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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物理系教职工名录

说明：本名录分十一个部分列出各时期的教职工名录。

（一）京师大学堂时期教师名录（１８９８—１９１１）；
（二）民国元年（１９１２）至抗日战争开始（１９３７）教师名录；
（三）西南联合大学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６）教职员工名录；
（四）复员回北平（１９４６）至高校院系调整前（１９５２）教职工名录；
（五）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新北京大学物理系教职工名录；
（六）１９５８年底原物理系分入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理系三系的教职工名录；
（七）院系调整（１９５２）到成立物理学院（２００１）时期的教师名录；
（八）物理系金工车间及物理工厂职工名录：

　１１９５８年物理系金工车间并入学校仪器工厂，由物理系调出职工名录
　２．１９５９年６月物理工厂职工名录
　３．１９６０年物理系接收的转业军人名录
（九）１９６６年职工名录；
（十）２００１年物理学院成立前夕物理系职工名录；
（十一）１９５３－２００１年期间曾在物理系工作、前面各项未纳入的职工名录。
教师职称的名称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先称教习（称总教习、分总教习、正教习

和副教习），后称教员（称正教员、副教员，本科和预科还分开）。物理教师的聘请较晚，已称教员。民国

以后称教授，讲师，助教。从西南联大时期开始，在讲师与助教之间增设一档，称教员，或研究助教或讲

员。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取消此档，但对新聘教师或原有教师出国留学回来者，未确定职称前暂称“教
员”。

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北大，凡聘请外校教授来校兼课，均称为兼任讲师，清华大学也是这样处理。如果
该教授在学术休假期间，则可聘为教授，如萨本栋为清华教授，曾任北大兼任讲师，但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学
术休假，受聘为北大物理系研究教授。为了区分，有时把本校的讲师称为专任讲师，兼任讲师则简称讲

师。在校时间指本阶段内的在物理系时间。职称在该阶段中有变化时，在相应职称前标明升任该职称

的年份。各阶段教师姓名原则上按年龄排序，年龄不详者只能估计排序。

（一）京师大学堂时期教师名录（１８９８—１９１１）

姓　名 生年 在校时间 职　称 备　注

氏家谦曹 不详 １９０４．７—１９０８．１２ 日文兼物理，算学教员 日本籍

吴乐鬯 不详 １９０４．１０—１９０７．２ 日文兼物理教员

艾克坦 不详 １９０９．９—１９１２．１０ 理化教员

何育杰 １８８２ １９０９—１９１１．１２ 正教员



（二）民国元年（１９１２）至抗日战争开始（１９３７）教师名录

姓　名 生年 在校时间 职　称 备　注

何育杰 １８８２ 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教授 １８—２０系主任
王　蓥 不详 １９１３—１９１８ 教授

张大椿 １８８２ １９１３—１９２２ 教授 ２０—２１系主任
李祖鸿 １８８３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教授

夏元? １８８４ １９１２—１９２３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教授

１２—１９理科学长，２１—２３休假出
国，２９—３１系主任

张贻惠 １８８６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教授

张善扬 １８８８ １９１３—１９１９ 教授

颜任光 １８８８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 教授 ２１—２４系主任，２４—２５休假出国
李书华 １８８９ １９２２—１９２９ 教授 ２６—２９系主任
孙国封 １８９０ １９１６—１９１７ 助教

饶毓泰 １８９１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教授，３４研究教授 ３３—３７系主任，３５—３７理学院长
龙际云 １８９２ １９２３—１９３７ 助教，２９讲师，３２副教授
文元模 １８９３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教授

丁燮林 １８９３ １９１９—１９２６ 教授 ２４—２６系主任
郑振瞷 １８９４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３？） 助教

丁绪宝 １８９４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助教

江成标 １８９４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助教

温毓庆 １８９５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 教授

林　晓 １８９５ １９２１—１９２６ １９３２—？ 助教，２６讲师，３２副教授
程经远 不详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助教

张佩瑚 １８９７ １９２３—１９３２（？） 助教，２９讲师
杨肇鴒 １８９８ １９２５—１９２８ 教授

张仲桂 １８９９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 助教

罗宗炜 不详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助教

朱物华 １９０２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教授，３４研究教授
赵广增 １９０２ １９３０—１９３６ 助教

萨本栋 １９０２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研究教授

张宗蠡 １９０３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 副教授

原景德 不详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助教

杨汝楫 不详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助教

李光涛 不详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 助教

郭元义 不详 １９２８— 助教

王守竞 １９０４ １９３１—１９３３ 研究教授

吴大猷 １９０７ １９３４—１９３７ 教授

江安才 １９０７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助教

周同庆 １９０７ １９３３—１９３６ 教授

吴　锐 不详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教授

沈寿春 １９０８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助教

张崇年 不详 １９３１— 助教

张明示 不详 １９３１— 助教

尹以莹 １９１０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助教

薛琴访 １９１１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助教

　　在此期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的兼任讲师有张贻惠、文元模、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黄子卿、潘祖武、梁引年、王冠
英、蔡钟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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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南联合大学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６）教职员工名录

说明：１．本名录主要参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以下简称《史料》）所载“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册（１９４６）”。但名录也包括一些《名册》中未收录，而在《史料》一书其他部分
出现的人。凡属此类均在姓名后上角加标表示出处的序号，分别为：① 见《史料》ｐ．５９；② 见《史料》ｐ．
７３；③ 见《史料》ｐ．９０；④ 见《史料》ｐ．３０４。

２．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三校聘请的教师，凡在西南联大任教者，均列入西南
联大教职员录。下列名单中姓名后（）内的Ｐ，Ｔ，Ｎ即分别代表北大、清华、南开。另有一部分教师只
是西南联大聘请的，三校并未发给聘书，则姓名后不加注。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中的无线电、金属两所

的研究人员，少数人在西南联大兼任教学工作，列入“西南联大教职员名册”。其他人员未列入“名册”，

此处也不正式列入，但在最后附列其姓名，以备查考。在师范学院理化系和工学院电讯专修科担任物理

课教学的老师不属物理系教师之列，也只在最后列出姓名，以备查考。

３．出生年份栏中，凡带有月份者为准确的，否则为根据资料中所填写的“年龄”推算而得，可能与真
实年份有出入。

４．北大、清华当时教师职称分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研究助教）、助教五级。

姓　名 生年 在系时间 职　称 备　注

饶毓泰（Ｐ） １８９１．１２ ３７—４４．１ 教授

３７—４６北大物理系主任
３７—４４．１联大物理系主任
４４．１—４６休假出国研究

吴有训（Ｔ） １８９７．４ ３７—４５ 教授 ３７—４５联大理学院院长

叶企孙（Ｔ） １８９８．７ ３７—４１，４３—４６ 教授
４５—４６联大理学院院长
４１—４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朱物华（Ｐ） １９０２．１ ３７—４６ 教授

赵忠尧（Ｔ） １９０２．６ ３８—４６ 教授

周培源（Ｔ） １９０２．８ ３７—４３ 教授 ４３—４６休假出国研究
霍秉权（Ｔ） １９０３．２ ３７—４６ 教授 ４６．１—４６．７联大物理系代主任

郑华炽（Ｐ） １９０３．８ ３７—４６ 教授
４４．１—４６北大物理系代主任
４４．１—４６．１联大物理系主任

任之恭（Ｔ） １９０６．１０ ３７—４１ 教授

孟昭英（Ｔ） １９０６．１２ ３７—４０ 讲师，３８教授

吴大猷（Ｐ） １９０７．６ ３８—４６ 教授
３７—３８请假在四川大学任中英庚
款讲座教授

江安才（Ｐ） １９０７ ３８—４２ 助教，４０研究助教
沈寿春（Ｐ） １９０８ ３７—４６ 助教，４０研究助教
傅承义（Ｔ） １９０９．１０ ３７—３９ 教员

赫崇本（Ｔ） １９０９ ３７—４１ 助教

张文裕（Ｎ） １９１０．１ ３９—４３ 教授

王竹溪（Ｔ） １９１１．６ ３８—４６ 教授

戴文赛（Ｐ） １９１１．１２ ４２—４３ 兼任讲师 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研究员

薛琴访（Ｐ） １９１１ ３７—４６ 助教，４３教员
卓　励（Ｐ） １９１１ ３８—４３ 助教

葛庭燧③（Ｔ） １９１３．５ ４０—４１ 教员

马仕俊（Ｐ） １９１３ ４１—４６ 教授

郭沂曾（Ｎ） １９１４．２ ４１—４６ 助教

戴中?①（Ｔ） １９１４ ３７—３８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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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洪涛（Ｔ） １９１４ ４１—４２ 助教

熊其仁 １９１４ ３９—４２ 助教

高鼎三 １９１４ ４３—４６ 助教

斯允一（Ｔ） １９１４ ３９—４２ 助教

虞福春（Ｐ） １９１４．１２ ３９—４６
助教，４１研究助教，
４３讲师

张家骅 １９１５．４ ４１—４６ 助教

梅镇岳（Ｔ） １９１５．９ ３９—４５ 助教，４４教员
金先杰 １９１５ ３９—４６ 助教，４４教员
张景廉（Ｔ） 不详 ３７—４０ 助教，３９教员
黄　凇 不详 ３９—４１ 助教，４０讲师 ４０—４１年度名册中无，不知何故
孙珍宝①（Ｔ） 不详 ３７—３８ 助教

田金棠①（Ｔ） 不详 ３７—３８ 助教

胡　宁（Ｔ） １９１６．２ ３９—４０ 助教

陈芳允②（Ｔ） １９１６．４ ３８—４０ 助教

林家翘②（Ｔ） １９１６．７ ３８—４０ 助教

王代 １９１６ ４１—４３ 助教

胡玉和 １９１６ ４２—４６ 助教

翁景光③ 不详 ４０—４１ 助教

董石如 １９１６ ４５．１—４６ 助理（职员） ４０．３—４５．１师院理化工作室助理
黎斌儒 １９１６ ４３—４６ 练习生（职员）

袁广才 不详 ４１—４４ 练习生（职员）

朱纪生 不详 ４０—４２ 练习生（职员）

苟清泉 １９１７．４ ４５—４６ 助教

汪　瑾③④（Ｔ） １９１８ ４０—４２ 助教

李荫远 １９１９．６ ４５—４６ 助教

黄　昆 １９１９．９ ４１—４２ 助教

杨约翰 １９１９ ４３—４６ 半时助教

胡日恒 １９２０．５ ４３—４６ 半时助教

丁　渝 １９２０．９ ４４—４６ 助教

郭耀松④ １９２０ ４２—４３ 助教

黄永泰 １９２０ ４２—４５ 助教

洪川诚 １９２０ ４５—４６ 助教

许少鸿 １９２１．２ ４３—４６ 助教

戴传曾 １９２１．１２ ４２—４６ 助教

王永良 １９２１．１２ ４５—４６ 助教

朱光亚 １９２４．１２ ４５—４６ 半时助教

　　附：１．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人员名单
吴有训（兼） 余瑞璜 王遵明 陈德仑 孙珍宝 黄培云 赫崇本

周国铨 向仁生 黄胜涛 王振统

　　２．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人员名单
任之恭 孟昭英 叶　楷 范绪筠 沈尚贤 张思侯 张景廉

毕德显 廖增武 胡灵泉 戴振铎 王天眷 陈芳允 吕保维

韦宝锷 沈庆垓 周国铨 罗远祉 许孝慰 官知节 慈云桂

周祯祥 毛振宗 胡国璋

　　３．在师范学院理化系担任物理教学任务的教师名单
许浈阳（教授） 黄授书（讲师） 王先矪（助教） 潘承懿（助教） 李德昆（助教） 赵汝琪（助教） 张恩虬（助教）

　　４．在工学院电讯专修科担任物理课程教学的教师名单
谢毓章（教员） 陆其蕙（助教） 唐立霴（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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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员回北平（１９４６）至高校院系调整前（１９５２）教职工名录

１．教师

姓　名 生年 在校时期 职　称 备　考

饶毓泰 １８９１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教授 理学院院长系主任

赵广增 １９０２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教授 ５０代系主任
郑华炽 １９０３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教授 ４６—４９教务长
薛琴访 １９１０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讲师，５０副教授
虞福春 １９１４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教授 ５１代系主任
马大猷 １９１５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教授

张宗燧 １９１５ １９４８—１９５２ 教授

张怀璞 １９１５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助教

江安才 １９１５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 副教授

胡　宁 １９１６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教授

郭沂曾 １９１６ １９４６—１９５０ 助教，４８讲员
苟清泉 １９１７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研究助教

秦祝浩 １９１８ １９４７—１９５２ 助教

黄　昆 １９１９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教授

孙念台 １９１９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助教 １９４７兼研究生
谭承泽 １９１９ １９４７—１９５２ 助教，５０讲员，５１讲师
丁　渝 １９２０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助教

沈克琦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助教，５０讲员，５１讲师 １９４７兼研究生
陆以信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助教

桂立丰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助教

徐叙誽 １９２２ １９４６—１９５１ 助教，５０讲员 １９４７兼研究生
梁宝洪 １９２２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讲师

陈景明 １９２３ １９４８—１９５２ 助教

黄择言 １９２３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助教 １９４９研究生
陈　玉女 １９２３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助教

邓稼先 １９２４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助教

朱光亚 １９２４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副教授

梁思轈 １９２４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 助教

郭汝嵩 １９２４ １９４８—１９５２ 助教，５２讲师
林克椿 １９２５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助教

陆祖荫 １９２６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助教

倪颖庄女 １９２６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 助教

于　敏 １９２６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助教 １９４９研究生
李之慧 １９２６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助教

李克敦 １９２６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助教

让庆澜 １９２７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助教 １９５０兼研究生
李若女 １９２７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助教

张志超 １９２７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助教

蒋　智 １９２８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助教

赵凯华 １９３０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助教 １９５０兼研究生
江丕桓 １９３０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助教 １９５０兼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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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技术人员　职员

姓　名 生年 在校时期 职　称 备　考

王文起 １９０１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技佐

刘宝德 １９１４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职员）

董石如 １９１６ 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技士

孟炳仁 １９２５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 练习生

　　３．工人
解　纯　　曹汝霖　　于殿英　　张玉珊　　黄寿恒　　鲍连河

（五）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新北京大学物理系教职工名录

说明：姓名后括号内的字幕分别代表来自北大（Ｐ）清华（Ｔ）燕京（Ｙ）或新聘（Ｘ）。
教授 饶毓泰（Ｐ） 叶企孙（Ｔ） 周培源（Ｔ） 赵广增（Ｐ） 李宪之（Ｔ） 褚圣麟（Ｙ） 王竹溪（Ｔ）

虞福春（Ｐ） 胡　宁（Ｐ） 谢义炳（Ｔ） 黄　昆（Ｐ） 洪朝生（Ｔ）
　　其中赵广增、胡宁、洪朝生为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聘教授。１９５９年后赵广增、胡宁改为北京大学专任教授，

