佳 竹娉娉 陆艳华 

茅青云 余彦菁 倪　云 沈丹妮 张　晶 朱鲁萍 孙　超 

史佳雯 张　倩 梁　莹 沈　舒 诸燕萍 李诗雯 夏茗来 

王甜歌 巴努·朱尔别克  黄莉芳 陈　醇 倪　维 李文杰 

陈　忞 郭梦婕 陈由由 王珊珊 王倩倩 王蓉蓉 钟　嬿 

李珊珊 柳梦宇 孙盈颖 徐纬焱 马安青 张方励 詹　妍 

陆春颖 金黎琼 杨方圆 罗　韻 张沁园 孙月萍 陶　云 

陆　佳 李晓东 陆彬凤 薛婷婷 张云燕 唐　沁 王近芝 

徐洁璐 赵晓笑 毛文婕 杨冬琳 董诗佳 杨　莙 顾　芸 

徐梦茵 符介喆 汤晓蕾 夏天雯 陈　奕 李　佳 杨佳晨 

乐明杰 姜勇樑 沈　磊 朱纯洁 池玉兰 张　倩 王斯卉 

潘翎珺 夏春娅 王　翔 林丽娜 高萍萍 邱旖琪 毛立静 

张哲颖 王颖悦 蔡一波 曾　颖 李凯晋 邱琳韵 刘　琼 

刘　琦 施金江 季晓彦 王明华 诸时俊 朱　玲 蒋丹芸 

徐如青 陈薛伟 薛　梅 王萌婕 何　婷 何欣慧 钱　晟 

张怡慧 蔡凤婷 张文慧 吴伊雯 朱沁元 刘　纯 王婕霏 

王怡辛 胡　正 郝一泓 王安立胜 王　忻 魏靖慈 凌雯静 

徐　雯 周春燕 陆　蕾 许　阳 廖运宜 林　莺 朱　芝 

金丽群 韩彦颖 吴嘉艺 吴晓娴 丁蓓雯 卢　姗 浦　靖 

王思扬 孙家怡 沈威顺 马　卿 姚　川 蔡　弈 王思远 

金严舒 唐雨亭 胡可佳 陈梦芸 陈心唯 冯　霞 吴　瑛 

屠明莉 刘颖霏 施如意 滕美琳 高霁雯 俞青青 李　玮 

陈蔚云 王慧岑 黄芸芸 张轶裴 林嘉祥 高顺一 李腾蛟 

王　怡 艾迪娅 顾唯佳 颜怡婷 苏彦成 王利芝 郑　倩 

宫盛俐 张　琪 程晓菲 杨　颖 龚玉玲 杨佳玮 方宽恩 

侯嫣玮 熊懿珺 裘　盈 陈　曦 洪　枫 王家姝 金逸梅 

周　菁 谢蓉菲 陈　铭 朱　严 高雨欣 安慧丽 戴佳晟 

殷　弘 王晓婷 刘一露 杨宇彗 杨　颖 郑　倩 季晓彦

2007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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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慧婷 方佳莹 黄珏鑫 陈卓佳 胡亚宁 吴伊青 陈　聪 

李梦伊 沈　辰 桂祎晶 董心恬 程　深 张之叶 吴　洁 

赵玥如 王立波 周筱骋 张　晟 骆歆艺 金一辰 史菲菲 

薛毅娉 叶瑾瑜 李　涵 姚诗玮 韩春磊 王佳维 乐　阳 

张　颖 胡梦怡 汤　裴 汤旻悦 金逸慧 董安娅 王嘉麟 

王　欣 陈赟菲 潘云斐 廖淑君 陆思雯 张蔚然 夏　秦 

江　唯 崔　苗 周倩雯 徐妍娇 张煜彧 范俊雄 王　琰 

姜陆波 陆　艳 高　杰 王茹佳 张亚慧 陈玉雯 倪佳静 

范金华 徐　玮 蔡林音 龚　颖 朱冰怡 毛佳理 章安栋 

汪晶蕾

 

　 

曲　原 姜凝烟 石舒婷 王燕玲 吴喆敏 范俊琳 李旻翡 

张亦弛 朱雪婷 汪也乜 王相如 李庄弘 刘逸群 周易帆 

江嘉慧 魏毓莹 许　莉 朱小菁 韩　雯 徐冰莹 方红惠 

孔彦宁 吕惠婕 张婧之 田文颖 刘思佳 汤妤骐 丁建英 

蔡弘喆 李　云 郭　瑛 沈怡雯 简益颖 周晓敏 陈嘉昊 

楼　莹 马薇薇 刘怡雯 邓英杰 蒋超健 吴烨斐 徐雯斐 

张倬姣 刘　晏 丁　嫄 刘家悦 陈怡青 邬如镜 姚　洁 

尤文婷 张晏达 张　瑛 何　晔 刘蔡晟 顾思雯 陈　伟 

丁琪真 叶凌莹 李　琰 黄佩青 韩秋月 张婧靓 卢　楠 

徐　顾 沈晓莉 顾　佩 王　毰 丁　祎 薛斌弟 沈　悦 

车雯佳 龚轶群 卫佳瑜 王　君 蒋　汶 李时芸 盛佳妮 

薛思雨 张　琼 季双波 宋蕾蕾 汤　扬 黄慧洁 薛　晨 

邱冬妹 赵睿忻 金聪聪 张乃中 赵　燕 热依娜·牙生江  

罗　蒨 陈思颖 王思佳 奚小燕 车颖达 林　听 柏　元 

季玙斐 龚天宇 叶慧瑾 赵轶伦 池　驰 陶　欢 汪逸逸 

李　磊 徐从重 朱其芳 徐　悦 黄丹微 王　威 顾嬿玭 

陈丽缘 朱锦天 杨　蓓 黄蓓思 高宇佳 王　瑶 孙小珺 

2008级日语本科

　

2008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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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璟 李汇欣 卿韦薇 罗静宜 周迎春 李佳唯 崔　静 

潘　佳 周梦佳 鲍　妍 窦旻彧 王晓忆 迟婧雅 郁玉莲 

许偲焱 李昉旻 李　鑫 谢　天 王之佳 张仪佳 卢雯怡 

季欣雯 龚凛凛 章　茜 潘　菁 陈逸超 凌睿清 王一迎 

杨敏婕 柳　婧 张晨诗 于怡佳 倪　俊 陈安妮 乌　靖 

胡秋伟 桑　桑 丁　佳 王亦辰 李　彦 戴　蕾 杨　欢 

王　臻 季一青 黄慧瑾 张蕴婧 须懿慈 陈　晨 范林霏 

董视雯 汪雅琦 范春萍 葛　君 施　俭 钟晨燕 张晓晴 

傅人杰 龚　婷 唐　盈 俞旻艳 奚梦娇 唐璐燕 严　悦 

黄　易 汪艳霞 洪韵如 周　芳 成灿华 邵　琪 刘　琇 

丁瑜屏 童珈琪 马　惠 谢轶良 樊　敏 金裕婷 章靓彦 

戴惠丽 颜晓蓓 王　昊 钱雯婷 徐　烨 周明涛 尹佳萱

 

