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级-2019级硕士生名单 

2019 级 27 人 

姓名 导师 专业 
赵一豪 徐斐 基础数学 

张懋胤 徐斐 基础数学 

龙景 杨忠强 基础数学 

杨晓菁 乌兰哈斯 基础数学 

刘淑佳 乌兰哈斯 基础数学 

杨梦林 邬恩信 基础数学 

黄锐松、 孙京洲 基础数学 

董慧玥 娄增建 基础数学 

李明发 杜式忠 基础数学 

吴嘉纯 杜式忠 基础数学 

徐妍 余成杰 基础数学 

陈焕杰 余成杰 基础数学 

李星宇 温智涛 基础数学 

郑则彤 李健 应用数学 

王昌林 李健 应用数学 

罗泽衍 杨守志 应用数学 

童佳玲 韦才敏 运筹学与控制论 

贺文文 韦才敏 运筹学与控制论 

汪文倩 韦才敏 运筹学与控制论 

陈锦彬 叶瑞松 计算数学 

曹若男 杨欢欢 计算数学 

周丹丹 杨欢欢 计算数学 

杨伟豪 陈晓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肖碧娟 陈晓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张靖 方睿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周家麒 方睿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林炜槟 方睿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18 级 24 人 

姓名 导师 专业 

郑晨佑 徐斐 基础数学 

郭天培  杜式忠  基础数学  

周小静  娄增建  基础数学  

刘美琴  孙京洲  基础数学  

谭苏玲  王仙桃  基础数学  

杨智强  王仙桃  基础数学  

陈田田  乌兰哈斯  基础数学  

陈艳英  乌兰哈斯  基础数学  

陈森波  邬恩信  基础数学  

刘宇琼  杨忠强  基础数学  

冯佳慧  杨忠强、李健  基础数学  



黄敏星  余成杰  基础数学  

余樱桃  余成杰  基础数学  

刘艺  李健  应用数学  

卞梦圆  林福荣  计算数学  

黄玲  林福荣  计算数学  

曾祥秋  叶瑞松  计算数学  

孙广曼  叶瑞松  计算数学  

马萌  韦才敏  运筹学与控制论  

于涛  韦才敏  运筹学与控制论  

刘博文  陈晓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张静  陈晓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李傲霜  方睿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汪伯阳  方睿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017 级 23 人 

学生姓名 导师 专业 

丁钱  杜式忠 基础数学  

夏祯阳  杜式忠 基础数学  

吴晓敏  娄增建 基础数学  

李二婷  王仙桃 基础数学  

周海英  王仙桃 基础数学  

徐文超  乌兰哈斯 基础数学  

陈宇春  邬恩信 基础数学  

陈淑婷  徐斐 基础数学  

陈雪梅  徐斐 基础数学  

江奉师  徐斐 基础数学  

黎东超  杨忠强 基础数学  

秦涛  余成杰 基础数学  

周碧江  余成杰 基础数学  

陈至芬  陈晓鹏 应用数学  

张媚  陈晓鹏 应用数学  

孔倩  李健 应用数学  

梁先娟  李健 应用数学  

劳承学  林福荣 应用数学  

杨红  林福荣 应用数学  

张奕纯  韦才敏 应用数学  

江震  杨守志 应用数学  

倪德果  杨守志 应用数学  

张静  叶瑞松 应用数学  

 

2016 级 21 人 

学生姓名 导师 专业 

何波 娄增建 基础数学 

何华林 娄增建 基础数学 



吴俊涵 娄增建 基础数学 

陈泽斌 谭超强 基础数学 

林翠云 谭超强 基础数学 

黄叶腾 王仙桃 基础数学 

罗青青 王仙桃 基础数学 

刘佐灵 乌兰哈斯 基础数学 

洪榕珊 徐斐 基础数学 

黄烈 余成杰 基础数学 

徐凡珂 李健 应用数学 

杨依妮 李健 应用数学 

王秋亚 林福荣 应用数学 

张雁舒 林福荣 应用数学 

邓婷婷 韦才敏 应用数学 

黄国航 韦才敏 应用数学 

刘文倩 韦才敏 应用数学 

白耿介 杨守志 应用数学 

李文文 杨守志 应用数学 

兰欢 叶瑞松 应用数学 

黎桠娟 叶瑞松 应用数学 

 

2015 级 17 人 

专业 学生姓名 导师 

基础数学 

单宁、刘海峰 徐斐 

曾道成、刘文娟 杨忠强 

余正伟 余成杰 

赵芳、罗志丹 乌兰哈斯 

范美玲 谭超强 

应用数学 

林先伟、艾良亭 韦才敏 

陈丹媛、邱一峰 林福荣 

庞桥森、李猛 杨守志 

陈裕城 叶瑞松 

胡伟斌、余声宇 李健 

 

2014 级 22 人 

专业 学生姓名 导师 

基础数学 
刘瑞娟、叶明敏 徐斐 

樊效炘、李运凤 杨忠强 



肖乾洪、盛斌 王仙桃 

刘方方、裴雪艳 乌兰哈斯 

杨文添、胡健辉 娄增建 

陈志刚、赵菲菲 余成杰 

应用数学 

曹卫丽、李忠萍、刘梅 韦才敏 

梁江丽、何琪丰 林福荣 

肖俊河、张丽娴 杨守志 

葛蒙、马俊明、张星 叶瑞松 

  

2013 级 18 人 

专业 学生姓名 导师 

基础数学 

万欣、黄娟、饶丽 谭超强 

吴方磊、张礼旭 乌兰哈斯 

朱森华、陈思萍 娄增建 

陈玉莲、杨良畏 余成杰 

应用数学 

张德忠、陈墩墩、葛林平 韦才敏 

刘伟东、郝琳 林福荣 

邱坚锋、王莉莉 杨守志 

刘丽、习玉婷 叶瑞松 

 

 

 

2012 级 18 人 

专业 学生姓名 导师 

基础数学 

张创源 李澎涛 

陈良之 杨忠强 

许家家、王尔敏 乌兰哈斯 

贾佳 娄增建 

李杰、梁利明 徐斐 

陈秀琼 谭超强 

应用数学 刘君兰、何健庆、白亚南 韦才敏 



郭魏丽、王超 林福荣 

王亚飞、卢剑、陈财丰 杨守志、谢长珍 

郭伟创、赵君勤 叶瑞松 

 

2011 级 8 人 

专业 学生姓名 导师 

基础数学 
李军、吴泽敏 黄文学 

郑艳梅、陈济扬 杨忠强 

应用数学 

陈云、王艺龙 杨守志 

李银华、谭相波 叶瑞松 

蔡梨 韦才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