洪朝生改为中国科学院专任研究员。

副教授 杨立铭（Ｔ）

讲师 许孝慰女（Ｔ） 郭敦仁（Ｐ） 胡国璋（Ｔ） 严开伟（Ｔ） 廖增祺（Ｙ） 黄永宝（Ｙ） 沈克琦（Ｐ）

仇永炎（Ｔ） 孙　佶（Ｔ） 梁宝洪（Ｐ） 吴林襄（Ｙ） 吴全德（Ｔ） 郭汝嵩（Ｐ） 唐知愚（Ｔ）
陈宏毅（Ｔ） 郑乐民（Ｔ）

助教 陈　玉女（Ｐ） 楼　格（Ｔ） 杨葭荪（Ｔ） 刘汉昭（Ｔ） 郭长志（Ｔ） 汪永铨（Ｔ） 赵凯华（Ｐ）

丛树桐（Ｐ） 杨大癉（Ｔ） 李克敦（Ｐ） 让庆澜（Ｐ） 潘永祥（Ｙ） 蒋　智（Ｔ） 郑富盛（Ｔ）
许殿彦（Ｐ） 李　椿（Ｙ） 钱尚武（Ｔ） 赵柏林（Ｔ） 殷宗昭女（Ｔ） 马靓廉女（Ｙ） 罗伯鹏（Ｐ）
李盳姬女（Ｐ） 林克椿（Ｐ，留苏预备班） 黎在宁（Ｐ）

兼任教授 赵九章（Ｔ） 叶笃正（Ｔ） 彭桓武（Ｔ）

兼任副教授 庄逢甘（Ｘ）

职员 董石如（Ｐ） 李克孝（Ｙ） 吕志勤（Ｙ） 赵　奇（Ｙ） 李智仁（Ｙ） 石自光（Ｙ） 李俊儒（Ｙ）

孟炳仁（Ｐ） 曹汝霖（Ｐ） 吴长珊（Ｔ） 蔡颖强（Ｔ） 阎连洞（Ｔ） 刁玉彬（Ｘ） 于文顺（Ｘ）
马增志（Ｘ） 杜瑞英女（Ｘ） 白震鹏女（Ｘ） 童信舫（Ｘ） 陈炳昕女（Ｘ） 丁英杰（Ｘ）

工人 王汝麟（Ｙ） 李志群（Ｙ） 李宗荫（Ｙ） 鲍连河（Ｐ） 苏文科（Ｙ） 李文禄（Ｙ）

（六）１９５８年底原物理系分入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理系三系的教职工名录

（１）物理系
教授 饶毓泰 叶企孙 赵广增 褚圣麟 王竹溪 胡　宁 黄　昆 洪朝生

副教授 杨立铭

讲师 许孝慰女 郭敦仁 胡国璋 黄永宝 沈克琦 范绪馪女 陈宏毅 杨葭荪 钱尚武

马靓廉女 丛树桐 许殿彦 李　椿 曹昌祺 钟文定 周光召（留苏）

教员 赵凯华

助教 郭长志 唐子健 郭元恒 廖　莹 陈志全 黄飞虎 张之翔 章立源 宋增福

何文望 潘永祥 李文河 姜　浩女 周适元 张合义 申世璋 陈显杰 钟云霄女

胡慧玲女 许祖华 杨建华 尹道乐 吴杭生 孙洪洲 潘国宏 邵义全 吴自勤

孙小礼女 水永安 李赞良 何雪华女 方　澄 王国文 方瑞宜女 秦旦华女 梁静国

叶良修 黄欣荣 虞丽生女 龚镇雄 林　抒 钱竹年 彭宏安 高崇寿 黄植文女

谢慧瑗女 郝争春女 莫　党 杨应昌 张炳清 郑明贤 王耕国 朱家珍女 王正清

黄正谊 杨明凯 李克诚 王士融 吴时敏 陈育林 蔡伯濂 何圣静 袁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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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隆培 吴仲英 李淑娴女 王阳元 李传义 蒋江涵 林绪伦女 李新章 俞朴安

苏肇冰 张厚道 梁家昌 陈育林 梁铁铮 侯伯元 王世宁 蔡一坤 梁炎武

丁仁志 戴道生（留苏）　陈 玉女（留苏）

职员、实验员及技工 曹芝圃 邹果秀女 刁玉彬 马增志 宋玉癉 董石如 李克孝 赵启良女

李智仁 农瑜华女 祁震清 于文顺 容祖秀女 宋崇让 蓝肇荣 韦爱祥 曾代秀女

王扬斌 周光洪 龚国瑞 秦克诚 夏业敏 李肇和女 胡玉? 刘徽浪 王秀成

李惠兰女 王津生 李长山 邢妙香女 王银弟女 李南敏女 蔡翠玉女 李佐文 夏德才

林士福女 郭维新 刘殿智 刘清田 李淑媛女 谢荣娇女

物理工厂人员 张海潮 杨　旭 李佩英女 薛巧技 张燕珍女 王秉刚 裘仲珍女 刘天杰

熊贵银 侯玉生 郭世海 刘国华 王洪章 梁桂兰女 郭永山 张树庞 王铭珍

陆文元 张凤义 齐玉宣 李宝坤

　　（２）无线电电子学系
教授 杜连耀

讲师 汪永铨 廖增祺 吴全德 郭汝嵩 郑乐民 楼　格 李肇遐

助教 徐承和 朱　宜女 王　楚 刘有恒 李俞华女 余耀煌 姚福田 张承佐 西门纪业

刘鸿辉 蒋曼英女 冯县达 冯义濂 何锡年 沈浩明 褚天鹏 周志尧 詹松年

董太乾 李守中 徐孟侠 章民立 王丕显 陈永春 倪皖荪 王义遒（留苏）

职员、实验员及技工 陈翠微女 白震鹏女 赵　奇 许　林 石自光 王义述 覃祖德 富文范女

崔淑洲女 高玉德 陈德海

　　（３）地球物理系
教授 李宪之 谢义炳 王子昌 傅承义（兼）

讲师 仇永炎 严开伟 唐知愚 杨大癉

教员 殷宗昭女

助教 尹　宏 沈　钟女 陈文琦女 霍宏暹 张玉玲女 王绍武 李其琛 陈受钧 张蔼琛

李　普 刘宝诚 张　钧 赵鸿儒 张　镡 陈诗闻女 王永生 颜景容女 陈家宜

吴庆鹏 方云飞女 傅淑芳女 丁纯文 宋仲和女（留苏）

职员、实验员 苏士文 李鑫珏女 苏文科 李文禄 杨武年 张宽一 杜瑞英女 方向法

叶慧蓉女 萧文俊 陈志明 徐新春 景荣林 阎永泉 蔡颖强 杜绪惠女

（七）院系调整（１９５２）到成立物理学院（２００１）前物理系的教师名录

姓　名 生年 在系时期 职　称 备　考

饶毓泰 １８９１ ５２—６８光 教授 ５５学部委员 ６８故

叶企孙 １８９８ ５２—７７固金磁 教授
５５学部委员，５６—６６磁学教研
室主任 ７７故

周培源 １９０２ 教授

５５学部委员，５６—６６北京大学
副校长，７９—８１北京大学校长

９３故

赵广增 １９０２ ５２—８７光 教授
５３—６６光学教研室主任

８６退，８７故
李宪之 １９０４ ５２—５８气 教授 气象学教研室主任 ０１故

褚圣麟 １９０５ ５２—８７磁 教授
５２—６６、７９—８２系主任

８７退，０２故
杜连耀 １９１０ ５２—５９ 教授 ５５—５９无线电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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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生年 在系时期 职　称 备　考

王竹溪 １９１１ ５２— ８３理，低 教授

５５学部委员，５３—６６、７７—８３理
论物理教研室主任，６２—６６、
７８—８３副校长 ８３故

王子昌 １９１３ ５６—５８地 教授 地球物理教研室副主任

虞福春 １９１４ ５２—５５，８２—８３ 教授
５３—５５普物教研室主任，
８２—８３系主任， ０３故

许孝慰女 １９１４ ５２—５９光 讲师

胡　宁 １９１６ ５２—８８理 教授
５５学部委员，８４—９６理论物理
研究所所所长 ８８退，９７故

谢义炳 １９１７ ５２—５８气 教授

５６—５８副系主任，
５３—５８天气学教研室主任，
８０学部委员 ９５故

郭敦仁 １９１７ ５２—８６理，磁 讲师，７８教授 ８６退，００故
胡国璋 １９１７ ５２—８５普，磁，电 讲师，副教授 ８５故
严开伟 １９１７ ５２—５８气 讲师，６２副教授
廖增祺 １９１８ ５２—５８气 讲师

黄　昆 １９１９ ５２—７７固，半，能 教授
５５学部委员，６２—６６副系主任
固体、半导体、能谱教研室主任

杨立铭 １９１９ ５２—８９ 副教授，６０教授 ９１学部委员， ８９退，０３故
黄永宝 １９２０ ５２—７０近，半 讲师，６０副教授
洪朝生 １９２０ ５２—５８ 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合聘） ８０学部委员

沈克琦 １９２１ ５２—９１普 讲师，６０副教授，７８教授
６２—７９副系主任，
７８—８４副校长 ９１退

仇永炎 １９２１ ５２—５８气 讲师

孙　佶 １９２１ ５２—５５ 讲师

范绪馪女 １９２１ ５６—８７普 讲师，７９副教授 ８７退
邹国兴 １９２２ ６５—８０理 副教授，７８教授 ８０故
梁宝洪 １９２２ ５２—５８光 讲师

吴林襄 １９２２ ５２—５３ 讲师 ９６故
陈　玉女 １９２３ ５２—８８金，低 助教，６２讲师，８０副教授 ８８退

郭长志 １９２３
５２—５３医预，
５６—９３普，能

助教，６２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５教授

９３退

吴全德 １９２３ ５２—５８电 讲师
５５—５８电子物理教研室主任
９１学部委员

唐知愚 １９２４ ５２—６０气 讲师

郭汝嵩 １９２４ ５２—５８电 讲师

刘汉昭 不详 ５２—５３ 助教

唐子健 １９２５ ５２—９１普 助教，６２讲师，７９副教授 ９１退
陈宏毅 １９２５ ５２—６０金，近 讲师 ５９金属教研室主任

杨葭荪 １９２５ ５２—９１光
助教，５４讲师，
７９副教授，９０教授

７９—８４光学教研室主任 ９１退

郭元恒 １９２５ ５６—９１普
助教，６２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９教授

９０退，９１故

马靓廉女 １９２５ ５２—８０普 助教，５５讲师 ８０故
楼　格 １９２５ ５２—５８电 助教，５４讲师
郑乐民 １９２５ ５２—５８近 讲师 ５３—５９中级物理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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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生年 在系时期 职　称 备　考

丛树桐 １９２６ ５２—９２普
助教，５５讲师
６０副教授，９１教授

５６—６６普物教研室主任 ９２退

李克敦 １９２６ ５６—５８普 助教

尹　宏 １９２６ ５３—５８气 助教

杨大癉 １９２６ ５２—５８气 助教，５４讲师
杨樱华女 １９２６ ５９—６６半 教员

廖　莹 １９２６ ５３—６８磁 助教，６２讲师 ６８故
李爱扶女 １９２６ ５９—８６电 教辅，８１工程师 ８６退

让庆澜 １９２７ ５５—６０，７３—９２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１教授

９２退

黄飞虎 １９２７ ５６—９２普，近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１教授

９２退

丁仁志 １９２７ ５６—５８普 助教

陈志全 １９２７ ５６—７０半 助教，６２讲师
黄　敞 １９２７ ５９—６６半 教员，６０副教授
罗伯鹏 不详 ５２—５３ 助教

张之翔 １９２８ ５３—９２普
助教，６２讲师，
７９副教授，９１教授

９２退

宋增福 １９２８ ５６—８８光
助教，６２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８教授

８８退

何文望 １９２８ ５６—９２普，磁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１教授

９２退

潘永祥 １９２８ ５３—７９普 助教，７９讲师
徐承和 １９２８ ５３—５８电 助教

蒋　智 １９２８ ５２—５４医预 助教

郑富盛 １９２８ ５２—５４医预 助教

许殿彦 １９２８ ５２—７０半 助教，５５讲师

李　椿 １９２９ ５２—９１普 助教，５５讲师
６０副教授，８３教授 ７９—９１北大分校校长

钱尚武 １９２９ ５２—９５普 助教，５５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８教授 ９５退

李文河 １９２９ ５５—８９普 助教，６２讲师，８７副教授 ８９退
赵柏林 １９２９ ５２—５７气 助教，５５讲师
周光召 １９２９ ５４—７８理 讲师 ６１借调国防部门
汪永铨 １９２９ ５２—５８普 助教，５４讲师 ５５—５６普物教研室主任
殷宗昭女 １９２９ ５２—５８气 助教

曹孟贤女 １９２９ ５３—５８普 助教

王鸿璋 １９２９ ５３—５４普 助教

姜　浩女 １９２９ ５６—６３普 助教

赵凯华 １９３０ ５２—７７普，
７７—９９理

助教，５８教员
６０副教授，７８教授 ８３—９１系主任， ９９退

张合义 １９３０ ５５—９１光 助教，６２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３教授 ９１退

申世璋 １９３０ ５６—９２普 助教，８８副教授 ９２退
陈显杰 １９３０ ５６—９０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０退
蒋曼英女 １９３０ ５６—５８电 助教

张玉玲女 １９３０ ５３—５８气 助教

徐　行 １９３０ ５３—５７普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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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云霄女 １９３０ ５５—５８普 助教

黎在宁 １９３０ ５２—５４医预 助教

李盳姬女 不详 ５２—５３ 助教

周适元 不详 ５５—６３ 助教，６２讲师

欧贤守 不详 ５３—５９普 助教

杨泽森 １９３１ ６０—０２理
助教，６２讲师，７９副教授，８３
教授

０２退

胡慧玲女 １９３１ ５５—８５理 讲师，７９副教授

章立源 １９３１ ５３—９９普，低 助教，６０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４教授 ９９退

戴道生 １９３１ ５５—９９磁 助教，６２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６教授 ９９退

曾谨言 １９３１ ５９—９９理 助教，６２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４教授 ９９退

许祖华 １９３１ ５６—９３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２教授 ９３退

杨建华 １９３１ ５５—６５普 助教

赵鸿儒 １９３１ ５６—５８地 助教

徐孟侠 １９３１ ５５—５８电 助教

李守中 １９３１ ５８光 助教

沈　钟女 １９３１ ５３—５８气 助教

雷衍夏 不详 ５３—５４普 助教

尹道乐 １９３２ ５３—０１金，低
助教，５９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３教授

８４—０１低温教研室主任

曹昌祺 １９３２ ５７—００理 讲师，７８教授 ００退
吴杭生 １９３２ ５６—７５理，低 助教，６２讲师

韩其智女 １９３２ ６１—９６理 助教，６２讲师，
８０副教授，８７教授 ９６退

孙洪洲 １９３２ ５５—８４理 ６２讲师，７９副教授，８４教授

钟文定 １９３２ ５９—９８磁 助教，５８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８教授

５６—５９借调兰大
８８—９８磁学教研室主任 ９８退

潘国宏 １９３２
５６—７０普，
７０—９２磁

助教，６０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３教授 ９４退

邵义全 １９３２ ５６—９３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３退
陈怀琳女 １９３２ ７３—９１普 ７９讲师，８０副教授 ９１退
吴自勤 １９３２ ５６—８３金，低 助教，５９讲师，７９副教授
楚珏辉女 １９３２ ５６—８７半，普 助教，６３讲师，８５副教授
王义遒 １９３２ ５５—５８电 助教

西门纪业 １９３２ ５６—５８电 助教

刘宝诚 １９３２ ５６—５９普，地 助教

霍宏暹 １９３２ ５５—５８气 助教

张　钧 １９３２ ５６—５８气 助教

王绍武 １９３２ ５５—５８气 助教

孙小礼女 １９３２ ５５—６１理 助教

侯伯元 １９３２ ５５—６４理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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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振统 １９３２ ６４—７０能 助教