　 

李国栋 韩　笑 徐大力 关心颖 唐晓诗 陈君莉 邓佳如 

虞哲丛 高燕萍 钮云峰 周佳颖 黄丽雯 汤圣洁 杨一鸣 

陈　丽 黄　晶 田晓雯 潘雨岑 李清影 龚　辰 乌孝麒 

蔡悦泓 范印菲 徐甜甜 刘明芳芝 韩烨雯 康晓璐 瞿晓莹 

凌诗欣 何心薏 夏文佳 余　芸 顾佳烨 杨俊雯 顾毓莉 

张丽丽 盛　晨 吴　奕 张梦璐 胡慧婷 叶　超 王怡芸 

阮芬芬 杨　婷 张　宸 杨少峰 孙叶婷 方彦恒 戴烨菲 

蒋　天 龚书城 范梦晨 方倩云 范钰恋 李　艳 吴逸馨 

吉　喆 吕　玮 谢　琳 陆　怡 黄亚慧 周梦悟

 

　 

金梦云 蒋梦露 苏　笛 奚莲莲 卫顺艳 顾　婧 张　兰 

朱敏婷 何　卉 魏文婕 唐晓蕾 孙文倩 浦吉婷 采　然 

滕晶晓 闵　欢 曾　盈 徐雯燕 刘　凤 赵　彧 吴佳华 

2009级日语本科

2009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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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婷 郁凯妮 韦佳怡 赵晓敏 张　静 黄逸雯 金　娜 

顾　琰 刘倩芸 陈瑜婷 汤雪红 徐清韵 陆　芸 盛　婷 

倪　惠　 陆　一 朱惠琴 周苑邺 李为陈 庄文君 张　瑾 

黄　婷 陈学佶 陈　竑 柳丹蕾 陆羽婷 陈晴蓝 陆怡菁 

杨　帆 石韫玉 朱婷婷 陶佳艳 李懿侃 孙丽萍 戴　威 

杨唯烨 徐淑敏 赵佳颖 孟冬妮 李舒清 毛未露 张　莹 

汪吟雪 盛妤娴 刘雯倩 胡珏婷 陈　敏 杨梦斐 张嗣婷 

张嘉雯 汪婷婷 王梦怡 李佳珺 顾诗韻 张琦靖 石　雯 

高艺菁 张丹瑛 唐晓婷 张逸骏 蒋翊洲 陈宇超 陈旭莲 

蔡晓婷 周君叶 吴春春 吴雪清 周佳伟 陈　希 李安娜 

赛丽娜·帕米尔  王彤峻 刘　坤 高一平 商晓冉 邵素雅 

王荣梓 孙雪祺 徐荣娥 张琳慧 高凤伟 范　丹 姚望晔 

陈丽霞 章佳芳 潘　望 刘　苘 杨　凯 史梦笑 王亚旗 

钱佳丹 章莹婷 蔡奕君 韩雪菲 张志龙 陈　喆 陆　婷 

杨斯菊 干　玕 周云洋 沈亚运 曹婧筠 雷艳艳 邓艳华 

张翔宇 陈　娜 于　冰 李欢欢 高晓芸 高洁琼 吴　赣 

张　越 吴舒洁 邵诗悦 金圣沁 周玲茹 郑蕴桐 蒋冬梅 

郑雪莹 方慧杰 李亚群 黄芸霏 陈燕妮 赵亦非 任　远 

寿文洁 冯芸芸 夏　恬 张　成 邱月华 魏欣悦 季明锋 

王海滢 王燕妮 吴佳莹 孟杨婷 林歆韵 刘玲娟 潘梦媛 

袁　超 彭　蕾 姜玉洁 蔡　靖 万亦磊 沈　莹 陈　艺 

臧睿雯 李君超 董　静 隋新源 于婷婷 杜　娟 陈馨妍 

周云媛 张雨乔 陈　娇 储一珺 姚　云 谢懿嘉 屠园园  

杨　芸 沈佳丽 方　乔 黄毓玲 张倩茹 杨思琦 戎怡泓  

万　甜

 

　

曹敏俊 王宇超 房勇辉 韩　金 宋怡静 吴伊凡 张晓洁 

余佩文 陆婉婷 吴侃璇 曹成双 徐　怡 陆文毅 翁思思 

姚佳艺 谢　筱 李晓炎 叶围坤 陈冰心 廖若杭 陈博华 

姜巧梅 万鹏程 舒小莉 孙雅琴 朱越洋 唐秋婷 张晓凤 

毛晓文 袁兆晖 兰彤晖 周怡静 郑倩莹 黄亦松 张灵烨 

2010级英语本科

　

　



PAGE 60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戚蓓蕾 邱晓恬 费嘉蔚 欧阳婧琪 蔡玉莲 周　静 尹　玲 

