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分组 报告情况 姓名 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郑国 北京大学 生物医学英语
吴奕忱 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田穗子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刘燮仪 电子科技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庞珞珧 河北大学 应用心理学
初阳 华东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淇玮 南京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周衡 苏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
滕彬钰 浙江大学 心理学
王盛元 中山大学 心理学
李媛媛 安徽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杨帆 北京大学 心理学
沈洋 北京大学 心理学
吴海涛 北京大学 心理学
刘远泽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蒲璐萌 北京体育大学 应用心理学
邹昕童 东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
段家文 东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
戴佳婕 广州医科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颜超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5+3”一体化
罗颖睿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心理学（国家理科基地班）
彭晓静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基地班
黄颖诗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基地班）
陈清琳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师范，基地班）
丁一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
何陆宁 辽宁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师范）
李松珊 南京大学 应用心理学
伍柏西 南京大学 物理学
毕一凡 南京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陈闽 南京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叶泽菡 上海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陈晗阳 苏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
王婧嫣 西南交通大学 应用心理学
陈洁 郑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专业
陈森宇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
孙雅雯 苏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
张静怡 山东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许岳培 上海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贺文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心理学
李紫菲 江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计量方向）
季银银 南京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沈嘉琦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师范）
蔡慧婷 中山大学 心理学系
白金花 黑龙江大学 应用心理学
刘思燚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张歆瑜 西北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马嘏 北京大学 心理学
刘琴 中山大学 心理学
刘君瑶 北京林业大学 应用心理学
吴梦琳 苏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
金欣园 首都师范大学 心理学

脑与认知科学

无需报告

需要进行报告

需要进行报告

无需报告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丹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
黄水清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师范）
欧阳嘉琪 辽宁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师范）
王浩宇 北京大学 心理学
冯逸汝 华东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娄宇 山东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卓越计划）
罗敏 北京大学 心理学
蒋欣颖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曹雅岚 北京大学 应用心理学
余思雨 华东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系
梁溢纯 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陈森喻 中山大学 心理学
芦玥童 中央财经大学 应用心理学
肖子燕 清华大学 心理学
魏镜 山东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卓越计划）
张卓然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郑舒方 中山大学 心理学
梁雅婷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
刘怡婷 江西师范大学 计量心理学拔尖人才实验班
杜文璇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会计学
刘津君 武汉大学 心理学
王宇轩 北京大学 心理学
沈逸晓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杨子硕 江苏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袁金玉 北京大学 心理学
温文 北京大学 心理学
李祺溦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张佳雨 北京大学 心理学
董熠 苏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
丁徐漪 南京大学 应用心理学
贾兴泽 山东大学 工商管理
崔怡洋 哈尔滨师范大学 心理学
包佳敏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心理学
王咏尔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心理学
金佳佳 浙江工业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姝贤 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张子悦 山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
方昊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应用心理学
陈彦冰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孙睿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类
陈丹睿 山西大学 应用心理学
邓雅婷 中山大学 心理学
张璐 南昌大学 应用心理学
王晓斐 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学
李奕萱 郑州大学 应用心理学
阮文娴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
吴昊天 中央财经大学 应用心理学
王艺霖 南开大学 应用心理学
张君毅 江西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李晓琴 北京体育大学 应用心理学
罗睿 南阳师范学院 应用心理学
陈雅茹 南京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需要进行报告

无需报告

管理与社会心理学



樊利芳 西安体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
曾艺欣 中山大学 心理学
袁港轩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基地班）
陈思瑜 中山大学 心理学
裴姣姣 河北大学 应用心理学
阮盾 北京大学 心理学
吴燕 南京中医药大学 应用心理学
韩紫薇 重庆大学 应用化学
张晶 南京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童音 中山大学 心理学
蒋泓 山西大学 应用心理学
郝嘉琨 山西大学 心理学
谢玉姣 济南大学 应用心理学
潘奕名 北京大学 护理学

需要进行报告

无需报告

临床与健康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