水永安 １９３２ ５３—６０光 助教，６２讲师
李赞良 １９３２ ５６—６１光 助教

宋仲和女 １９３２ ５６—５８普，地 助教

王世宁 不详 ５３—５８近 助教

何雪华女 １９３３ ５５—９１普 助教，６２讲师，８０副教授 ９１退
方　澄 １９３３ ５５—６０普 助教，６０讲师 ８０故

王国文 １９３３ ５８—９４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３教授 ９４退

尹协和女 １９３３ ６０—６９光 助教

方瑞宜女 １９３３ ５５—９３普，磁 助教，６０讲师，
８３副教授，９３教授 ９４退

秦旦华女 １９３３ ５６—９８理 助教，６２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２教授 ８６—８７理论教研室主任 ９８退

梁静国 １９３３ ５６—７６金，低 助教，６０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２教授 ６２—６６、７９—８３副系主任 ９３退

成　?女 １９３３ ６２—９２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３副教授，９２教授 ９３退

王　楚 １９３３ ５５—５８电 助教

周云镍 １９３３ ５６—５８电 助教

褚天鹏 １９３３ ５８电 助教

余耀煌 １９３３ ５６—５８电 助教

张霭琛 １９３３ ５４—５８气 助教

陈文琦女 １９３３ ５３—５８气 助教

陈秋士 １９３３ ５６—５８气 助教

傅克庄 １９３３ ５５—５８气 助教

叶良修 １９３３ ５８—７０半 助教

李棠仪女 １９３３ ５３—５８普 助教

冯义濂 １９３３ ５６—５７光 助教

崔殿祥 １９３３ ６３—６５ 助教

李俞华女 １９３３ ５６—５８电 助教

周求实 １９３３ ５５—５８普 助教

张厚道 不详 ５５—６７光 助教

刘文湖 不详 ５５—６２光 助教

黄欣荣 不详 ５５—６３普 助教，６０讲师
李　普 不详 ５５—５９普，地 助教

梁铁铮 不详 ５８—５９普 助教

李肇遐 不详 ５４—５８ 助教，５５讲师
徐　良 不详 ５６—５８普 助教

朱　宜女 １９３４ ５５—５８电 助教

虞丽生女 １９３４ ５５—９３半，能 助教，７９副教授，８７教授 ９３退

龚镇雄 １９３４ ５８—９５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３副教授，９４教授 ９５退

林　抒 １９３４ ５６—９１普 助教，６２讲师，７９副教授
钱竹年 １９３４ ５６—８５近 助教，８５高工

彭宏安 １９３４ ５５—９９理 助教，６２讲师，
８０副教授，８８教授 ９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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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崇寿 １９３４ ５８—０１理 助教，６０讲师，
７９副教授，８３教授

８４—８６、８７—９６理论物理教研室
主任

黄植文女 １９３４ ５６—９４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３教授 光学教研室副主任 ９４退

刘福绥 １９３４ ６０理，７０—９６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３副教授，８５教授 ９６退

尤广建 １９３４ ７６—９４理，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４退

陈熙谋 １９３４ ５９—９９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２教授 ９９退

谢慧瑗女 １９３４ ５６—９２普 助教，６０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２教授

华莉珍女 １９３４ ７５—９０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９０退
郝争春女 １９３４ ５６—９３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３退

梁秀慧女 １９３４ ５９—９４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３教授 ９４退，９５故

刘宏勋 １９３４ ６０—９５半，光，能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５退
吴仲英 １９３４ ５６—５８，８１—９４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４退
颜一鸣 １９３４ ６０—７７理 助教

莫　党 １９３４ ５６—７５半 助教，６２讲师

秦国刚 １９３４ ６３—６９，７９—０１半 讲师，副教授，８５教授 ７９—０１半导体教研室主任
０１院士

杨应昌 １９３４ ５８—０１磁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８５教授

７７—８４磁学教研室主任
９７院士

施龙华 １９３４ ６０—７０半 助教

陈诗闻女 １９３４ ５６—５８气 助教

张　镡 １９３４ ５６—５８气 助教

吴庆鹏 １９３４ ５８地 助教

傅淑芳女 １９３４ ５８地 助教

李其琛 １９３４ ５４—５８气 助教

王永生 １９３４ ５５—５８气 助教

张炳清 １９３４ ５８—７４金 教员

李顺秀 １９３４ ６４—７０能 助教

林仁明 １９３４ ５６—５８近 助教

赵志圣 １９３４ ８０—９４普 教辅，９１高工 ９４退
刘有恒 不详 ５６—５８电 助教

郑明贤 不详 ５６—５９普 助教

王耕国 不详 ５８—６０理 助教

梁炎武 不详 ５６—５８普 助教

倪皖荪 不详 ５６—５８ 助教

朱家珍女 不详 ５６—６５理 助教，６０讲师
王正清 不详 ５６—６５理 助教，６２讲师
黄正谊 不详 ５６—６１理 助教

杨明凯 不详 ５６—６２普 助教

李克诚 不详 ５６—７０半 助教，６２讲师
王士融 不详 ５６—６４普 助教，６２讲师
吴时敏 不详 ５６—５８普 助教

陈育林 不详 ５６—６０普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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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德 １９３５ ６０—９７金，低 ７９讲师，８７副教授 ９７退

蔡伯濂 １９３５ ５６—９５普 助教，６０讲师，
７９副教授，９２教授 ７８—８２普物教研室主任 ９５退

何圣静 １９３５ ５６—７０，７８—８６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７副教授
焦鹏飞 １９３５ ５９—０１半，能，光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５退

王学忠 １９３５ ６０—９６能，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退

黄乐天 １９３５ ６３—７４光 助教

袁成杰 １９３５ ５６—７？光 助教

史隆培 １９３５ ５８—７４磁 助教

包科达 １９３５ ６０金，７０低，
７５—９９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１教授 普物教研室副主任 ９９退

李淑娴女 １９３５ ５６—８９半，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３副教授

谭国英 １９３５ ５９—７０，７９—９６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３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退

陈辰嘉女 １９３５ ６１—９９半，光，能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２教授 ８５能谱教研室主任， ９９退

王阳元 １９３５ ５８—７０半 助教

薛士蓥 １９３５ ６０—７０半 助教

林昭
!

１９３５ ６０—７０，８０—９０半 助教，８５副教授

黄　紁女 １９３５ ６２—９５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４教授 ９５退

陈鹤琴 １９３５ —８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杨清建 １９３５ ５５—７２理 助教

李传义 １９３５ ５８—９９金，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８９教授 ９９退

刘雪林 １９３５ ５９—７０，７８—９６普 助教，８０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６退

张树霖 １９３５ ６０，６４—０１能 助教，８０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４教授 ０１退

胡望雨 １９３５ ５９—０１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６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退

张　虹女 １９３５ ６０—９５金，低，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５退

卫崇德 １９３５ ５９—９９金，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３教授 ９９退

陈受钧 １９３５ ５４—５８气 助教

孙国英女 １９３５ ５４—５８气 助教

陈家宜 １９３５ ５７—５８气 助教

李嘉璋 １９３５ ６１—９８普，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高工，９４研究员 ９８退

李志超 １９３５ ６０—７４光 助教

蒋江涵 １９３５ ５８—６１半 助教

王继声 １９３５ ６０—９５ 助教，８６高工 ９５退
王秀琳女 １９３５ ７３—９５ 助教，７９讲师，９５副研 ９５退
李勇生 １９３６ ６１—７４普 助教

吕云仙 １９３６ ６０—７９普 助教，７９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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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一坤 １９３６ ５６—５８，７９—９６普 助教，８１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退

王威礼 １９３６ ６４—９６光，能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退

林福亨 １９３６ ６０—９１半，电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高工

韩汝珊 １９３６ ５９—０１理、普、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１教授 ０１退

张金龙 １９３６ ６０—６２，７３—９６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７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退

朱生传 １９３６ ５９—９６磁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６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退

童莉泰女 １９３６ ５９—９６磁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７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退

张丽珠女 １９３６
５９—７９光，
７９—９５半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４教授 ９５退

孙?亨 １９３６ ６２—０１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０教授 ８４—９１光学教研室主任

陈娓兮女 １９３６ ６０—９７半，光，能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 ，９４教授 ９７退

沙　麟 １９３６ ６０—７０半 助教

林绪伦女 １９３６ ５６—７０半 助教，７９讲师
李映雪女 １９３６ ６２—７０半 助教，７９讲师
谭长华 １９３６ ６２—７０半 助教

尹光俊女 １９３６ ６０—９６磁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退

李新章 １９３６ ５８—７９，金，９３—９９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８８教授 ９９退

武兰青女 １９３６ ７９—９２半，电 助教，８０讲师，９２高工 ９２退
阙青堂 １９３６ ６２—７１金，低 助教

刘彩霞女 １９３６ ７０—８６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６故
刘玉如 １９３６ ７５—８７ 助教，７９讲师，８７副教授
董太乾 １９３６ ５８电 助教

武国英 １９３６ ６２—７０半 助教

谭长华 １９３６ ６０—７０半 助教

俞朴安 １９３６ ５８—６０普 助教

王养萍 １９３６ ６５—７１ 政治辅导员

张　华 不详 ６０—６４普，理 助教

林宗涵 １９３７ ５９—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０教授

俞允强 １９３７ ５９—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８８教授

钟毓澍 １９３７ ６２—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６副教授，９５教授 ００退

程檀生 １９３７ ６２—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１教授 ０１退

张承福 １９３７ ６２—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４教授 ０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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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蒙棼 １９３７ ６２—００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４教授 ００退

齐　辉女 １９３７ ６４—９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副教授， ９１退
杨富民 １９３７ ６２—７６理 助教

林仲金 １９３７ ５５—７３理 助教

陈秉乾 １９３７ ５９—０１普 助教，７６讲师，
８０副教授，９１教授 ８２—９６普物教研室主任 ０１退

励子伟 １９３７ ６１—９７普 助教，７９讲师，９３副教授 ９７退

杨威生 １９３７ ５９—０１金，普，近 助教，讲师，

８３副教授，８４教授

冯孙齐 １９３７ ６０—０１金，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６副教授，９３教授 ００退

高巧君女 １９３７ ６０—０１金，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３教授 ００退

崔广霁 １９３７ ７０—９２低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副教授 ９２赴美

王守证 １９３７ ６０热，７０—０１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７副教授，９３教授 ０１退

秦克诚 １９３７ ５６—９７近，电，理 教辅，７９讲师，
８７高工，９６研究员 ９７退

王兰萍女 １９３７ ６２—０１普，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５教授 ００退

杨澄清 １９３７ ８５—９７光 讲师，８６高工，９６研究员 ９７退

刘继周 １９３７ ６５—０１能 助教，８０讲师，
８９副教授，９７教授 ９７退

汪太辅 １９３７ ６５—７０，７９—８４能 助教，８０讲师

邹英华 １９３７ ７７—０１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０教授 ９１—０１光学教研室主任 ０２退

王淑坤女 １９３７ ６３—９７金，光，能 助教，８０讲师，８８副教授
宋立尔女 １９３７ ７１—９３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７副教授
陶如玉女 １９３７ ６２—８９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副教授
赖初喜 １９３７ ７２—８０普，电 助教，７９讲师
苏肇冰 １９３７ ５８—６３理 助教

张国柄 １９３７ ６０—７０半 助教

杜永昌 １９３７ ７８—８８半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副教授
吴世琪 １９３７ ６２—７０普 助教

梁振亚 １９３７ ６３—７０普 助教

吕晋育 １９３７ ６０—７０近 助教

柯华柱 １９３７ ６５—７２ 政治辅导员

樊学韶女 不详 ６４—６７普 助教 ６７故

赵汝光女 １９３８ ６２—０１普，近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７副教授，９５教授 ０１退

钟锡华 １９３８ ６０—０２普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３教授 ０２退

吴崇试 １９３８ ６２—０２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１教授 ０２退

林　勤 １９３８ ６０—０２磁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７副教授，９２教授 ０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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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纯镇 １９３８ ６０—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６教授 ０１退

吴思诚 １９３８ ６０—０１近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３副教授，８９教授

宋行长 １９３８ ６０—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０副教授，８６教授

杨新华 １９３８ ６０—９０理 助教，７９讲师，８６副教授 ８３—８６副系主任

甘子钊 １９３８ 助教，７９副教授，８３教授 ９１学部委员，９１—０１系主任

王文采 １９３８ ６０—７０，８１—０２金
助教，８５讲师，８６副教授，９６
教授

０２退

吕斯骅 １９３８ ６２—０２普，近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１教授 ０２退

阎守胜 １９３８ ６０—０１低 助教，７８讲师，
８５副教授，８９教授 ０１退

刘弘度 １９３８ ６２—０１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０教授 ０１退

王忠安 １９３８ ６５—９８半 助教，８９副教授
傅济时 １９３８ ８９—０２半 副教授，９７教授 ０２退
罗小兰女 １９３８ ６０—９８低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７１—８２低温教研室主任 ９８退

吴　恩 １９３８ ６５—６９，７８—９９半 助教，８０讲师，
８８高工，９５研究员 ９９退

陈开茅 １９３８ ７８—０１半 ８０讲师，８６副教授，９６教授 ０１退

黄湘友 １９３８ ６２—９８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７副教授，９７教授 ９８退

夏宗炬 １９３８ ７８—９９光 助教，８０讲师，
８５高工，９２研究员 ９９退

董振基 １９３８ ６４—９４光 助教，８８高工
王勤堂 １９３８ ６１—９８普，磁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８退，０１故
金仲辉 １９３８ ６０—７０金，普 助教

董印东 １９３８ ６３—９８ 教员，８８讲师 ９８退
朱世嘉女 １９３８ ７８—９７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７副教授 ９７退
吴惟敏女 １９３８ ６３—９８理 助教，７９讲师，８８副教授 ９８退
张毓英女 １９３８ ６２—９８普 助教，７９讲师，９０副教授 ９８退
唐健正 １９３８ ６３—９３普，电 助教，８８高工 ８２—９１电子教研室主任

廖绍彬 １９３８ ５９—０１磁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２教授 ０１退

刘尊孝 １９３８ ６４—９９磁 助教，８０讲师，
８８高工，９４研究员 ９９退

赵立群女 １９３８ ６５—８７磁 助教，８０讲师，８７副教授
谢北星 １９３８ ６５—８７光 助教，８０讲师
陈银桥 １９３８ ６６—８８磁 助教，８０讲师
吴伟文 １９３８ ６１—８６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７副教授
黄朝商 １９３８ ６４—８２理 助教

周义昌 １９３８ ６２—７４理 助教

仇韵清女 １９３８ ６０—８７理 助教，７９讲师，８７副教授
潘桂明 １９３８ ６５—８６理 助教，８７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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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平 １９３８ ６４—８５普 助教，８０讲师，９１副教授
虞宝珠女 １９３８ ６２—８８普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副教授
桂裕铮 １９３８ ６３—７０普 助教

陈振江 １９３８ ７４—８０普
黄　盳女 １９３８ ５６—８０半 助教，７９讲师
韩汝琦 １９３８ ６０—７０半，普 助教

祝忠德 １９３８ ６０—７０半 助教

吴书祥 １９３８ ６５—８７半 助教，８０讲师
曾树荣 １９３８ ６５—８７能 助教，８０讲师
李印玺 １９３８ ６５—７０能 助教

王选淳 １９３８ ６７—７０能 教员

黄道林 １９３８ ６４—６５ 政治辅导员

吴白芦 不详 ６４—７０半 助教

章　蓓女 １９３９ ６２—６９半，７７—０１能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６副教授，９４教授