黄　柳 张佳怡 涂　聪 宋　军 陈海曼 陈　倩 陈欣晨 

徐　梦 刘珏英 梁斯琴 王　婷 宋海莲 李堉珺 金辅力 

金　伟 钱志伟 钱艳娇 陈蕾君 田莎莎 王偲虹 丁倩文 

俞秀萍 秦　俏 邵闵园 张　瑜 吴家凤 施莉华 陈　蕾 

陈　颖 夏远君 徐作杰 陈　雯 储　韵 刘文杰 邹旻璇 

熊　颖 杨岚汐 罗　昳 倪　静 方成弢 陈天懿 朱暐辰 

肖南晨 胡臻志 陈怡婷 袁　月 戴妍婷 张韵娇 黄怡雯 

高唯唯 李璐妃 刘　怡 吴诗卉 陆娉玥 朱琳妍 陈安车莉 

周佳敏 陈　露 王晓倩 吴　娟 唐媚媚 崔银珠 张子昀 

张秀雯 王怡瑄 孙　妍 沈　丹 黄佳丽 余丽婷 徐璐颖 

赵晓亮 陆天文 蒋雨涵 冯　旼 赵姝静 赵稔丰 吴怡雯 

樊紫天 李真真 姬光启 袁月亮 石溪韵 李云英 陈贝贝 

章逸伦 张　倩 陈梦娇 丰秦佾 杭玮琼 张芸霞 陆宣天 

谈峻玮 袁　捷 刘培瑞 陆音超 丁　欣 郑羽栖 孙蓓文　

王路加 王　妮 姚逸云 方淑坤 封　妍 唐琳琳 朱明星 

杨玉梅 夏芸芸 姚　宏 狄　晶 钱　新 施晶晶 杨思佳 

俞剑秋 臧　哲 陈　铭 丁　旖 俞晓雯 吴晓蓉 杜依兰 

倪灵姣 黄慧婷 张　素 邹　茗 刘　杨 许　娜 郝廷廷 

芦　阳 陈倩华 林苗苗 张　婷 张　霖 谢晨娟 洪艺铭 

张智斐 孙陈生 姚　鹏 惠爱雯 弓楷明 杨疏桐 唐璐瑶 

张雯婷 叶心仪 杨晏铭 曹彩霞 姜　楠 谭锡娟 邢海燕 

王　瑜 钱丹艳 朱文君 李苗芾 虞　潇 叶　佳 神田启晴

陆嘉良 周乃禾 江宇帆 袁佳文 邢　东 尹　倩 王　瑶 

邱依娇 田　晴 袁艺文 王蓓怡 曹日予 马韩绪 王　喆 

钱　晨 杨　洁 鲁　婷 李　照 王欢欢 刘志云 刘雅洁 

黄　珂 常梦菲 叶醒芸 陈　晶 孙　颖 胡敏佳 顾思思 

吴越楚 孙园园 赵可昊 刘鸿鹏 倪思悦 周嘉诚 李昊田 

朱　颖 蔡思佳 吴佳妮 周　宁 马晓晗 孔悦虹 刘　婷 

李　麒 卢依菲 陈　婷 曹安琪 丁叶昇 黄小欢 崔雨寒 

2010级日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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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欢 孙　凤 靖华筝 邢　潭 金曼利 蒋楚楚 敖晓琴 

夏燕楼 张梦苏 陈　蓓 赵叶心

何俊威 唐　幸 孙　鸣 王景磊 陈逸清 林紫薇 张瑜欢 

俞艺帆 丁雯茜 申　倩 杨　扬 王　虹 刘余虹 邵　莹 

倪闻蕴 吉　倩 李婷婷 刘冰晶 谢泽鹏 徐　静 马紫薇 

应奇峻 李文静 计知我 刘晓华 张煜杰 毛修凤 钱　丽 

顾　莹 石小洁 赵诗忆 许文卿 高　昕 唐怡雯 张　婧 

杜欣蕾 沈秀雯 董紫莹 饶　静 裴　慧 汪　雪 李文枢 

宾　纷 贾　雯 高佳慧 任笑羽 顾东雳 李　煊 田诞霞 

奚沁筠 卫子依 徐　晓 邵佩云 沈蕴仪 钱凯君 周　蓓 

张桢佳 周慧蓉 王　琳 任苑华 王涛涛 杨　华 蒋梦婷 

安子静 沈祯怡 董玉涵 杜越凡 石艺玮 曹颀静 顾毅磊 

蒋佳唯 顾元琪 杜新佳 孙淑雯 唐祎玮 陈　磊 干晓婷 

吕怡宁 秦奕雯 祝宋洁 秦思琦 丁馨兰 吴学欣 方祺祎 

李丹阳 黄乐青 尹　航 刘华琼 魏江丽 蔡博宇 王立倩 

廖若杭 吴　旭 陶　睿 韩楚齐 杨　斐 袁裴雯 张　焱 

陆　沄 高　菲 顾珈鸣 范晓慧 苏雨荷 陈莹莹 赵　蓉 

谢　祎 宗帅雪彦 缪姝雯 郭　晶 薛梦遥 方　好 李　越 

吴楚婷 刘金晶 孙俊杰 周汉坤 朱晨霞 沈轶琼 王　聪 

夏倩颖 夏梦婷 薛金佳 祝乃青 王笑曈 宁文玲 施国青 

张　曼 徐　可 姚　钰 周婷筠 朱　敏 龚　玥 吴翌斐 

薛烨骅 俞文佳 孙航城 姜　皓 陈春娇 钟欣悦 郭问弦 

刘　唯 陆丽萍 尹　悦 陈诗濛 赵　博 姜双超 常玲玲 

张　强 戴云云 牟　青 朱　易 周　迪 冯　甜 倪成秀 

石吴英 何飞云 郝廷廷 曹彩霞 周峥东 徐晓栋 王倩梦 

姜培菁 葛文英 蒋丹薇 蒋雯珊 康　悦 龚　妍 张海秋 

路　丽 考情情 付　丽 苏玲玲 曹丹枫 曾彬彬 高　敏 

姚晴娟 奚雯婷 杨　硕 陈一怡

2011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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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立 钱羽健 洪溯瀚 王凯诚 陈光远 包大杰 张　锋 

杨雪君 薛菲妮 金　琳 邱伟玮 黄晨雯 方雨婷 李安妮 

房师君 邓思烨 庄　婧 李陆陆 孙华贵 白晶恺 孟甜甜 

徐丽丽 舒　晨 宫青瑞 王轶楠 张　想 许　超 范　旭 

唐鸣雷 苏雨青 王绪煜 张诗韵 胡晓倩 罗菲凡 孙天融 

王梦迪 周佳依 郑明心 秦秉渊 朱凯悦 苏　晨 沈晓昀 

唐凯琳 车京阳 赵慧娟 汪欢华 顾美杰 余牧涵 储田雯 

李　敏 王昱文 王　莉 谭　晓

　

庄嘉君 许驿超 邬雨婷 沈　婕 张雯艳 薛佳悦 殷慧妍 

唐芳芸 张慧莹 范诗怡 吴一帆 刘鸣珠 章斯奕 陆壬佳 

卫　佳 陈思兰 黄思聪 程燕维 赵曼艺 施谊恒 吴颖琳 

王任怡 计莹斐 袁　琴 徐鹭丹 邱晨奕 张嘉琪 洪颖捷 

侯梦晓 刘婉怡 陆　其 章辰杰 王露斌 张　悦 顾韵菲 

张佳安 刘　敏 王逸敏 陆诗怡 张亦琦 夏　添 杨雅雅 

徐可恩 倪海囡 洪蓓雪 金　鑫 萧松洁 陈　宵 陈文婷 

陈纯捷 张智恺 杨家磊 张一苇 杨浏玥 谢怡静 钱　弘 

吴　吉 金玮祎 黄诗怡 周　欣 王诗怡 王嘉意 徐旻瑜 

周紫薇 史佳琦 戴　钰 程　韵 薛迷旎 左一鸣 俞　悦

吴翔俊 张梦维 缪雅敏 郑毓灵 殷晓雯 高韵慧 顾　洁 

朱颖超 周雪瑶 吴艾晨 潘思琪 吴晓琴 潘厉霜 龙小雪 

陈　成 冉红星 陆屹梅 谢雨薇 宋嘉颖 朱晓青 黄亦乐 

姚文正 陈　磊 朱佳妮 袁怡婷 徐筱璐 张　茜 奚陈菲 

张　榕 罗　洁 林恬恬 刘倩男 张羽飞 杨紫薇 曾令雪 

梁　静 王宥鑫 卢　越 范梦思 韩骐羽 富子骏 刘佳欢 

陈艺佳 蔡祎晨 周　敏 黄天添 成敏娴 叶　桦 张　晗 

杨云天 邓玮璐 彭满满 余梦丹 陈　莉 吴肖骁 杨子萱 

2011级日语本科

2012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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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青青 李嘉欣 程君君 赖春艳 孙　菲 单祯茜 胡梦雅 