林祥芝女 １９３９ ７４—０２光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６副教授，９６教授 ０２退

赵光达 １９３９ ６３—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８７教授

０１院士　９６理论教研室主任，９６
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王祖铨 １９３９ ６３普，７９—０１近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８副教授，９４教授 ８８—９１副系主任

周治宁 １９３９ ６４—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７副教授，９７教授

赵志盳 １９３９ ６４—０１理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２教授

周义昌 １９３９ ７１—７４低 助教

戴远东 １９３９ ６３—０１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０教授

８２—８４低温教研室主任
８３—０１副系主任

徐纪扬 １９３９ ７１—８７低 助教，７９讲师
葛森林 １９３９ ６５—８７金，低 助教，８０讲师，８７副教授
陈天杰 １９３９ ６０—９２光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副教授
庄逢源 １９３９ ６０—８４光 助教，７９讲师
傅春寅 １９３９ ６４—９９半 助教，８０讲师，８５副教授 ９９退
周文生女 １９３９ ６０—９９磁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副教授 ８４—８８磁性教研室主任 ９９退

王舒民 １９３９ ６２—９９半，光，能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高工，９１正高工 ９９退

张为合 １９３９ ６５—９９能，光，普 助教，８０讲师，
８８副研，９５研究员 ９９退

刘秀华女 １９３９ ７３—９９普 助教，８０讲师，８９副教授 ９９退
程本培 １９３９ ６０—７２金，９４—０１磁 助教，９３正高工，研究员 ０１退
黄裕民 １９３９ ６４—７８普 助教

唐晓阳 １９３９ ６３—７０普，７８—８７电 助教，７９讲师
张丽春 １９３９ ６４—７０半 助教

吴修文 １９３９ ６４—７０能 教员

吉利久 １９３９ ６３—７０半 助教

陈美章 １９３９ ７８—８８普 助教，８０讲师，８８副教授
黄德源 １９３９ ６２—６９光 助教

姚秀琛 １９３９ ７８—８８半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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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中 １９３９ ６０—６６金 助教

关旭东 １９３９ ６５—７０能 教员

夏建白 １９３９ ６６—７０能 教员

丁　敏 不详 ６３—７０普 助教

陆　果 １９４０ ６３普，７１—０１低 助教，７９讲师，
８５副教授，９５教授 ８６—９１副系主任

王德煌 １９４０ ６０—０１能，光 助教，８０讲师，
８９副教授９５教授

任尚元 １９４０ ９４— 半
周雅琴女 １９４０ ６４—００低 助教，８０讲师，８９副教授 ０１退
王钟炎 １９４０ ６３— 理 助教

丁浩刚 １９４０ ８１—００理 助教，８５讲师，８９副教授 ００退
孙允希 １９４０ ６５—０１能，磁 助教，８０讲师，８８高工 ０１退
孟小凡 １９４０ ７１—９０低 助教，７９讲师，８５高工 ９０赴美
余　梅女 １９４０ ６５—８７磁 助教，７９讲师
谢麟振 １９４０ ６３—７０普 助教

曹树石 １９４０ ６５—９０能，光 助教，８０讲师，８９副教授
韩朔 １９４０ ６３—７０能 助教

鲁永令 １９４０ ６７—７０能，８１—８７半 助教

邬少明 １９４０ ６５—８２能 助教，７９讲师
赵玉华 １９４０ ６５—７０能 教员

叶学敏 １９４１ ６５—０１光 助教，８０讲师，
８９副教授？０１教授 ０１退

刘志渊 １９４１ ６６—０１能，光，电 助教，８０讲师 ０１退
李衡芝女 １９４１ ７８—９８普 ８０讲师，８９副教授 ９８故
蒋以立女 １９４１ ７９—０２金 ８５讲师，８８副教授 ０１退，０２故

朱允伦 １９４１ ８４—０１理 ８５讲师，８９副教授，
０１教授 ０１退

华道宏女 １９４１ ７９—０１能 助教，８０讲师，８９副教授 ９７退
周丽年女 １９４１ ６５—８８磁 助教，８０讲师
徐永年 １９４１ ６４—８２光 助教

钱士雄 １９４１ ６２—８２光 助教

钱治碇 １９４１ ６４—８７理 助教

林肇华 １９４１ ６５７０，７８—８５磁 助教，８０讲师，８５副教授
周月梅女 １９４１ ７８—８５普 助教，８１讲师
晏懋洵 １９４１ ７９—８７半 助教，７９讲师
钱裕昆 １９４２ ６５—０１理 助教，８５讲师，９２副教授

舒幼生 １９４２ ７８—０１普 助教，８０讲师，
９１副教授，９５教授 ９６—０１普物教研室主任

廉宗隅 １９４２ ６５能，７１—００磁 助教，８０讲师，９３副教授 ０２退

刘　进 １９４２ ６５能，７０—９８磁 教员，８０讲师，９５副教授 原名刘寿琦

傅守灿女 １９４２ ６６—７１金 助教

陈士帛女 １９４２ ６６—７０能 教员

周赫田 １９４２ ６６—０１光，能 教员，８０讲师，
８９高工，９９正高

朱印康 １９４２ ６５—８７能，光 助教，８０讲师，８８高工

·３７１·附录一　物理系教职员工名录



（续表）

姓　名 生年 在系时期 职　称 备　考

侯馥兴女 １９４２ ６５—９２光 助教，８０讲师，８９副教授
蔡学榆 １９４２ ８４—９０低，光 助教，８５讲师 ９０赴美
刘丽玲女 １９４２ ６６—８９能，光 助教，８０讲师 ８９故
严隽珏女 １９４３ ７８—９３普 助教，８５讲师，８９副教授
王偕文女 １９４３ ７８—９２电 助教，８１讲师
宋蜀渝女 １９４３ ６６—８７能 助教，８０讲师

段家?女 １９４４ ７８—０１普 助教，８５讲师，
９１副教授，９６教授

张可法 １９４４ ６９—０１普 助教，８５讲师

卢大海 １９４４ ８１—０１理 助教，８５讲师，
８９副教授，００教授

李先卉女 １９４４ ８６—０１理 ８９副教授
高利明女 １９４５ ７０—８７低 助教，８５讲师
周增均 １９４５ ７０—０１磁 助教，８５讲师，９０副教授
史守旭女 １９４５ ７０—８５光，能 助教，８５讲师

熊光成 １９４５ ７０—０１低 助教，８５讲师，
８７副教授，９２教授

王　胜女 １９４５ ７７—０１电，普 助教，８５讲师，９５副教授
高政祥 １９４５ ９４—０１ 副教授，００教授
毛晋昌 １９４５ ７９—９４半 助教，８５讲师，９１副教授
邢　峰 １９４５ ７０—０１磁 助教，８５讲师，９２副教授

邢启江 １９４５ ７０—０１ 助教，８５讲师，
９１副教授，０２教授

黄显玲女 １９４５ ７０—０１光 助教，８５讲师，９２副教授
赵一广 １９４５ ７０—０１电，近 助教，８５讲师，９５副教授
张洁天女 １９４５ ７０—０１普 助教，８５讲师，９２副教授
徐晓林女 １９４５ ９４—０１ 讲师，９５副教授
郭建栋 １９４５ ９４—０１ 讲师，９５副教授，９９教授
章德海 不详 ８１—９０理 助教，８５讲师
许惠英 不详 ７９—９２半 助教，８５讲师
元民华女 １９４６ ７９—０１半 助教，８５讲师，９２副教授
周岳明 １９４６ ７０—０１普 助教，８５讲师，９１副教授

冯庆荣 １９４６ ７０—０１低，普 助教，８５讲师，
９２副教授，０２教授

熊汉富 １９４６ ７０—８５普，磁 助教，８５讲师
任德铭 １９４６ ９０—０１低 副教授 ０２故
李重生 １９４６ ９５—０１理 教授

张瑞明 １９４６ ７４—０１普 助教，８５讲师，９２副教授，
张玉峰 １９４６ ７９—８６半 助教，８５讲师

王稼军女 １９４７ ７４—０１理，普 助教，８５讲师，
９２副教授，０１教授 ９９—０１代副系主任

张宝山 １９４７ ７４—７９低 助教

陈凯旋 １９４７ ７５—００低 助教，８５讲师
史凤起 １９４７ ７０—８０磁 助教

张丽红女 １９４７ ７６—９３普，系图 助教，８６工程师
韩元秀 １９４７ ７４—８２光 助教

仇守银 １９４８ ７４—８２光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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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生年 在系时期 职　称 备　考

何敬仁 １９４８ ７４—７６光 助教

万玉珍女 不详 ７４—８３磁 助教

张玉祥 不详 ７４—８２普 助教

张　栋 １９４９ ７４—８７理 助教，８６讲师
周学秋女 １９４９ ７４—８４理 助教

阎尚文 不详 ７６—８２理 助教

李　斌 不详 ７４—８０普 助教

朱　星 １９５０ ８９—０１ ８９副教授，９４教授
张国义 １９５０ ９２—０１ ９２副教授，９７教授
刘建华 １９５０ ７４—８５磁 助教

胡美香女 １９５０ ７６—８１普 助教

高文学 １９５０ ７４—８２普，磁 助教

裴谐第 １９５０ ９５—０１磁 副教授

丁晓民女 １９５０ ９２—０１ 副研

刘淑兰女 １９５１ ７４—７８能
杜为民 １９５２ ９６—０１光 讲师，副教授

郭仕德 １９５２ ７６—８３普 助教

杨卫强 １９５３ ７８—９３低 助教，讲师

张　酣 １９５４ ９２—０１ ９２副教授，９７教授 ９９—０１副系主任
王世光 １９５５ ８７—０１低 ８９副教授，９３教授 ９１—９９副系主任
欧阳颀 １９５５ ９８—０１ 教授

田光善 １９５６ ９１—０１ ９１副教授，９５教授
闻家如 １９５６ ９１—０１理 ９２副教授
陈晓林 １９５７ ８８—０１理 ８８讲师，００副教授
郭　卫 １９５７ ９５—０１低 ９５副教授
张朝辉 １９５７ ９７—０１近，光 ９７副教授
胡　滨女 １９５７ ９６—０１
胡哓东 １９５８ ９５—０１ ９５副教授
秦志新 １９５８ ９９—０１ ９９讲师
俞大鹏 １９５９ ９５—０１ ９５副教授，９９教授
李振平 １９５９ ９６—０１理 ９７副研，９７教授
李　刚 １９６０ ８７—０１低 助教，８８讲师
莫　洪 １９６１ ９７—０１
荀　坤 １９６１ ９９—０１近，普 ９９副教授
刘玉鑫 １９６２ ９４—０１理，普 ９４副研，９９教授
马伯强 １９６２ ００—０１理 教授

王福仁 １９６２ ００—０１低 教授

孙云峰 １９６２ ９８—０１低 ９７副教授
牟建勋 １９６２ ８９—９４近 ９０讲师
王若鹏 １９６３ ８９—０１能 讲师，９３副教授，０１教授
邓卫真 １９６３ ９０—０１理 讲师，９２副教授
熊传胜 １９６３ ９８—０１理 讲师？，９９教授
李　峰 １９６３ ９３—０１ ９５副研
万　虹女 １９６３ ８８—９０磁 讲师

贾永强 １９６３ ９４—９６半 讲师，９５副教授
龚旗煌 １９６４ ８９—０１光 ９１副教授，９５教授
曾祥辉 １９６４ ８９—９５低 ９１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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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生年 在系时期 职　称 备　考

张玉珂 １９６４ ８７—９５光 ９０讲师
郑汉清 １９６４ ９７—０１理 ９７副研，０１教授
罗　强 １９６４ ９８—０１低 ９９副教授
阎　宏 １９６４ ９１—０１光 ９２讲师
张晓东 １９６４ ９８—０１磁 ９９副教授
赵正姬女 １９６４ ９１—９７普 ９２讲
彭初兵 １９６４ ９２—９７磁
侯玉敏女 １９６５ ９８—０１低 ０１副教授
杨志坚 １９６５ ９１—０１ ９３讲
刘　川 １９６６ ９６—０１理 ９６副研，０１教授
戴　伦女 １９６６ ９１—０１ ９３讲师，０１副教授
田建玲女 １９６６ ９２—０１普 ９４讲师
季　航 １９６６ ９４—０１近 ９６副教授
贾金锋 １９６６ ９６—０１近 ９６副研
王敬华 １９６６ ９８—０１磁 ９９副研
蒋红兵 １９６６ ００—０１光 ０１副教授
马　平 １９６７ ９９—０１低 ０１副教授
童玉珍女 １９６７ ９２—０１ ９４讲师，９９副教授
安宏林 １９６７ ９２—０１光 ９４讲师，００副教授
盖　峥女 １９６７ ９７—０１近 ９７讲师，００副教授
吴建华 １９６７ ９５—００磁 ９９副教授
雷奕安 １９６８ ９７—０１理 ９７副教授
许世发 １９６８ ９８—０１光 ９９副教授
吕　劲 １９６８ ００—０１ ０１副教授
钟灿涛 １９６９ ９６—０１ ９７助研
何东风 １９６９ ９９—０１低 讲师

王宏利 １９６９ ００—０１ 讲师，００副教授
刘春玲女 １９７１ ０１ ０１副教授
谢飞翔 １９７２ ００—０１ 讲师

周路群女 １９７３ ０１ 讲师

成丽丽女 １９７４ ９７—０１ 助教，９９讲师

　　 表中“在系时间”０１指物理系并入物理学院时间。

（八）物理系金工车间及物理工厂职工名录

１１９５８年物理系金工车间并入学校仪器工厂，由物理系调出职工名录
吕志勤 郝永成 于锡之 李俊儒 李志群 李宗荫 胡育宸 鲍连河 姚玉川 丁履聪 王汝麟 王寿恭

王亚东 王经武 田继德 金　辉 胡连庆 胡连级 苗立华 孙元照 袁　亮 张盛富 赖华生 董学喜

葛永清 陈江深 张玉祥 赵永旺 吕敬明 孙学英 王炳炎 周立丰 王福江 杨长贵 宋文忠 过富听

黄银生 李培武 宋克田 曹文林 高延永 陆子雷 陈洪银 魏连华 刘秉义 杨发祥 宋克谦

２．１９５９年６月物理工厂职工名录
厂长　　曹芝圃（兼）；　　　　副厂长　　张海潮
干部 杨　旭 李佩英女 薛巧技 张燕珍女 李吉果女 王秉刚 裘仲珍女 胡妙慧女 吴文莲女

鲁学贵

技术工 吕富阶 傅良臻 王毓苓 刘天杰 耿林堂 张世公 李富清 种宝会 种财思

孙　恕 卞文海 刘永亮 杨万岭 王振元 靳书魁 于进海 高文通 谷万新

石志远 黄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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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 韩克贵 白四昌 卢长明 李泽民 李同年 王继民 熊贵银 李宝坤 甘华昌

杨焕才 巩连锁 吴二宝 侯玉生 齐玉宣 房江润 罗祖森 丁景荣 李　海
胡忠信 刘　珍 杨　福 富宪恒 王鸿章 郭世海 胡炳岗 高步英 吕银望

张国祥 刘国华 高广泉 王宝明 施新亭 叶永富 魏贤英 郭文启 苟福堂

王三万 张　田 高庆林 王保生 罗申财 唐代金 王锡山 王贵元 王茂才

韩国清 赵连山 王振邦 彭俊芳 张惠启 孔繁林 萧光彪 赵德娃 李永怀

高启勤 萧景旺 段启高 朱海珍 张德存 朱业恒 陆光明 金升利 王爱国

方保才 许俊国 任永志 何　生 张瑞祥 刘景发 张　楷 吕柏成 杜金元

杨秉芳 曹金富 陈之富 李林永 张清福 孟效忠 锺玉金 李水泉 梁秀明

林绍明 刘德全 黄　叙 葛义隆 李创逢 刘山林 杨　森 林德财 徐启松

宋继承 金为良 刘永全 刘守谨 徐友生 江　浦 郭　富 王　富 胡仰贤

蒋倡俊 李楚万 史均尧 张满一 裴信唐 陈凤奎 李云端 耿福明 张集生

傅宝华 唐纯祥 王悦文 李天鹏 方安国 王继英 袁佩贵 蒋连华 焦　秀
应云玲 陈先扬 刘崇光 李永智 王佐发 徐贵廷 吴韬龙 朱忠林 韦作珠

周　祥 刘同顺 黄万松 萧树文 马青芝 戴达新 赵埃吞 刘珠光 邓仕本

何祖成 陈恒昌 郭玉臣 郝　生 罗平扬 杨德安 戴锡勋 邓少金 张寅生

宋生安 李天运 李思前 陈　冈 林玉根 李成良 谭甲焕 杨书语 崔德福

李贵双 朱明宗 杜绍型 任万功 吕春厚 陈传忠 赵延照 陈绍伦 张定武

周德芳 马玉芹 王国柱 刘景智 薛启祥 刘正图 沈树盈 陈文让 苗云水

洪双冠 杨树林 张世广 余荣礼 王朝臣 张清顺 朱延明 陈亦舒 周文璋

何　超 张万祥 武保池 潘洪清 所官秀 林锦灵 崔兆义 董天保 申泽森

卓儒发 周彦平 刘殿玉 毛洪强 凌渭源 徐荣海 孙志义 徐正新 蒋文祥

于德水 郭群居 魏从华 王振国 柴树德 王怀成 马舜木 刘明祥 孔繁祥

王文林 王有贵 闻喜山 申世光 张荣春 王　和 周作荣 刘义昌 王国栋

姚世文 张德邦 周基焕 娄凤志 宋殿府 郝满智 崔长久 赵化廷 姜洪君

司文久 任凤鸣 梁凤山 李金山 王德相 张国喜 赵全元 孙万田 谢梅众

吴占海 唐建河 雷国林 陈世亮 唐顺泽 胡成明 郑荣林 王白肖 甘在福

魏国安 吴顺荣 吴程奎 王德良 赵景泰 侯敬轩 李万岷 宋清山 周福杨

吴保善 王文瑞 徐子富 郑隆贵 郭永山

学徒工 翟士怡 程婉茹女 孙君仁女 程树荣女 张承美女 张英如女 王玉玲女 谢荣娇女 郅　忍女
彭瑞华女 杜兰英女 王美文女 刘秀琴女 赵顺姬女 陈永安 关文明 丁秀琴女 苏凤荣女

李馨兰女 常桂琴女 孙立珍女 孙君儒女 胡仲敏 刘加祥 黄雅萍女 王淑贞女 高素娟女

宋淑琴女 路桂芬女 陈芷茵女 董九云女 杨素兰女 王桂莲女 卜凤云女

厨师 王铭珍 王瑞唐

３．１９６０年转业军人名录
李树凯 宋正喜 李万成 王忠林 傅静全 刘志祥 李殿勤 郭靖君 陈家林 李燕廷

彭高亮 陈奉昌 张奎年 邱殿彩 刘庆昌 罗德义 谭中孚 胡义伟 周月明 李庭斌

张广润 杨聚会 雷祝平 李思忠 彭德秋 王爱清 朱明志 周文信 马福皇 刘灿辉

赵福祥 杨树宾 马英才 任建文 任佩兴 许有耕 甘荫宗 吴中南 徐新祥 李锡忠

张锡群 刘孝满 王月华 吴长初 黄剑凡 仇国祥 贾宪成 郑金荣 任佩兴 苏金章

陈存明 陶岳富 冉宪琛 叶显富 张光荣 王家进 胡传珍 黄连春 徐来盛 王言福

章熙元 赵午庆 陈宗绪 王目喜 郑忠亮 王连勋

（九）１９６６年职工名录
１．行政职工
平秉权 曹芝圃 李佩英女 陈雪珍女 邹果秀女 张婉云女 许有耕 王　富 谢荣娇女 王爱清

张光荣 李克孝 王津生 李长山 刘殿智 王鸿章 孙淑哲女 任万功 吕　静女 孙立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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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华昌 董石如 史均尧 陈芷茵女 李国忠 祁震清 赵启良女 李智仁 农瑜华女 李淑媛女

刘清田 宋玉癉 刘同顺 黄　健女 赵益华 李德和 李安平 许力田 梁　董 王目喜

苏金章 罗文政

２．实验员
于文顺 蓝肇荣 韦爱祥 周光洪 夏业敏 马　楹 宋炳麟 曾代秀女 王银弟女 蔡翠玉女

刘淑春女 林万桔女 刘庄武女 吴玉兰女 张奎年 秦克诚 刘徽浪 王秀成 容祖秀女 邢妙香女

李爱扶女 张万祥 吴占海 王芝英女 李竹君女 陈树丰 郑大玲女 李　力女 傅志明 武金花女

赵绥堂 吴秀荣女 李盘秀女 马淑芳女 郭维新 常桂琴女 梁凤山 胡玉? 金春荣女 赵太平

李惠兰女 王志光 李桂林

（十）２００１年物理学院成立前夕物理系职工名录

１．在职职工
干部 张秉筠女 董晓华女 郝建华女 胡　滨女 孙枝梅女 杨玉梅女 丁晓民女 郑明玖女 常锦莲女

高级实验师 马　楹 王志光 刘庄武女 宋炳麟 张伯蕊女

实验师 赵太平 盖秀贞女 李国忠 任和功 汪　滨 周勇跃 薛立新女 张小平 张惠珍女

李　俊女 郑　纹女 程秋立女 马桂秋女 臧林华女 阎和平 孙翠娥女 路秀英女 王桂芝女

纪玉平女 彭小平女

助理实验师 徐　庆 张占先女 韩秀然女

教授级高工 赵绥堂

高级工程师 孙允希 汪裕萍女 陈海英女 武兰青女 吴　克女 方　胜 连贵君女 崔晓明女

尤力平 聂瑞娟女 徐万劲 杨　涛 王晶晶

工程师 张丽红女 徐　军 贾春燕 刘　筠女 王永忠 杨　宏
助理工程师 刘乐园

副研究馆员 范淑兰女

馆员 赵秀荣女 马晓梅女 吴云媛女

工人 张晓莉女 狄桂英女 贾丽敏女 张秀云女 李德明 詹易铨 戴秀杰女 马世红女 王秀华女

２．退休职工（１９６６年后到系者）
崔文禄 邹淑英女 郑宗英女 丁淑兰女 胡桂珍女 哈红兰女 王建华女 郭玉兰女 张　云女 刘长锁

（十一）１９５３－２００１年期间曾在物理系工作、前面各项未纳入的职工名录

周海婴 董绪清 王桂馨女 范贵珍女 宋依民 韩来新女 邢绍雯女 程宛华女 吴凤林 张志远

郭印兰女 骆振兴 陈菊生 杨新华 马延禄 秦凤环女 谢书香 赵义平 刘俊富 许　禄

丁德芳 王景明 王　庸 张俊芳女 张五柳 何美骏 胡万金 孙继真女 钱昆平 张子林

李甲寅女 方迪英 王文俊 李基华女 陈逸轩 陈縥云女 梁　毅 曹文林 杜国良 李秀玲女

张岳东 李守莲 李兆颖 姚其新 贺景秀 李　冰 郑淑英女 于荣礼 戴济冠女 赵　鸿
李大庆女

王　岳 侯正勇 侯学忠 于功强 夏廷康 金泗轩 杨　洁女 宋振英 刘泉水 张建华女

曲启亮女 孔　莉女 金天祥 任小英女 李晓玲女 程静文女 曹　静女 荣长升 贾海兰女 王民宪

洪晓明女 李小燕女 李文广 宋玉宝 张德胜 黄　刚 陈名玲女 叶志远 温凡平 杨　红女
岳秀卿 张式清

　　此处的杨新华为教务员，与教师杨新华同名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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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学 生 名 录

一、抗战前（１９１３—１９３７）

（一）一年级新生

说明：① 因休学等原因，有的学生在一年级名录中出现多次，在此名录中只录入一次。
② 这是录取名单，有的学生未报到，如１９３１年录取的钱三强后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

１９１３年 丁绪宝 孙国封 郑振瞷 刘彭翊 陈凤池

１９１４年 汪尔孝 王之楫 张崧年 邓廷伟

１９１５年 游汉光 林诒 唐鸿志 袁镇圭

１９１６年 吴家象 张光璧 张遷云 蓝　芬 刘翼章 尹元勋 车指南

张尔敬

１９１７年 张人鉴 张为政 江成标 苏绍章 龙石强 孟庆纶 王自治

杨锦篆

１９１８年 于树樟 高绍珠 宋毓璞 马　沣 卢晏海 林　晓
何传祉 何德芳 黎樾廷 吴增涛

１９１９年 张佩瑚 张德强 杨典升 关承烈 李　瞷 龙际云 宋　炳
王振邦 白子玉 呼霹雳 闻　诗 陈颖春 王恩久 田永谦

萧济时 王宝贵 邹怀葛 潘祖述 田培业 张汝霖 姚　
"

李嗣璁

１９２０年 张含英 杨兆桢 洪东海 张上金 艾文蔚 秦承周 解九箴

黄宜家 黄培杰 广　安 陈维德 邓　传 冯兆麟 罗春华

罗宗炜 李礼耕 纪绍纲 何锡藩 张全格 白天昶 沈　伦
邸凤桐 李铨衡 蓝续业 郑螽斯 唐永昶 刘钟藩 祝慰黎

黄恒珍

转学生 赵廷璧 阎九章 史学侠 李毓秀

１９２１年 任永珍 许锡清 温凤韶 王贵鵴 关崇寅 杨承燕 吴安仁

李绍绪 齐荣遆 刘淑泰 王永馀 王琴懋 杨荣久 邢寿椿

何锡纯 胡礼强 敖弘德 钟衍林 原景德 杨汝楫 胡祥臻

张大文

１９２２年 冯树勋 刘声绎 李净川 郭元义 杜金铭 王振甲 周其棠

芮　珊 王金辉 易曾锡 娄元亮

１９２３年 陈　茂 张嘉训 叶桂华 颜庆倬

１９２４年 王　普 王书庄 何肇华 岳稢恒 陈志强 徐名功 郭贻诚

张仲超 邓文辉 蒋圭贞

１９２５年 王洪涛 王成椿 申祖训 宋德坚 周　? 马叶谦 张仕彦

张作梅 程坤一 谢起鹏［１］
１９２６年

蔡陛星 沈仲章 周相元 陈皀如

林树棠 钟盛标 赵广增

李炳芳 苏德煌 贾国永 崔　瞞
１９２７年 张明示 金大年 金耀华 侯兆 薛兆旺 俞光德 张崇年

乔守为 谢汝昌 何　瑭
１９２８年 方克诚 王　笃 任自立 冷蜀德 李志建 林拱辰 武毓环



范道
#

唐宝图 黄光弼 张　钦 张徵祥 夏善珍 赵隆浩

齐长佑 刘　璋 郑维成 俞光德

１９２９年 王瑞秋 毛宗海 尹以莹 任连理 江安才 林诒盛 姜振民

梁国弼 索国栋 张甲洲 蔡陛騄 薛笃光 宋锡祺

１９３０年 蒋经武 王建都 李培基 岳希新 王孟钟 阎克明 李文东

杨治洲 吴纯仁 陈梅雨 荆奎章 李宝成 高佩理 姜元科

尚崇训 王殿魁 索国栋 李盝? 曾宪彭 许炳南 杨自林

雷利坚

１９３１年 于宝
$

王　瑛 王志毅 王建邦 亓滋田 古　妙 任景安

回永和 沈廷榘 沈琳庆女 吕凤书 李安仁 李芳桂 李淑兴

李汉光 李树棠 吴若愚 吴鹤翔 周尚士 卓　励 祝春华

胡玉芬 胡健农 徐玉莲 高著贤 高庆枚 唐家振 姜岳胤

马仕俊 陈仰韩 陈树眅 张绍康 曹学勤 温仁斋 杨维民

童俊明 钱三强 叶显相 赵晋谦 薛琴访 刘　瑞 刘文周

刘国香 刘预忠 穆庚寅 魏景昌 韩德聚 顾兆丰

１９３２年 吕式莆 陈继光 刘鸿宝 张毅铨 谢明德 段金相 张森云

王德 邹锦昌 周汉林 宋儒森 叶秉权 龚泽汉 张之谦

刘孝伯 管　恕 王　栋 康清源 谭成和 萧汉祥 韩懿芳女

李晓惠 马大猷 吴伯鸿 王树枫 虞福春 于道文 生贝堂

万从周 曹延亭 黄克纯

１９３３年 王　津 王彝祥 牛权 尹鸣殷 朱凤德 白书元 李茂儒

金先杰 孙俊彦 陈恩霖 张　亮 黄世知 黄令通 崔维岭

唐尊准 杨?信 熊其仁 赵振纲 赵留仙 刘书田 郑培择

韩天石

１９３４年 于克三 王纪元 王光杰 王曾怡 王耀华 王喜增 吕保生

李睿生 李维铮 李奉璋 李德? 李占春 周永升 胡文田

段湘藩 陈祖祥 闵毓华 常师贞 张孟春 张祖舜 曾福如

赫松安 刘耀榕 刘绍庭 刘玉柱 卢蔚民 韩兴华 魏西和

谭　健
１９３５年 卜鸿志 王廉轔 田际瀛 左承义 伊去病 李庆庚 周连皗

周锡福 林汝铎 邵文维 马同骧 唐继明 莫家鼎 庄学曾

常　? 杨心培 贾士吉 蔡秉 赖家玮 阎秉德 谢邦治

韩凤久

１９３６年 王先矪 周　铮 周兴文 尚学祖 姚慎微 范迪初 孙先禄

浦琼英女 张秉钺 陈虞榕 曹颖深 程宝蕖 郑　骏 潘健恒

邓俊昌 续尔谦

　　（二）毕业生

１９１６年 孙国封 丁绪宝 郑振瞷 刘彭翊 陈凤池

１９１７年 王子楫 邓廷伟

１９１８年 唐鸿志 汪尔孝 袁镇圭

１９１９年 吴家象 张遷云 尹元勋 刘翼章 蓝　芬 车指南 张光璧

１９２０年 江成标 张为政 苏绍章 龙石强 孟庆纶 王自治 杨锦篆

１９２１年 林　晓 于树樟 高绍珠 宋毓璞 马　沣 何传祉 何德芳

胡思源 黎樾廷 吴增涛 卢晏海 张尔敬

１９２２年 潘祖述 关承烈 张德强 陈颖春

１９２３年 张佩瑚 龙际云 闻　诗 李　瞷 白子玉 田永谦 萧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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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霹雳 李嗣璁 田培业