吕　欣 朱　祺 朱怡嘉 左郑洁 张　雯 方倩君 高王琪

王　莹 张言琰 陈盼盼 郜聿页 刘小丽 匡可风 田丹丹 

郝思嘉 蔡楚楚 马　源 游　洵 何颖妍 马晓丽 田静茹 

尚胜男 林宥汝 谭斯雅 俞泳哲 潘一周 杨予希 郭彧娉 

朱晓玲 鲁　琼 陈文琳 金笛诗 王雅儒 金雨萌 曾元一 

洪　丽 黄晓玲 肇启慧 杨明玉 杨晓河 李晨杰 查从敏 

王　雨 张　蕾 王子蘅 孙迎晨 陆　忆 葛思雨

　

苏佳伟 葛志彦 汤雨辰 邬　星 杨晓婷 沈佳妮 魏　玮 

顾　茜 顾　晖 毛昳娜 赵　怡 胡晓文 陈　颖 宋君蕊 

沈　婷 徐欣怡 竺小芳 赵时雨 邵　颖 徐　曼 王丽敏 

许欣怡 李倩君 张雪莲 岳　烺 孙　杰 盛泽华 吴　笛 

王宏飞 李一鸣 闵晓麟 周丽岚 李　力 李　旸 朱灏岑 

徐　瑾 谈姝敏 洪颖舟 徐佳怡 黄怡玮 张昕如 薛　梅 

范玲燕 谭琳星 王一然 吕　凡 陈露露 陈烨仪 祁　昱 

杨宝欣 赵玉丛

　

华　磊 朱　叠 陆　祎 赵如琰 王　茜 宋亦玲 陆保家 

周晨丽 盛晓力 蔡欣鑫 汤芷昕 金宏宇 许竹青 王毅诚 

张俊杰 钱思怡 贝嘉琳 倪　婕 赵嘉悦 康俊雅 屈佩琳 

金　宓 张恬甜 陈　莉 金　恬 竺羿炀 陆　涛 顾艺蕾 

何　芸 宋佳颖 李　彤 杨雨桑 顾　静 殷　雯 张乙懿 

曹伊婷 史慧慧 李珺洁 王欣卉 徐心成 龚嘉颖 胡玉良 

费舒楠 蒋文漪 戴佳雯 金运如 杨文军 单　纯 胡　双 

沈　倩 周倩雯 张　尹 曾思雯 张思旻 韩　婷 刘亦白 

汤卓裔 戴建萍 倪丽华 杨　耘 盛金燕 唐诗忆 袁琳琳 

徐晓怡 陶维宁 王颖异 陈思佳 钱艾米 任中媚 胡　琰 

　

2012级日语本科

2013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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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明明 赵歆宇 严丹彤 钱江南 虞丛莹 王惠莎 张　媛 

陈忠杰 沙依云 包馨怡 瞿　佳 王逸敏 高思婕 张冬芸 

张雪琦 钱程成 陈昌河 张　迪 廖建华 方　欣 范媛媛 

傅　云 谢明含 单　娆 黄　佳 李　培 邓　群 袁星秀 

石秉鑫 刘宁欣 刘　忆 谭　静 严婷怡 余坤晟 高　萌 

刘依婷 陈少雄 刘泽宇 常立昊 潘晓晗 朱　瑞 郭珺阳 

汪　洋 李迎春 杨豪佳 韦　欢 李　雪 张　丹 李嘉佶 

邢宇舒 顾思婕 马悦昕 刘晗之 吴　睿 童晓芬 李　慧 

彭小鹭 蔡静洁 王　瑛 刘华敏 陈　鸽 王令颖 刘宇霞 

徐　期 孙中源 赵烂英 邵　威 李肖静 曹昕怡 庄佳珏 

潘紫欢 王　涵 张　娟 董孙萍 李恬恬 陈诗瑶 王翛涵 

解　琴 高雅君 刘羽西 陈俊彤 吴玉茜 孙雯瑶

　

金　浩 陆　尧 胡佳桢 张秋余 郑宏坤 赵晓东 林贝贝 

张　慧 吴　琪 李　瑶 方　琼 尹　瑛 马程浩 胡　帆 

朱　琼 黄　丽 崔　潇 刘子杨 朱见春 李　琪 杨蕊至 

李靖悦 方梦澜 章　露 顾　祺 柏　帆 李容民 许岚婷 

周帅敏 周娅娟 伏蓉琳 区　凡 周佳虹 杨芳敏 刘珂欣 

谢文文 廖雨菲 许文婷 郑雯雯 田　周 田雨晴 张玉文 

王新宇 王　玥 宋　垚 刘雅君 张婧煊 严斌虹

　

姚嘉文 李奕成 胡昌昊 张舒易 张舒婷 邹　青 苏雅婷 

倪歆瑜 周小雨 张雨薇 金雨彦 唐燕蓉 吴苓萌 项蓉蓉 

许思慧 杨思嘉 包乐怡 孙熠玮 沈　敏 杨婉琪 韩　涵 

王舟舟 倪莉萍 徐　菲 费　纯 庄小芸 钟舒琪 肖思凡 

胡凯文 陈戴维 赵　恺 张佳颖 朱晓雯 张　瓅 章　茜 

唐抒凡 侯晓敏 丁日悦 束嘉蓉 郁　宁 葛凌怡 王一凡 

路月迪 杨嘉裕 吴易凡 乔晓清 库尔办古·艾海提   罗　珍 

2013级日语本科

2014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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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玮 王诗云 杨依凡 申　敏 朱　琳 朱名洋 杨子贤 

张时超 苏斯豪 卫申花 郁心晨 杨雨婷 赵佳雯 杨诗怡 

陈翌翀 陶慧敏 费　梦 顾　悦 蒋舒婷 王锦怡 沈　洁 

狄丹红 朱晨旭 陆思颖 杜　宇 姜婧文 亚森江·阿卜杜外力 

阿依加玛丽·吐尔逊 姜　缘 王渊欣 刘云蕾 乐诗雨 倪逸涛 

陆　顺 金雅文 张夏晶 徐心怡 张佳祺 杨　阳 许嘉丽 

沈懿茗 何思同 王　暖 聂秋萍 薛紫姗 谢雨婷 徐先瑞 

肖　婷 亓小娟 林　雪 王　洁 杨利娜 饶　丽 王　慧 

金子涵 程　鸣 陈　凯 王子豪 洪伟良 李　莉 周　翌 

花　莹 刘轶佳 陆迎华 赵梓含 阎　娜 王泽勋 林　汐 

吴　蓉 张　亚 余　君 陈　璐 吴文菊 程婉莹 毛　琴 

徐　懿 余静云 唐晶晶 杨升华 叶崇晖 马春娅 周　覃 

于　雪 徐　添 徐歆怡 林航宇 张　雪 王　宇 李心怡 

朱　华 王子钰 罗秀秋庆 李亚楠 杨　文 宋　敏 王紫薇 

田　芳 蒋天放 曾梦玮 朱　燕 王晓丽 叶虹利 毛秀媛 

柳昕宇 朱晓雯

赵　正 潘赐浩 颜梦达 徐昕娴 张静怡 龚春柳 王盈盈 

杨张鑫 王　榆 关嘉亮 孙凯璇 迟涵文 李倩倩 许梦洁 

祝　晨 许　宁 孙　舜 吴存荣 胡　颖 曲　珂 徐　璐 

刘玉婷 王宝林 任昱璇 强珂珂 袁正奇 顾　逸 刘　静 

白文韵 刘梦楠 罗　格 姚烨斐 袁朋朋 钟　斐 曲晗毓 

孙晓彤 杜闻佳 琚子璇 范嘉韵 金美君 郭凤凌 计冉冉 

桂茹嫣 许林燕 史　芬 石培琼 张瑞瑞 高艳梅 张璐琦 

刘梦璐 韩丽涛 

　

浦欣元 赵　瑜 张沈悰 龚慧珏 夏　凡 陈诺涵 谢丹凤 

王亚楠 刘　洋 沈佳宇 朱一迪 顾思淼 吴旭雯 殷　颖 

2014级日语本科

2015级英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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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玮 钱梦蝶 朱嘉怡 杨诗雨 朱冬雯 段佳伦 余汇杰 

耿天怡 唐且未 李晓琳 杨立凡 茅沁伦 冯　叶 张伊晨 

顾佳音 郑子安 徐玮倩 徐戈卉 程诗怡 缪　斯 孙寒香 

唐　绮 凌邢谱 丁嘉麒 葛澍凡 沈静怡 陆海韵 罗清屹 

依巴代提汗·如孜　 阿斯古丽·麦合木提 麦吾力旦·阿布力克木 陆宇涛 

汤紫丹 陈婷婷 顾嘉莹 陶铭婕 沈紫怡 张译之 徐丽雁 

赵沁宁 王佳卉 韩　雪 常　宁 孙思静 张启闻 张雨婷 

季裕旸 强久珍玛　　扎西央宗 阿　珍 方嘉诚 黄稼婕 李诗嘉 

傅敏鹇 唐诗韵 金立文 龚乔叶 徐　倩 刘乐妍 吴婷妍 

高　鑫 王音遐 郭志慧 马静怡 金卓蕴 黄家雯 黄佳璟 

陈　桐 顾叶卿 徐昕怡 喻天成 徐云聪 杜雅俊 王哲仁 

张劭嘉 徐菁怡 张　柔 李宇婷 张心怡 王梦梦 代莎莎 

王　路 庄婕妤 吴梦婷 陈　露 杨巧玲 游惠萍 莫江婷 

李芯蕊 王　玥 成丹妮 钟冰冰 谭若男 王佳芸 钟韫韬 

钱　聪 陈文斌 罗恒升 唐伯瓒 丁佳逸 宋倩倩 于文妍 

吴欣雨 王千慧 胡依依 杨　琳 高　玥 刘佳奕 杨思程 

江玉娇 刘　黎 江　君 王孟锶 戴奕昕 杨茹萌 谢天璇 

蒋　乐 郭政君 殷　玥 陆贝尔 叶强宏 汤　勇 张佳婷 

丁　阳 许舒怡 夏纯娴 邹　菁 蔡润宜 施雨尘 朱海侨 

郗　盈 邹慧敏 张元彦 陈怡心 朱　珠 江孩甫 王运凯 

陈　鑫 任玥蓉 王　璐 杨丽虹 安江珊 苗　悦 冯贝妮

王明扬 周　伟 席孟扬 宋耀金 郦艾舟 李　盈 张晓雯 

成恩佳 孙泽芫 张雨璇 陈雨沁 陆　娇 李美珍 周娇娇 

代　珺 刘　茜 丁　硕 王晓梦 金　铭 彭　芃 洪朋朋 

崔夫莹 王　凝 祝　晨 姜海洋 高　颖 李　欢 叶郑雯 

陈露文 杜笑笑 钱思明 钱　堃 汪志强 刘　欢 汪叶露 

朱　宇 陈正妍 谢　静 周子琳 赵恩格 陈　欢 刘伊宁 

张　蕾 吴　怡 刘　叶 孙雪菲 田　敏 冯依蕾 罗晴晗 

孙小雅 孙婧仪 乔佳萍 蔡紫君 吴静娴 贺宁宁 李程琳 

李睿鑫 马叶维 张思程

2015级日语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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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瀛祺 康校博 翁园方 胡馨怡 温天玮 赵莹怡 潘知音 