１９２４年 沈　伦 李铨衡 何锡藩 祝慰黎 唐永昶 黄宜家 黄恒珍

张仲桂 杨兆桢 邓　传 冯兆麟 蓝续业 罗宗炜

１９２５年 任永珍 邢寿椿 吴安仁 原景德 许锡清 温凤韶 张大文

敖弘德 杨承燕 杨荣久 刘淑泰 齐荣遆 关崇寅

１９２６年 易曾锡 刘声绎 杜金铭 冯树勋 林昭信 娄元亮 周其棠

郑螽斯 杨汝楫 纪绍纲 解九箴

１９２７年 叶桂华 颜庆倬 张嘉训 周寿铭

１９２８年 李光涛 王　普 岳稢恒 何肇华 郭贻诚 王书庄 郭元义

１９２９年 谢起鹏 宋德坚 申祖训 王洪涛 陈志强 王成椿 张作梅

周　?
１９３０年 钟盛标 林树棠 赵广增 李炳芳 蔡陛星 周相元

１９３１年 薛兆旺 张崇年 贾国永 张明示 崔　瞞
１９３２年 赵隆浩 任自立 郑维城 贾善珍 刘　璋 方克诚 张　钦

林拱辰 唐宝图 武毓环 李伯伦 张徵祥 黄光弼 俞光德

范道
#

王　笃
１９３３年 江安才 周昌寿 尹以莹 沈寿春

１９３４年 杨自林 蒋经武 荆奎章 李宝成 李志健 许炳南 阎克明

１９３５年 沈琳庆 胡玉芬 魏景昌 王建都 卓　励 李汉光 张绍康

于宝
$

王　瑛 曹学勤 韩德聚 薛琴访 穆庚寅 马仕俊

徐玉莲 刘文周 陈树眅 赵晋谦 杨维民 吴若愚 胡健农

高佩理 郭永怀 唐家振 林诒盛

１９３６年 虞福春 马大猷 刘鸿宾 刘预忠 古　妙 沈廷榘 王　栋
宋儒森 生贝堂 管　恕 吕柏鸿 叶显相 王树枫 陈仰韩

尚崇训 李文东 王瑞秋 黄克纯 张毅铨 张之谦 吴鹤翔

刘　瑞 侯兆 顾兆丰

１９３７年 王　津 牛权 史汉彦 白书元 任景安 李树棠 李晓惠

宋锡祺 吕式莆 周尚士 周汉林 金先杰 姜元科 唐尊准

张　亮 张森云 陈恩霖 黄令通 黄世知 曾宪彭 童俊明

杨治洲 葛佩琦 赵留仙 熊其仁 刘书田 韩懿芳

　　（三）录取的研究生

１９３５年 马仕俊 郭永怀 卓　励 赵松鹤

１９３６年 虞福春 马大猷

二、西南联大（１９３７—１９４６）

（一）长沙临时大学（１９３７年）全体学生名录

说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物理系学生（姓名后的 Ｐ字代表北大，Ｔ字代表清华，Ｎ
字代表南开，Ｊ字代表借读生）

一年级 王代Ｐ 韩钜先Ｔ 李节发Ｔ 毕列爵Ｔ 余世箴Ｐ 郑裕歧Ｊ 魏湘云Ｊ
杨　起Ｊ 赵景德Ｊ

二年级 张仁煦Ｔ 秦宝雄Ｔ 周兴文Ｐ 周连升Ｐ 宣化五Ｔ 胡玉和Ｔ 顾钧禧Ｔ
刘昌年Ｔ 潘家晋Ｔ 潘　湘Ｔ 邵循恺Ｔ 宋继元Ｐ 唐立霴Ｔ 唐绍密Ｔ
邓俊昌Ｐ 田孝诗Ｐ 曹颖深Ｐ 汪　瑾女Ｔ 王先矪Ｐ 姚廷芬Ｐ 严志达Ｔ
何克淑女Ｐ 张家骅Ｔ 向仁生Ｔ 钟开莱Ｔ

·１８１·附录二　学 生 名 录



三年级 昝　凌Ｔ 常师曾Ｐ 陆家麟Ｎ 贾士吉Ｐ 周锡福Ｐ 周孝谦Ｔ 周国铨Ｔ
霍世章Ｎ 赖家玮Ｐ 李金锷Ｐ 李庆庚Ｐ 林　女Ｔ 刘孝伯Ｐ 廖伯周Ｔ
卢蔚民Ｐ 马同骧Ｐ 梅镇岳Ｔ 蔡秉Ｐ 汪月熙Ｔ 魏西和Ｐ 魏慎之女Ｔ
杨　信Ｐ

四年级 张韵芝女Ｔ 赵芳瑛女Ｔ 陈芳允Ｔ 陈祖祥Ｐ 周永升Ｐ 范传钧Ｊ 何成钧Ｔ
何家麟Ｔ 夏绳武Ｔ 熊其杰Ｎ 徐骣宝女Ｔ 胡　宁Ｔ 顾柏岩Ｔ 李整武Ｔ
沈洪涛Ｔ 斯允一Ｔ 孙　湘女Ｔ 曹家齐Ｔ 曾福如Ｐ 崔维岭Ｐ 王纪元Ｐ
王喜增Ｐ 王德Ｐ 王天眷Ｔ 张恩虬Ｔ

　　 《清华大学史料》记为四年级，但钟开莱于１９３６年考入清华，故应为二年级。

　　（二）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一年级新生

１９３８年 张纪昌 张景昭女 张孝感 张德俊 陈俊怿 陈廷彪 陈耀轩

郑长祥 郑裕岐 朱竹林 朱云间 费功陈 徐森禄 顾　豪
李汝良 刘恒伍 闵嗣云女 潘承懿女 沈亚超 苏天嘉 陶令桓

陶定诚 王映秋 汪昌祚 杨启华 杨邦靖 姚　锦 余世箴

李文光Ｊ 王务本Ｊ
１９３９年 冯嘉麟 薛松山 李健行 施宅驹 刘寿康 许少鸿 官知节

熊　援 周光地 汪治敬 曾永金 胡信承 马黎元 朱华业

林　镜 王景鹤 江爱良 施松卿女 胡人超 戴广述 陈盛来

周祯祥 张世? 王弘敏 曹念祥 贾锡龄 夏昌林 欧阳平

范裕通 朱荣炬 蔡永祺 李永嘉 叶景萱女 康照纯 魏文达

朱　癤 王景义 熊中煜 黄鹤立 何炳昌 顾　泰 张锦江

朱曾沂 徐象贤 徐兆桢 俞庆华 顾家鹤 俞南琛 詹益坤

朱重民 李文博 朱德熙 蔡福林 毛厚高 黄存礼 陈光辉

孙寿平 萧庆穆 唐世一 胡德民 黄英士 范广渠 余贻骏

刘慕向 钮长德 董受申 张允林 许鸿义 陈权盛 叶允恭

胡德熙 严开伟 陈　鳌 谷源宗 谷德昭 杨邦靖 王泰岳Ｊ
方相礼Ｊ 钱启熊Ｊ

１９４０年 杨　硋女 黄培贞女 李伯昂 程　陶 王应素 王仁祥 茅于宽

罗宗续 井绍文 华宗炳 杜继彦女 颜尧明 崔明川 胡振国

陈　平 林书闵 邹达人 龚道钰 朱　谌 刘广启 白冲治

张树棣 程汤铭 桂立丰 王式中 陈盛来 李文博

１９４１年 黎介眉 徐惠英女 方宝贤 徐叙誽 戴尚忠 许经源 秦永泰

程远泉 谢吉宪 赵震炎 鄢灿然 吴桃恺 邓稼先 范立本

１９４２年 钱介福 吴　谟 章　淹女 周友敬 方　侃 冯钟潜女 黄楠森

李振家 陆祖荫 盛怀禹 束永庆 王蜀龙 武尔桢 朱平洋

刘国桢 魏国桢 仇永炎

１９４３年 周永瑞 许克礼 张景晖 陈景明 陈环昌 秦贵显 范椿镛

黄崇圣 郭汝嵩 冯健美女 罗孝鹄 倪守正 宁远源 唐知愚

王瑞沅 吴鸣锵 王植棠 赵国钧 葛学易 陈启麟 杨光中

孙至锐 张锡鑫 刘荣春

１９４４年 孔祥瑾 楼　格 南德恒 孙文宁 章仰瞷 刘绍祖 聂鸿钧

陈纪纶 陈滨颖女 何泽庆 萧前桂 萧俊琦 黄祖洽 李季良

黄有梅女 骆宝时 鲁禯然 牛广心 沈铭谦 都增祥 王恕铭

杨培良 李德平 沈渔?女 杨坤泉 张治公 姜德珍女 范管生

冯远程 刘溢名 喻国柱 倪守正 叶士豪Ｊ
１９４５年 蒋寿仁女 廖长禄 杨鹏翥 李?瑞 章维学 陈藻苹 周邦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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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象 谢汉生 梅镇彤女 舒寿祺 姚卫熏女 严行健 严又光

张国超 赵晏民 钟朝武 项钟圃 何宗强 龙期威 毛清献

文国华 杨大升 姚国安 沈芾生 余知周 戈　革 彭方正

尚嘉齐 黄　钟 李　炽 王光昭 沈作汉 王余初女

　　（三）１９３８—１９４６年毕业生

说明：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原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学生都保留原校的学藉，毕业时分别发给三校的文

凭，联大时考入的学生为联大学藉，毕业时发西南联大的文凭。

１９３８年
北京大学 曾福如 陈祖祥 崔维岭 王德 周永升

清华大学 张恩虬 赵芳瑛女 陈芳允 何成钧 何家麟 夏绳武 徐骣宝女

胡　宁 顾柏岩 李整武 沈洪涛 斯允一 孙　湘女 黄家齐

王天眷 张韵芝女

１９３９年
北京大学 贾士吉 赖家玮 蔡秉 于克三 胡文田 朱凤德

清华大学 周孝谦 罗梓荣 梅镇岳 汪月熙 魏慎之女

南开大学 黄金生

１９４０年
北京大学 杨?信 李庆庚 卢蔚民 王先矪 何克淑女 邓俊昌 郑　骏
清华大学 顾钧禧 林友苞 张家骅 胡玉和 刘昌年 唐立霴 唐绍密

汪　瑾女
南开大学 陈家麟

１９４１年
北京大学 魏西河 王代 李德昆

清华大学 周国铨 郭沂曾 林　女
西南联大 凌德洪 陆其蕙女 赵汝其 高鼎三

１９４２年
北京大学 李金锷

清华大学 向仁生

西南联大 郭耀松 黄永泰 郑联达 张浩然 张守廉 刘导丰 潘承懿女

杨振宁 娄良京

１９４３年
北京大学 王喜增 曹颖深

清华大学 张石城

西南联大 张济舟 闵嗣云女 吴家华 戴传曾 童寿生 杨光德 许少鸿

张志三 官知节 周光地 周祯祥 段　纯女 张崇域 胡日恒

洪川诚 沈克琦 何炳昌 孙瑞蕃 陆以信 李荫远

１９４４年
西南联大 朱竹林 江爱良 郑林生 叶景萱女 孙寿平 黄有莘 茅於宽

张祖绅 张东祺 俞和权 萧　健 张希恺 王季超 王式中

１９４５年
清华大学 胡国璋

西南联大 林书闵 桂立丰 徐叙誽 许经源 刘允仪 朱光亚 李卓显

王永良 王应素 邓稼先

１９４６年
清华大学 王贤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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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 吴　锷 王光诚 罗崇续 陆祖荫 佘守宪 段　维 许醒农

金恒年 陈　穆 章士敢 王仁祥

　　（四）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转学生、借读生

１９３８年
二年级 赵汝其 郑树琼 高鼎三 袁九章 黄非白 侯定远 黄锦河Ｊ

莫华岳Ｊ
１９３９年
二年级 郭耀松 钱达民 黄永泰 曾宪英 刘德建 张浩然

三年级 郑　璇 郑联达 凌德洪

四年级 罗琼豪 陆其蕙Ｊ女
１９４０年
二年级 张庆达 李嘉禾 陆以信

三年级 张守廉

四年级 陆其蕙女

１９４１年
二年级 萧　健 胡昌国

三年级 李荫远

１９４２年
二年级 朱光亚 李卓显

１９４３年
二年级 陈　穆 佘守宪

三年级 王永良

四年级 尤国贤Ｊ
１９４４年
二年级 宋宝騄 赵国书Ｊ 刘振华Ｊ 陶　铸Ｊ 窦溥仁Ｊ 潘宝麟Ｊ
三年级 李智汉 赵中立 章士敢

１９４５年
二年级 李政道 梅祖培

　　（五）１９４６年复员时分发至北大、清华物理系学习的学生

北京大学 周长生 戈　革 陈藻苹 聂鸿钧 牛广心 郭汝嵩 杨翼升

陈景明 潘宝麟 黄崇圣

清华大学 赵晏民 廖长禄 谢汉生 项钟圃 钟朝武 周邦乾 姜德珍女

章维学 毛清献 姚国安 张治公 姚卫薰女 孔祥瑾 蒋寿仁女

黄　钟 何宗强 萧子象 余知周 严又光 严行健 杨大癉

杨培良 王余初女 王恕铭 沈作汉 沈苒生 沈铭谦 尚嘉齐

彭方正 李　炽 王光昭 刘东来 李德平 黄祖洽 罗孝鹄

何泽庆 梅祖培 李季良 邬灿樵 倪守正 龙期威 张国超

葛学易 杨光中 刘国桢 章士敢 武尔桢 王经缄 陈宏寿

孙良方 罗四维 吴海泉 颜伯伦

　　（六）研究生

１９３９年夏恢复研究院时，北大和清华共有研究生３人复学：郭永怀（北大），钱伟长（清华），谢毓章
（清华）。１９３９年开始招收新生，历年新生及毕业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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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生

１９３９年 洪　晶Ｔ女
１９４１年 黄授书Ｔ 应崇福Ｔ 凌德洪Ｔ 刘普和Ｔ

１９４２年 杨振宁Ｔ 张守廉Ｔ 杨约翰Ｔ 黄　昆Ｐ

１９４３年 张崇域Ｔ 胡日恒Ｐ

１９４４年 许少鸿Ｐ

毕业生

１９４２年 谢毓章Ｔ

１９４３年 黄授书Ｔ

１９４４年 杨振宁Ｔ 张守廉Ｔ 黄　昆Ｐ

１９４５年 应崇福Ｔ

１９４６年 杨约翰Ｔ

１９４６年分发至北大、清华物理学部的研究生名单：

北京大学 许少鸿 胡日恒

清华大学 张崇域　　

三、复员到院系调整（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一）１９４６年本科生

四年级 郭汝嵩 陈景明 潘宝麟 史敬孚女 唐振芳女 孙　琛

三年级 牛广心 杨翼癉 倪颖庄女 吴同敬女 张淑良女 曹思勤女 王学英女

许建章 张硕文

二年级 戈　革 陈藻苹 朱　遐

一年级 何万华 李若女 让庆澜 江丕桓 赵凯华 晏毓鹏 欧阳绂

胡启立 周长生 周兴文

　　（二）１９４７—１９５２年新生

１９４７年

孙作为 张从众 李之慧 陈以和 邓乃平 陈绳武 华　顺女 潘秉琳

袁懿民女 王同恩 孔非吾 王兆拓 孙亲仁 张可文女 柳肇瑞 王光寅

袁龙蔚 张　钺 王建勋 周帅先 屈翠云女 万雨霖 蒋　智 刘东原

蒋春祥 张志超 张和生 陈墨耕 黄锦源 戴乾圜

１９４８年

卫国英 丛树桐 刘光鼎 蔡陛健 许殿彦 黎在宁 刘延海 孟国恩

曲慎扬 卢　伦 沈启华 蒋伏綿

１９４９年

侯重初女 邓锡铭 曹昌祺 曲玉珍女 张熙和 王巧瑜女 曹昌 孙　超

丁昌春 梁春田 乔　松 林可期 吴仲康 燕学明 顾耀南 金佩诗

董瑞祥 梁玉麟 王学良 王世学 刘茂楚 王世钊 项育匡 齐曾度

袁志宏 傅　明 张愈新 寇崇琛 盛灵运 孙荫模 万沪生 阎世良

张　维 许志匀 李振庄 陈忠贵 赵得江 卢存恒 周　煌 王祖霖

庄乐和 王文华 高铭书

１９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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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立功 李棠仪女 方云飞女 周景良 李本桐 曾广矪 田永惠 张文新