韩　婷 顾梦馨 陆玉婷 陈嘉雯 顾雨婕 钟严伶 王歆灵 

瞿诗芸 陈毓琪 唐怡雯 彭晓妍 王子凌 叶依林 冯　远 

杨旭靖 汪泓洋 马衣努·艾尼瓦    努尔姑丽·买买提  次旺卓玛 

徐子凯 阿卜力克木·阿卜杜喀迪尔  巴桑杰布 张雨欣 胡紫燕 

张晓雨 邬　心 陈梦瑶 倪婧琳 陆逸姿 袁昕仪 朱一咛 

顾羽琼 李安贝 徐　慧 朱　琳 戴天乐 杨　洋 姚雪祎 

姚伊婧 陈　钰 须蔷微 张　楠 王美雪 古再丽努尔·托合提 

顾昕烨 艾孜买提·阿迪力   柴修婕 周　隽  施苏倩 魏怡灵 

丁如意 邵依依 朱芷仪 张从容 钱铭彦 陈斐凡 龚明珠 

宋欣滢 朱思凡 陆淑慧 冯姿媛 朱静怡 石　韫 程佳敏 

杨　萌 郭　进 陳芷琳 阿娜姑·阿里木  沈思伟 黄寅杰 

金嘉颢 沈怡乐 陶雨欣 张　楠 季芯羽 赵　洁 黄颖倩 

童佳蕙 顾　玮 骆　欠 邹秘密 周祖云 邱柯云 陈碧青 

金苏皖 黄嫣红 康　琳 张玲毓 牛甜甜 谢立晖 高心昱 

刘晓婷 宁晓露 王　欢 顾　白 奚佳琪 唐颛顼 舒　婷 

王静怡 余欣玥 吴青青 王沈婕 盛喆敏 陈喆欢 陈奕昕 

邬佳雯 何汝桃 胡　雯 庄雯惠 邵智慧 余敏慧 卢佩璇 

戴艳平 张莉莉 刘　艳 方晓涵 程丽萍 陈　静 张心洁 

刘　鑫 张钏窈 许德辉 王子豪 张　美 黄婷婷 梁凯莉 

俞叶慧 张　婕 张　悦 於雯菁 梁雨晨 江长红 况春晓 

王铭英 王　丽 张　甜 唐　雲 朱司婷 崔　齐 许　璇 

李雨寒 吴剑萍 周晴圆 周　敏 陈小鹏

　

许笑晨 陈天诚 张乐涛 余天瑞 齐　翔 张圆莉 查孝悦 

黄淑珺 吴心怡 褚曹萌 施馨瑜 傅丹妮 刘利梅 刘孟琦 

高　云 刘　彤 熊鸿艳 詹　鑫 代丽飞 沈　逸 夏思雪 

洪　帆 黄　蓉 刘芮瑄 王梦园 杨梦桐 王顺安 袁　浩 

2016级英语本科

　

2016级日语本科



PAGE 68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董佳皓 夏甦鹏 黄正升 王李超 周　纯 辛逸蕾 饶铃洁 

陈雪瑜 徐文洁 刘　洁 彭婷婷 李京诺 李晓菊 吕淑静 

张　璐 张　娜 梅若雪 颜　洁 白锦瑄 张心意 徐　玥 

李释云 王　佳 赵玲银子

　

唐力行  何吉申 葛一峰 周嘉栋 顾大僖 徐栋良 江　治    

叶君芷 吴方方

　

张　镠 程若韦  张海燕 徐　瑛 陈　洁  万　毅  蔡龙权  

骆梅芬 吴建新 胡　敏

　

郭彦红 张丽芳 王天风 邹　曼 裘文忠 周越美 朱　伟    

金丽君 张智良 张炎临 毛惠琴

  

　

施永宁 林　皓 毛琪毅  裘　雯 顾　苏 文卫平 唐根金  

秦元莲 李　环 金世恩 秦燕萍 方燕萍 孙莉萍

    

　

陈竺勤 朱　引 王海其

　

袁　铮 戴燕萍 顾庭文 李晓冬 方梅蓉 庄　健 尤正明  

袁建华 段贵勇 顾　翔 张耀辉 杨　杰 林　琳

1979级研究生

		

1985级研究生

　

　

1986级研究生

	

1987级研究生

		

	1988级研究生

1989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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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文 顾伟勤  孙志兴 王丹斌 杨　辉 熊　凌 杜　俭    

金　辉 瞿　虹 顾百林 谷仙春 袁瑞富 陈晓勇

 

　

朱建中 俞建村 张彦梅 黄向阳 沈　蕾 徐　文 秦一琼

　

王建红 毛静国 赵晓红 顾　翡 沈继红 周师迅 张吉良  

郭孝田

　

吴　燕 王　蕾 何佳倩 胡梅花 王治琴 吕晓红 张　愫   

陈怡均 严文庆 施澄宇 张　宇 蔡　成 戴晓东

　

王　懿 郑　芳 胡俊杰 付建东 马　薇

　

何　樱 杨伟皓 龚海娟 杨改然 陈　军 张兴旺 祝　平   

官进胜 唐建军

　

朱　骅 王　慧 刘　静 张　炜 姚　辉 朱　蝶 刘　畅    

李莉萍 余玉清 冯　敏

1990级研究生

1991级研究生

1992级研究生

1993级研究生

1994级研究生

1995级研究生

1996级研究生



PAGE 70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王清伟 李艳平 徐启龙 丁　群 吴红敏 蔡安文

　

姒　峥 刘　华 徐　凯 李　健 吉　敏 王东玲 潘玉华  

闻朝君

　

杨兴松 何　晔 吴小春 张滢婕 祝春艳 黄　铮 刘　敏    

李　敏 叶　倩 杨茂娟 李宏德 王慧敏

  

　

吕芳慧 赵　晶 黄　颖 周　轶 方　冰 李　蟠 谢方丽  

季菊兰 桑　园

　

龚雅静 张　伟 冯永捷 李天绮 王丽敏 干　诚 刘　斌    

赵　燕 张文会 臧　璐 阮熙春 景晓莺

  

　

秦　杰 郭　萦 蒋琼华 贾莉丽 邵　霞 徐　楠 郭永红   

唐明仙 盛迪韵 李　丹 胡文杰 谭方方 毕建程 聂庆娟  

王晓华 冯　群 张玉环 沈烨炜 韩　斌 戚昳达 郭全照  

罗美娜 郭应可 缪素琴 燕惠芬 邬真玉 易霞妮 宋学东  

葛宇峰

1997级研究生

1998级研究生

1999级研究生

2000级研究生

2001级研究生

2002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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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礼礼 黄一聆 王　玉 罗晶晶 谢晓晨 李　静 金逸峰   

张向红 高　锋 张　蕾 张　丽 胡蕾蕾 颜晓晔 武新玉  

吴江华 谈剑明 陈　洁 朱　宁 慎丹丹 魏际兰 袁志美  

肖　丹 李　冉 臧艳雯 常　虹 贾晓哲 李　静  陆少兵  

吴彬彬 廖如芳 吴良平 宋　炳  潘莉萍 陶　丽 曹　嬿    

花可人 沈　莹 虞怡达 杨霞辉

 

陈东岚 郭建业 康春杰 陶　莹 韦　媛 严　冰 张素梅   

郑　芳 陈　赢 冯俊英 甘大全 耿燕霞 洪增长 金美兰  

李兰平 李　源 梁　杰 刘蓓蓓 陆静英 邱　慧 沙　莎    

沈颖璐 孙金丹 王　嵋 王一清 熊淑英 徐晓敏 燕守宝  

张　敏 郑皓茹 周红霞 陈筱芳 葛鉴瑶 韩　艳 何赛萍  

李巧芳 柳　莎 王　零 王霞静 王宗忠 吴晶晓

 

黄厚鹏 张玉玲 余海英 瞿　慧 齐好丽 赵雅君 黄新春 

张　斌 马晓燕 童玲红 杨伟英 刘　佳 尹晓娟 徐耀辉  

刘正飞 鲍　勇 邹珊珊 巨　铭 章洁帆 詹　婷 沈亦楠 

徐宁骏 陈白颖 季　新 林　曦 李　黎 陆　祺 胡　冰 

王立华 周文芳 郑文彦 沈　花 张　静 董祥干 王　凌    

叶　珍 陈正媛 杨　敏 侯彩虹 尚喜梅 王成妃 王丽丽 

张大伟 蔡　颖 侯佳嘉 李　嘉

 

钟　敏 陈江喜 郑瑞君 庄　媛 盛婷婷 张　虹 张　琳    

王志英 申秀娟 张　艳 范　蓓 唐章燕 尹娟华 于　艳    

2003级研究生

2004级研究生

2005级研究生

2006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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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师生名册

张　岚 张文文 董　丽 雪　莲 李路芸 苏莹莹 黄　平    

孔为松 俞曦霞 姚春雨 刘娜娜 邓江兰 刘　璇 赵　青    

陈　菁 宋慧超 沈晨荔 华　夏 郝　玥 韦　唯 张　苏    

石　磊 程孟利 张　静 黄邵娟 申　衡 付家梅 童　莉 

张凤仙 熊　婷 刘利艾 周　莹

　

汪冠林 洪佳敏 李华平 乐　健 游　芳 叶冬明 万　丽    

关　影 邱　睿 林　林 祝　晓 龚　洁 陈建明 魏　蔚 

万　欢 桂艳平 余巧云 胡慧珍 王　蓉 王颖婷 戴丽佳 

潘怡斐 张　迪 刘　洋 韩　力 金　凤 邱亚俊 赵景昆 

周　倩 彭　筠 邓美云 王　珂 沈大卫 王　欢 李香艳 

赵　宇 杨　挺 刘沛茹 周宇驰 吕杰敏 胡　蓓 张庆云 

王瑞丽 刘　莉 李玉玲 顾思议 王慧敏 贾　燕 王　丹 

梁娇娇 唐　平 马亚琴 王丽影 欧阳细玲 张　超  徐鲁亚  

杨贵华 田　园 李　晶

　

王彩虹 宋翠丽 赖聪梅 程海燕 陈　坦 李丽霞 季书会 

王　琪 黄利斌 张　丽 曾云琴 张晓蓓 尚广辉 赵春华 

汤　蕊 陈　颖 焦海燕 李玉洁 李德霞 陈　洁 李　梅    

徐德超 白彦彦 齐婷婷 武晶云 汪　艳 何丽云 韩敬娟 

王　璐 汪　佳 董珍铉 王志敏 王芳芳 周雯雯 李彦昌 

李良平 秦增婷 姜　莉 陈慧莲 戴祥萍 何苏明 杨　玲 

王卫霞 薛　敏 许　娇 张婷婷 张　思 高丽君 柴玉炜 

梁爱露 崔瑞娟 宋　琦 王　娟 朱文琼 陈婷婷

　

刘方明 黄　玲 江全康 陈毅俊 高　玥 邹　朋 葛玉敏  

2007级研究生

2008级研究生

2009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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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师生名册

缪凌云 刘光玥 王维荣 熊　娜 崔伟娜 时婷洁 闫晓宁  

任瑞阳 刘　莎 王莉娟 李腊梅 刘令娴 金　鑫 张　黎    

王新丹 陈忠敏 程又佳 杜　蕾 管凌云 卢王珠 单李欣 

施发勇 付颖鑫 夏宇梁 余慧敏 王亚男 孙雅洁 郭慧钰 

黎　欢 邵梦远 文　琳 费　晔 陶海宗 徐　添 左海燕  

米素娟 周致远 曹　玮 崔　蕾 邓　一 程　杰 刘　洋 

崔文旭 陆　艳 陈　佳 刘云鸽 孙　倩 廖　静 陈美好 

査　琳 常红艳 潘　甜 王　菁 毛利尹 曹淑娟 占　润 

邢　玥 王雪晴 金　竹 刘　静 郑晓帆 张　卓 薛荔烊 

郑怡明 严世良 罗雪林

　

朱璐璐 笪美华 王沫文 刘嘉瑜 杜爱燕 潘　敏 李　好 

陈雪娜 黄　清 武亚梅 陈玲晓 陈珍丹 姚秋梅 何家佳 

夏志辉 胡丽丽 付　艳 石　琳 陈　辰 吴美兰 尹晓臻 

王正鑫 高　源 李　慧 吴汉芳 钱　静 邵晴晴 纪冰仑 

周爱平 魏　懿 蒋　娟 周　吉 钱雯茜 包　婷 熊为源 

周　璐 陈　墨 刘张松 吴　菲 白江丽 郑曦汇 李俊颖 

程时芳 陶　婷 刘丹丹 石晓芳 孙敬敬 苏彬洁 李双双 

黄雯君 王玲玲 卢　莎 李　苏 杨抑扬 崔丹丹 鲍丽媛 

蔡　妮

     

　

张卓立 吴　瑛 余晓侠 张宸玮 水新月 石　慧 曹莉萍 

母　丹 王珊珊 吴慧敏 郭晓丛 康　蕊 张金花 何　煦 

蔡舒文 胡佳佳 徐亚飞 谢　华 贺文婕 张　铮 马丽艳 

郭丽彬 袁均檬 陈　阳 周　燕 蔡凤婷 赵　倩 蔡小灵 

崔玮崧 李　仪 徐新颖 黄　静 邹红丽 姜　玲 梁志花 

刘　冰 郭一凡 唐丽婷 龙穗频 李小娟 陈　慧 蒋婷婷

2010级研究生

2011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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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飞 徐　烨 李雪芬 秦　杰 杜永辉 李　静 吕春兰 

沈文燕 张　贝 张萍萍 艾　青 程　果 董晓婕 韩彦颖 

蒋宇芬 李雪琪 林彬彬 鲁雅慧 钱莉莉 童家敏 童　莹 

吴亚永 张春燕 张立群 祝康颖 冬　梅 韩梦初 姜陆波 

李艳茹 周　鸽 戴　欢 桂严捷 何　婷 姜晓丹 鞠　扬 

刘佩佩 刘　侠 潘晨扬 王甜甜 王小蒙 胥振振 杨　昱 

赵茜玥 王晓艳 赵　星 陈　嵘 戴雅婷 范春萍 高明鸣 

顾俊超 郝天乐 柯小丽 李秀璇 柳芳春 马丽婷 茆　雨 

祁婷婷 唐祖单 王慧华 王燕玲 吴晓猛 肖　江 张晶晶 

张思莹 张　艳 章靓彦 赵昕晨 陈思颖 费　薇 冯　会 

龚　颖 郝一泓 何娟娟 洪丹丹 胡晓蕾 胡晓云 柯　强 

林爱雨 刘艳姣 宁　霞 全　亮 孙雯雯 徐　东 曾玲玲 

张婧姮 张小翼 张　政 陈丽媛

  