汪志诚 何　炜 陈暖松 潘国宏 张恩厚 程信尧 赵伊君 史增谦

顼敏达 伦景光 李靖西 罗福霖 张宗禄 潘金声 雷衍夏 李杰夫

吴功建 王　宁 王历华女

　　张文新，画家，１９４９年已来校随４９届旁听，１９５０年注册，１９５１年离校。
１９５１年
张合义 申世璋 廖乾初 焦祥连 何雪华女 刘奇弟 杨春祥 邱汶贞女

洪履新 赵景愚 李光第 李廉聚 吴维敏女 周则敬 张厚道 王天爵

张荣显 顾　泰 于稣元 黄景宁 戴永耀 丁乐礼 彭宏安 吴　哲
陈一询 李永基 魏椿年 胡绍康 李文绚女 栗玉蠧 宋仲和女 虞丽生女

王　佩 李安民 董大年

　　（三）１９４７—１９５２年转入学生（括号内为原学校，原非物理系者则列出原院系）

１９４６年 二年级 于　敏（临大电工系）
１９４７年 二年级 陈振士（北大算学系） 罗伯鹏（北大工学院） 陆　均女（北洋大学北平部电机工程系）
１９４９年
三年级 王世铮（燕京大学）

二年级 刘　辽（北大数学系） 张赛珍女（北大医预） 萧敬盠（辅仁大学，５０年春转来） 刘行义（北大化学系）

张陌田（燕京大学） 王光裕（金陵大学） 黄慎文（北大工学院） 周子博（北大工学院）

１９５０年
四年级 袁连生（中法大学） 梁天培（中法大学）

三年级 陈崇钿（中法大学） 王廷权（中法大学） 王戊辰（中法大学） 龙志云（中法大学）

王宁韬女（中法大学） 刘少文（中法大学） 张凤鸣（中法大学） 王国权（中法大学）

程绍先（中法大学） 白鹤翔（中法大学） 翟玉林（中法大学） 严功鳭（中法大学）

赵振衡（中法大学） 魏永铉（中法大学） 张乃恭（中法大学） 龙世昌（中法大学）

郝骧海（中法大学）

二年级 姚煜球（清华大学电机系） 赵炳浩（北大数学系） 李发美（北大数学系） 陈昆源（燕京大学）

叶炽材（岭南大学） 蔡美良（北大电机系）

１９５１年 三年级 谭维翰（北大工学院）

　　（四）１９４７—１９５２年毕业生

１９４７年 郭汝嵩 陈景明 潘宝麟 史敬孚女 唐振芳女 孙　琛
１９４８年 倪颖庄女 黄崇圣 郭威孚

１９４９年 陈藻苹 戈　革 于　敏 朱　遐 张淑良女 吴同敬女 曹思勤女

王学英女 王纪儒

１９５０年 赵凯华 江丕桓 李若女 让庆澜 何万华 陆　均女 陈振士

１９５１年 李之慧 张志超 陈以和 蒋　智 邓乃平 袁连生 梁天培

罗伯鹏 孙亲仁 王世铮 张　钺
１９５２年 （１９４８级）
卫国英 刘光鼎 蔡陛健 丛树桐 许殿彦 黎在宁 张从众 刘行义

王光裕 萧敬盠 黄慎文 陈崇钿 王廷权 龙志云 王戊辰 王宁韬女

刘少文 张凤鸣 王国权 程绍先 白鹤翔 翟玉林 严功鳭 赵振衡

孔非吾 刘东元 周帅先 张陌田

１９５２年 （１９４９级）
叶炽材 陈昆源 姚煜球 赵炳浩 李发美 蔡美良 谭维翰 刘　辽
张赛珍女 吴仲康 乔　松 梁春田 曲玉珍女 王巧瑜女 孙　超 邓锡铭

林可期 曹昌祺 侯重初女 郝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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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１９４７—１９５２年研究生

新　生
１９４７年 沈克琦 徐叙誽 孙念台 王树芬女

１９４８年 李纯愚

１９４９年 于　敏 黄择言

１９５０年 让庆澜 江丕桓 赵凯华

１９５１年 罗伯鹏 李盳姬女 毛清献

毕业生

１９５１年 李纯愚

四、院系调整到分系（１９５２—１９５８）

（一）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学年第一学期物理系学生名录

说明：１９５２—１９５８期间物理系设物理学专业和气象学专业，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办过一期气象专修科

物理专业
一年级 张正新 张洪钧 张润华女 张广基 张连贵 张玲玲女 张脉文

张宗烨女 张宗平女 赵崇士 赵于馪女 赵宗祥 陈　坚 陈遷年

陈观高 陈光宇 陈秉玉 陈铁梅 陈荫民 陈　莹女 郑希特

郑明贤 成　?女 程铁珊女 蒋清梅 姜　浩女 江丕栋 乔　锐
钱竹年 钱文源 秦建章 秦国刚 周　洁女 周光镐 周炳耀

周同生 周云镍 周永溶 仇菊初 朱家珍女 朱津栋 朱焕南

朱公先 瞿世秀女 鄂绍聪女 范家骏 范义积 方　杰 方励之

冯县达 韩季之 韩至森 杭恒荣 何昌适 何希范 何明旭

何文望 侯德彭 冼鼎昌 萧国屏 辛玉美女 徐　诚 许竟贤

徐　良 徐　彬女 胡天怀女 胡玉民 华淑英女 黄正谊 黄植文女

黄炳炎 阮同泽 高国裕 高文俊 顾世洧 顾　雁 郭树源

李清润 李春寄 李克诚 李　坤女 李守中 李淑娴女 李玉海

梁凤鸣 梁炎武 廉励超 林彰达 林志明 林秀鸾女 林绪伦女

林仁明 凌嘉穆 刘镇远 刘治平 刘兰棠 刘维琪 罗福霖

罗宝标 陆小明女 卢盛周 马维帅 麦洪昌 苗四维 莫　党
倪皖荪 潘正方 庞世瑾 鲍诚光 包先格 邵义全 石家纬

施景滨 宋崇让 宋依民 谭天荣 唐强汉 汤汉森 唐乐然

滕世哲 丁光宁 蔡伯濂 蔡一坤 崔季平 万春侯 汪昭义

王志明 王学良 王惠民 汪克林 王良训 王乃彦 王士融

王守阳 王大海 王德鴏 王宗刚 王裕斌 魏瞸年 吴振麟

吴健徵 吴金生 吴仲英 吴子乾 杨崇智 杨惠风 杨明凯

杨宁生 杨泽森 姚家琛 叶新阶 叶于学 严国光 严武光

易馀萍女 于朝宗 于海鹏 喻怀敏女 余友文 余耀煌 袁成杰

袁希明 袁惠根 张　校 邱汶贞女 郭元恒 张运尧 周秉信

周世炽 赵保恒 恭博林 刘汉藩 周海婴 潘炳尧 孔光临女

朱瑞廉 李洪桢 刘有恒 胡瑞生 李俞华女 刘耀阳 丹　枫女
唐德立 操申生 王常先 王正清 王敏蓉女 袁景贤 杨玉琳

滨田照代女 益田齐 王明中 张国枢 唐德立

二年级 张合义 张厚道 章希知女 张荣显 赵景愚 陈观雄 陈大鹏

陈一询 陈　芸 陈永春 郑克杰 郑为忠 焦祥连 秦旦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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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济苍 周　煌 周则敬 周维兴 朱　宜女 范良藻 方　澄
方瑞宜女 冯义濂 傅宏郎 韩其智女 何雪华女 侯伯元 徐积仁

续竞存 徐孟侠 胡长庚 黄景宁 洪履遷 黄念宁 顾　泰
顾亚铨 管维炎 邝宇平 李安民 李庆澜 李瑞年 李高积

李光第 李廉聚 李文雄 李　颖 栗玉蠧 李玉书 李永基

梁静国 梁铁铮 廖乾初 刘奇弟 刘文湖 陆　閧 鲍乃捷

鲍道立 彭宏安 申世璋 史浚生 苏海筹 孙洪洲 孙述宇

戴道生 戴永耀 唐熙曾 丁乐礼 曾谨言 段生林 董大年

王　楚 王　宁 王　 王天爵 王鼎昌 王雅南 王义遒

魏椿年 吴　哲 吴维敏女 杨春祥 虞丽生女 于稣元 袁扬道

李本桐 郑敏焘 巩玲华女 周立中 戎欣凯 施学勤 童林夙

三年级 翟瞻莱 张之翔 张恩厚 章立源 张宗禄 赵润生女 赵　鰓女
赵伊君 陈建邦 陈致英 陈癸尊 陈暖松 陈　迪 程信尧

纪英楠 钱伯初 邱季龙 卓松年 周景良 朱　樱 冯金声

冯宝树 傅正元 何德全 西门纪业 徐承和 许庆岩 徐　行
顼敏达 许炳如 徐东朔 顾仁林 李棠仪女 廖　莹 凌智培

罗邦煦 罗蓓玲女 陆载德 毛振麟 欧贤守 潘金声 潘国宏

史增谦 水永安 宋增福 唐子健 丁守谦 蔡鲁戈 曹建庭女

曹孟贤女 曾广矪 涂荣彬 汪志诚 王鸿樟 曹昌佑 王世宁

吴功建 吴惕生 吴维备女 姚林杰 尹道乐 张本良 雷衍夏

姜瑞生 何建鄂 蔡荣业 吴国强 杨树钟

气象专业
一年级 张丕远 陈继郁 陈秋士 陈秋圆 陈兴荣 陈瑞荣 陈诗闻女

郑爱群女 纪立人 金　山 周晓平 丑纪范 方位东 何诗秀女

侯立民 夏武康 萧克东 解德忠 邢春玳女 徐华英女 胡志晋

黄美元 高标正 李容光 李麦村 刘嘉桓 刘建磐 刘春蓁女

张　镡 卢佩生女 陆祖杰 汤懋苍 陶丽君女 邓根云 丁　千
丁行友 曾庆存 董克勤 王作述 翁畹君女 巫新民 应纯高

俞显岚 袁信轩 缪德墀 洪侣端 刘瑞芝女 张　钧
王耀生 王季女 周静亚女

二年级 章文茜女 傅克庄女 何章起 徐耀祯 徐贵葆 黄纪庄女 任振海

郭其蕴女 卢孝芳女 卢曙光 苏福庆 陶祖文 董葆群 王如琦女

王绍武 王永生 俞顺豪 袁　箴女
三年级 尹　宏 张玉玲女 陈文琦女 许绍祖 霍宏暹 沈　钟女 杜行远

王德瀚 王彦昌 戴淑芬女

气象专修科
一年级 张霭琛 张榕锦女 章名立女 张宗德女 钱增进 钱纫娴女 金振庭

邱德富 周鸣盛 朱仲贤 朱光贵 屈翠虹女 陈慎康 陈受钧

郑光辉 齐麟申 项淑娴女 谢祖镇 许致远 高传苹 龚美珠女

李其琛 李键年 李一寰 梁平德女 林祥熙 刘春达 欧阳子济

潘汉明女 沈祖亢 孙学筠 孙国英女 戴天戟 曹将麟 汪厚基

温跨达 邬鸿勋 吴达三 杨维武 严慧兰女 尹道声 游景炎

喻世华 易绍兰 郑　光 许启蠫 颜景容女 卢书锷

研究生

一年级 曹昌祺 陈志全 郭长志 胡慧玲女 李沅鯢 郑哲洙 郑志豪

二年级 周光召 严　肃 罗伯鹏 李盳姬女

三年级 徐锡申 胡南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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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１９５３—１９５８年物理系新生