　

陈丹婷 陈庭娟 樊　成 刘　坤 彭　楠 唐　雪 陈欣欣 

崔海洋 杜　梅 顾诗韻 胡　慧 黄媛媛 李向荣 瞿燕娇 

任玉娟 温冬梅 温　茹 吴　杰 杨奥琳 杨唯烨 张梦娇 

朱宝霞 贾丽娜 金美含 李木子 薛　爽 岑　路 方　乔 

冯雪燕 胡芳芳 李　超 宋静静 王雨诗 王志宇 韦琳琳 

魏　洁 杨玲丽 余贝蓓 俞晓轩 张　宁 张亚辉 邹清妹 

柴德慧 党娟娟 耿　瑜 韩祝伢 黄　倩 李旻翡 林　霞 

刘　斌 闵荣荣 邱　笙 石舒婷 汤佳山 屠园园 王丽娜 

徐清韵 姚　媛 张　会 张青云 张毓琪 郑丹丹 郑雪莹 

朱婷婷 朱韵譞 祝歆奕 陈智婕 陈朱俪 范林霏 何昆仑 

冀洁茹 李晓娟 鲁蔡玲 苏　鹏 王　界 王丽霞 王亚旗 

夏　恬 叶文静 俞乃俊 张文超 张　玉 赵冉昕 赵　爽 

祝宇轩

2012级研究生

2013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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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威 丰　楠 江　浩 蒋晓明 李乐乐 李艳萍 李征亚 

梁　超 林　敏 刘珏英 刘倩芸 刘显芷 潘雪娇 史磊磊 

史梦云 魏欣欣 谢芙蓉 徐作杰 许　画 许佳佳 杨千里 

杨雪薇 杨迎心 叶　敏 张　莉 何　云 焦明月 刘　晴 

吕品一 马思林 甄　婧 陈可佳 陈　瑶 侯　琳 胡宇宁 

黄启云 李旖迪 刘晓丹 刘　曜 彭李丽 浦　妤 王星星 

王怡瑄 吴怡雯 于文新 余　璐 朱靖涛 彭锡华 孙　颖 

汪　兰 王　婕 辛　奇 曹　波 陈　欢 陈　慧 方　丹 

李建云 李琼莉 石晓玲 万鹏程 王　迪 韦燕南 殷佳越 

余　硕 周　楠 周婷婷 周　颖 曹　璐 陈冰心 陈　丹 

陈会姣 陈书洞 陈　莹 冯　莹 高　瑶 顾启成 韩　琪 

胡梦琦 胡隐乔 胡志成 姜　晶 蒋　楠 雷　鸣 李　新 

刘　方 刘小磊 刘晓静 刘　杨 陆音超 罗　昕 王佳楠 

王　卓 邢海燕 徐　琳 张　磊 张琳娜 张　宁 张煜林 

章　茜 郑雅婷

　

陈静萱 童和平 王细梅 吴　蕊 曹沂沂 常凯丽 陈　婧 

顾晨罡 洪　雨 刘　蝶 卢　荟 潘　杰 王亚楠 翁武婧 

席晓莹 谢子岚 岳晓云 张树元 赵亮宇 赵田田 周峥东 

褚黎明 吕　娟 肖旭丹 杨雪君 钟　璨 包思嘉 梁珊珊 

吕　晗 马丽佳 孙甜甜 孙　瑶 王晨晨 吴玉菡 谢嘉丽 

徐佳慧 姚　钰 张泽云 周　姝 白晓云 陈　欣 陈　彦 

崔　巍 贺嘉宁 洪英俊 黄秀云 李梦莹 刘晓敏 潘　洁 

彭　诚 邱精文 田小宇 熊凤凤 晏瑞苹 杨碧芳 张　涵 

赵鹏飞 周慧蓉 朱倩芸 朱　强 朱　易 金　哲 黄林林 

刘晓旎 姚　瑶 尤文婷 张　蒙 艾方方 蔡玉娟 常玉杰 

陈玲玉 陈　思 陈莹莹 党天琪 冯　甜 付　悦 高雅洁 

龚艳娜 胡　婷 胡　雯 黄乐青 姜培菁 蒋　颖 李　莹 

2014级研究生

2015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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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越 刘海波 刘晓庆 马　丽 钱红业 任　晓 苏芬芳 

苏雨荷 田俊莲 魏良霞 魏忠莉 吴　阳 谢冰晔 邢　程 

徐　可 原鑫桐 张影影 张玉柱 张志璐

　

何梓晗 孔玉雨 李文枢 邱自菊 尚胜男 王媛媛 王震龙 

余　佩 陈小云 胡　燕 胡育杰 江小璐 康媛媛 林晓妍 

刘　冰 刘　燕 马利莎 彭　玥 沈晓彤 汪冬纯 严思琪 

杨晶晶 公主（Putri Aris Safitri） 蒋　念 孔苗苗 李　薇 颜燚梅  

杨　璐 丁子竹 赖春艳 李丹凝 李文静 李　岩 李园园 

刘湘瑜 卢金香 孟燕燕 石纯英 杨　琪 张金慧 朱　潇 

单晓岚 邓梦瑶 方　洪 冯和鹏 黄　娜 李　静 刘　琛 

刘　芳 刘新烨 王俊伟 王　盼 王倩梦 魏江丽 邢　芹 

薛佳悦 杨秋芸 岳婉旭 张怀兮 张慧莹 张　琳 张瑞瑾 

周顺萍 汪静雯 蔡颖聪 曾方园 曾　玉 车倩倩 陈佳雯 

陈　蕾 陈　玲 陈　鑫 陈业鑫 陈雨璇 成宇童 丁淑娜 

杜雨泽 方幸娟 冯佩佩 郭　宇 韩　妍 何　玲 洪俐俐 

黄春花 季晨晓 姜含笑 蒋婷婷 金菲菲 经　易 孔德亮 

况寒香 郎　涛 李奇凡 李　雪 刘　璠 刘巧玲 刘瑞颖  

刘　阳 刘玉婷 龙小雪 马珂雯 马　源 孟　姗 牟星竹 

秦国文 王飞飞 王济暄 王丽文 王凌云 王　玮 王玉慧 

王　族 吴昆玉 吴舜琴 徐　刚 徐伊雯 王杨昕子 徐　颖 

严芳芳 严　璐 杨佳欣 杨小琳 杨晓彤 叶柳晴 张丽红 

张一苇 张　奕 赵婷婷 周雨曼 朱萍萍 朱文娟

　

宋梅砚 胡俊杰 盛迪韵 周　骞 唐忠顺 赵　鹍 秦　杰 

高　琼 吴吉东 张　君 潘　娟  

2016级研究生

历年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