１９５３年
物理专业 敖瑞伯 白培光 陈士杰 褚天鹏 崔乃俊 戴季康 戴光曦

邓雨生 狄庆兴 丁乃岩 董因明 董太乾 方筱祜 高崇寿

高宗仁 冯俊鹏 姜朝芳 龚德荫 郭维新 燕秉凯 严仲强

杨传德 杨家治 杨国琛 杨应昌 杨学鹏 叶承榴 叶良修

尹道先 钱用之 秦守正 李春槐 李有宜 李力行 励名强

李瑞伟 李韶先 林俊伯 林清景 凌备备 刘炳寰 刘有文

刘锦华女 刘万琴女 刘皇风 陆　聑 卢文豪 罗敬承 孟福坤女

那学成 阮图南 阮辉 史隆培 沈浩明 苏大春 苏肇冰

孙　威 宋平根 唐煜远 佟适冬 田如均女 汪长虹 王存心

王耕国 王季祥 王国荣 王国文 王阳元 王有 王　愍
王荣廷 魏宝文 卫　民女 吴俊恒 吴　翔 韩　文 何德平

贺准城 谢　英 夏传
%

萧度元 谢建周 胡代柃女 黄德强

黄
%

滨 黄乐天 黄信榆 黄志强 黄正中 洪润生 许伯威

徐介平 徐润达 徐祖年 薛传恽 俞安孙 俞忠钰 于祖荣

詹松年 张戴铭 张以勤 张培恕 张绮香女 章豫梅 张玉山

张耀西 肇恒标 郑文灏 周　吉 周钦爵 周　琳女 周佩珍女

周希彦 周修铭 周志尧 周卓轫 朱恩均 朱介鼎 庄述鹿

龚镇雄 罗辽复 唐安镇 张仲文 韩达人

气象专业 曹钢锋 岑超南 常国英 陈长和 陈家宜 陈华光 陈章昭

崔
%

武 邓耀华 鄂国光 樊
%

祥 范永祥 酆大雄 高凌翔

金炳年 关立言 管新都 郭锡钦 杨远驰 游来光 秦克诚

邱如陵 李难生 李小泉 罗孝逞 马庆华 马培民 隋式楠女

宋青雨女 谈智宏 王　珊女 王贤祥 汪毓才 王元超 汪永起

温景嵩 吴树立 吴天祺 萧左江 侯赣生 胡伯威 胡望雨

胡运睴 黄丽影女 许焕斌 张纪淮 张培忠 张锡福 张学文

张志明 赵剑平女 赵明哲 周全瑞 周世仍 朱庆圻 朱廷曜

朱维民 朱慧斌 丁德刚 郑　光 许启蠫 颜景容女

保留学籍 冯一民 傅禄毅 宇仁燮

　　本年度从俄专二部转来，复学进入物理专业二年级者名单：钱绍钧、宋仲和、许祖华、张遵逵、何章祥。

１９５４年
物理专业 马丽云女 卞淑女 张定子 杨威生 聂宝成 张立敏女 李广达

李裕光女 冯蠫正 廖性雄 战元龄 张云鹗 刘显声 韩继鸿

丘应平 戴　冕 刘治贤 宫　蒂女 徐爱新女 孔祥致 时学丹

杜声孚 吴文淦 朱柏贤 陈德贵 徐克环女 宓琴芳女 高树浚

赵秋月女 吴辉钊 杨振威 刘金明 曹　澧 梁璞玉 李慧心女

赵世瑾女 唐兴业 杨浩慈 罗先汉 张承孚 王晓霞女 沈梦培

韩汝珊 段炳武 陈伯舫 尚尔昌 周　琴女 侯自强 徐敏华女

冯炳根 李存杰 王　毅 沈迪克 勇云祥 常铁强 王　煜
刘云鹏 梁秀慧女 陈葆珏女 董立明 王　励 霍裕平 俞允强

王又芈 陈秉乾 顾名澧 范广厦 叶培松 黄惟承 王乃富

王迪民 邱元武 刘　麟 陈成钧 乔宗才 都　亨 任昌明

朱培豫 盛名铭 俞贯中 陈俊强 华保盈 姚炳昌 王丕显

陈熙谋 孙允恭 钟金魁 郁贤章 钱埙伯 周国生 田景敏

李琳培 孙孟嘉 冯洛瑜 王克岩 李宗泽 戴听涛 许政一

·９８１·附录二　学 生 名 录



恽宗杨 毛定一 高龙生 蒋邦本 戴新周 曹尧金 汪承灏

徐承诰 程德利 陈庆有 施蕴陵女 蒋　炳 卢　纪 陈培仁

林宗涵 李秉常 强元蓕 俞学湘 任鸿兴 盛克敏 陈　时女
曹图南 宋林松 黄世益 朱自莹 徐承宗 张晋林 钱道生

王一鹏 严　诚 单启蛰 陈洛生 毛廷德 宋载升 张瑞华

史　森 朱志英女 周　霆 侯浔生 王克晖 陈文永 桑伟生

曹文举 杨盛溶 张淑慧女 马东平 梁忠赵 张仁和 侯朝焕

李一正 李　博 王占一 佘永正 庄学洵 林福成 甘子钊

黄冠涛 区　智 谭国英 林耀坤 黄敏韬 云冠民 赵作正

郭庆勋 邓鲁阳 陈宗蕴女 马敬华 龙伟丽女 何廷枢 叶宗怀

李怀武 于壮玢女 徐益荪 陈绍光 谢克中 颜克孝 何可恕

燕?符女 李雪琴女 方蓟祥 黄曾眑 高西平 邓本唐 陈子雄

尚铁粱 赵　琪 冯一民 胡望雨 宇仁燮 管新都 徐敏华

气象专业 萧有馥 张一良 李振华女 邹长庚 吴英佑 郭灵信 温庆美

葛小玲女 陈海莲女 谢齐强 吴仪芳女 王铭如 吴　剑 吴兆兰女

丁纯文 陈一诚女 张玉魁 张连生 郑达本 郑瑞林 曹振铎

边钟松 胡宝玲女 高　凯 郁尚俭 裘碧梧女 闫育华 钱锡鸿

王为德 周克铭 朱福康 范天锡 吴佶宁 孙淑清女 毛贤敏

李毓芳女 吴茂沂 刘成信 李小泉 陈哲明 关晓如女 孙淑华女

陈发祖 华风仪女 费东原 潘家威 徐宁卿女 施鲁怀 贡　瑛女
张家宝 龚知本 庄能森 吴同钺 李敏志 褚宗祥 萨本嘉

文传甲 李守富 丁云屏女 王　娴女 杜育芝女 陈道轩 宋大钧

王树女 魏培文女 陈光华 汪开道 阎冰如女 邱明新 张一德

丁士晟 王　惠女 陆一强 章少卿 卢家麟 马鹤年 上官鸿模

李文彬 杨履新 杨　菲女 魏淑芳女 刘世惠 贺大良 王淑静女

郭得喜 谢定远 陆费铭勇 庄英如女 朱盛明 倪履康 吴勤林

斯公望 马济普 崔　巍 马添龙 夏光庆

１９５５年
物理专业 郑春开 吴德明 张　虹女 张金龙 黄　骝 蔡峰怡 张瑞华

张开逊 王　圩 刘海龄 姚志平 张延泉 华昌才 孙韵敏

张宗鉴 杨士功 冯定华女 王血男 周爱玉女 齐　辉女 孙令举

曹亨道 崔廷勋 严邦兴 郭良安 童　彦 卢清华 车久畴

袁惠根 吕晋育 刘家桢 方家驯 李　泌 刘占毅 徐淑霞女

汪兆平 姚振钰 莫息红女 金　英女 杨光丽女 苏汝铿 陈　淼
汪　瀚 张崇善 李志超 陈慧余女 刘绍亮 程　钢 陈芝田女

万齐虎 罗平基 余掬生 管政通 王持正 欧阳贵 王德芳

胡学浚 张国杰 焦克非 周传瑞女 陈娓兮女 王学忠 邢如莲女

张齐年 牛照祥女 陆文莲女 王念先 夏宇正 韩大年 潘国雄

王书瑶 张梓华 尤俊汉 李慧民女 刘桂文 武会逮 蒋永宁

阎大伟 唐正言 李桂艳女 周兆安 萧新民 陈庭柱 李德忠

杨纪芳女 林　林 葛英才 宋维新 徐瑞森 曹志明 高南岗

林国策 陈养炎 阚济生 张如菊女 崔忠勤 张信威 范少卿

孙利彦 郑　青 李铁真 李鉴清 李德孚 柳成玉 邢　骏
孙衍广 刘淑培 施贵勤 齐刚毅 丁健生 王贵瑾 范幼钦

孔德谦 江文勉 黄金章 褚克弘 林昭
!

樊学韶 夏元卿

梁典耀 刘宏勋 张肇仪女 宋礼庭 秦裕容女 马秀明女 章世

陈　晋 张友荣 杨亚文 邵子文 陈务忠 白旭光女 李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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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银宝 蔡慧如女 顾　彪 赵玉芝女 张永德 龚　敏女 李本善

王仁川 郑德? 吴群良 叶　森 唐自舜 王仁光 黄锡毅

罗小兰女 王　逊 许培良 丁恩生 刘维敏 张以勤 姜　邈
冯运昌 许立忠 赵保经 雷啸霖 杜家森 魏书蘅女 周又元

郝立德 周道南 王恕铨 何再生 刘恕宣 陈绍光 吴圣伦女

张敏修女 宫云江 张汝粱 谢有匡 尹淑钰女 卑向荣 赵立荣女

王良邦 朱生传 冯孙齐 童莉泰女 张丽珠女 夏学之 祝西里女

张德华 汪厚基 陈大元女 乔荣文女 霍忠义 吴　行女 高宜桂

薛德乾 孙福川 高晶山 郭福庆 陆懋权 张汝进 杨清建

高永达 余瑶光 戴忠羡 李延赓 吴正娴女 赵念育 富云莲女

杨汉滨 焦鹏飞 贾新华 王长清 魏圣恩 李国鉴 李志超

高凤茹女 郭连璧 赵学勤 崔秀乾 李智伟 梁德琪 沈文达

王化一 魏希文女 唐凤源 刘嘉玫女 沙比提 刘宝棣女 谈运阳

崔泰万 李耀煌 王威礼 刘福绥 沈伯弘 贾秉文 陈庆友

郑　庸 张冰莹女 卢涵林 夏锦禄 刘慧芳女 刘培勋 施龙华

程祺钧 吴乐琦 孙亚莉女 李廷香 田志恒 夏贤学 吕良晓

黄锦其 刘金铨 萧　纶女 陈宪禧 乐馥梅女 刘金铨 倪霭然女

　　 １９５５年学生中有两位李志超，学号分别为 ５５０２０６１和５５０２１６４。
气象专业 赵燕曾女 钱景奎 王筱琴女 杨耀增 王淑芳女 张　铮女 赵令仪女

王先正女 韩长宝 赵仁廉 郭定一 艾祖光 吕乃平女 丁克勤

邓慧康 葛楚鑫 陈仲甘 丁阿荣 董成泰 陈锡涵 詹永庆

朱广赜 李克让 徐吉庆 黄炳勋 徐希孺 朱金元 丁民仆

章奉远 张晓霁女 张　荣 虞宝珠女 过文娟女 阎秉耀 严大华

徐永定 严　正 张元箴女 茅人杰 蒋尚城 孙景群 蒋　昱女
张庆隆 林荣芳女 董晓敏女 李海华 萧　佐 潘乃先 季劲钧

吕美仲 胡德明 薛鸣鹤 夏彭年 蒋秋鸿 周源泉 汤达章

杨震华 章澄昌 汤燕玲女 周道祺 章之雄 汪南杰 章正一

孙可富 樊鑫根 王英砲 江祖藩 张培锟 张玲韵女 夏蒙棼

朱鸿烈 王　式 张瑞莲女 杨淑芳女 王大鸿 燕子杰 李信持

齐鲁祥 张维桓 吴宝俊 高　洁 韦统健 韩全生 吴辉碇

孙怀壮 陶善昌 孙道勋 蔡启铭 林　和 林仲金 杨金锡

韩玉如女 李德强 李绍来 王焕南 颜学惠 姚文权 梅焕仁

熊光莹女 郝一峨女 王晓林 李必光 傅裕棠 叶秀书女 杨雪亚女

王祥麟 张毓书 柳咏絮女 卢运发 沈长寿 陆守祥 赵淑松

雷雨顺 卢　鸣 张宝田 杨献三 关立言 张秀韫女 高泽民

冯志娴女

１９５６年
物理专业 宋良玉女 仇韵清女 庄渭臣 柏汉祥 沙　麟 王家叶 胡喜禄

姬凯庆 葛延恕 周增圻 吴大勇 卓钰如女 滕文善 陈　捷
张正风 韩汝琦 邱豫成 鲁永安 唐光伟 孙宗慈 王绍华

郑朗英 樊世忠 徐德之 黄非玄 陈难先 赵希尧 于振田

马醒华 贺仲熊 李维楠 林邦慧女 林可祥 姜宗熙 何尚杰

宋朝忠 李旭奎 葛肇生 刘树馨女 杨哲民女 万若萝女 金绍琦女

胡德昭 王舒民 李鹏麟 毛成生 倪友群 王文采 龙庆贞女

郑梦芬女 杨贤芸女 段蔚荷女 吕斯骅 王六桥 张志广 张洪川

王宁人 吴增庆 顾　云 王　华女 欧阳? 张少泉 张　汉
王广阳 郭成光 王家龙 赵惠恩 刘志雄 崔国林 何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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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林 孟繁和 张文彬 刘磐安 李思敏 欧阳洵 张咏紫女

陈康琪女 曾　靖女 关华昭女 陈福成 许继宗 冯梦彩 杨春智

薛绍仁 袁　环 邢历生 黄桂森 游福祚 竺?宜 李宏成

祁贵仲 邹宝忠 李铁城 夏宗炬 李钦祖 邱维常 朱袭?

阎守胜 赵钟涛 郭正伟 李方正 陈千寿 王兰萍女 孙?亨

王靖华 王奉昭女 张爱珍女 李港龄女 周幼威 范五洲 李耀福

孙启明 刘普霖 杨富民 乔国俊 梅宏明 吴思诚 沈志庸

李文一 章　鹏 胡福源 孔凡平 赵达尊 余定一 曹津生

徐福侯 吴成侯 林学超 潘承璜 张化雨 赵国臣 尹协和女

阙青堂女 吴继一 周炳林 吴兆安 江　怡女 周文生女 张敦庄女

薛胜美 张南海 陈大猷 鲍承浩 郑少白 林　强 沈承杭

张效政 张顺均 王德茂 郑怡嘉 孙耀国 徐来自 陈运泰

王世锦 刘仲廷 吴弼东 刘英烈 刘英奇 金恭镇 王守仁

王正行 赵佐政 龚锦平女 黄乐斌女 杨国桢 廖复中 黄　咏女
羡梦梅女 刘杏荣女 张忠仁 宋树森 严永鑫 侯佩山 崔怀伟

崔雄龙 黄兴让 晏继文 杨宝泉 赵平海 史锦顺 孙绍宗

孙长德 姚振兴 赵裕泽 李　昕 王守证 曾振强 伍碧珊女

杨大同 周义昌 吴白芦 龚绍京女 崔广霁 林　勤 闻　鸥
尹其丰 许煜寰 韩嗣康 曹家驹 方思觉 李炎封 梁宝鎏

胡其铎 刘　 廖绍彬 许茂元 钟毓澍 林纪曾女 李淼健

杨求铨 刘弘度 杨昭宝 吴佳翼 朱福和 许醇仁 詹震宇

王佑祥 黄　矛 高巧君女 李映雪女 宋紫云女 道克敏 章蔚娟女

陈洪荪 沈永生 徐文骏 李　笙女 章　蓓女 余忠培 汪白箬

王域辉 关　洪 张华骏 周祖荣 阎　铸 王锦华 洪忠渝

陈世达 龚钟琦 郑成中 寿能伟 马永昌 胡岳风 宋大有

陈帼雄女 叶柱滔 梁耀伦 万重怡 胡恩棠 陈厚兴 王政人

徐佩斐女 曾则鸣 丁有济 武国英 张碧梧女 钟百僻 张郁弘

蹇庄华女 宋行长 刘德成 李淑英女 虞彩琴女 舒斯玉 杨新华

熊大闰 钱怀锦 萧　威 沈子信 潘正良 许明树 游江南

沈光地 翁恩聪 朱熙泉 倪木桃 陈赉琛 章绵鸿 尹元昭

唐晓阳 焦敦庞 杨存安 刘绪平 程檀生 林福亨 王文泉

巴　图 程本培 刘福礼 李学正 王仁乾女 陶敦仁 喻岳青

李国祥 莫育俊 黄湘友 王鼎盛 李伯臧 邬钦崇 黄镜辉女

谭如女 傅祖芸女 韦博荣 莫家铭 朱其高 李宗琦 洪少良

钱汝明 徐纪扬 毛庭芳 黄最明 金仲辉 李振国 张宝成

祝忠德 姚　义 贺绍甲 蒋威丰 杨振宇 宋家杰 姜秀林

高　鹏 郭亨礼 张承福 何兆麟 姜士达 佘觉觉女 朱　
&

刘汝良 叶碧青女 张毓英女 潘君卓 钟世杨 朱沛臣 陈文雄

陈天杰 刘永贗 王德安 邹英华 张知廉 吕云仙 裘小松

葛佩璜 姚良骅 孙　锦 顾根涛 陶如玉女 高文明 丁敬忠

李友松 邓　阳 陈维杭 金天善 陈运鸿 孙学章 孙贤义

伍　瑜女 丁韫玉女 乔天庆 朱　革 吉承灿 陈培善 王绍渝

林卜孝 吴　邮 张健民 赵　俊 刘明伦 袁定朴 王知广

顾慰君 王振刚 任华巽 杨同立 陈创天 张兆祥 徐为方女

庄逢源 薛寿清 谭民望 朱保如 罗公群 葛焕称 曹金瑞

孙平阳女 丁孝兰女 姚文波 李玉智 栾桂冬 黄德源 吴崇试

翟迪生 陈家麟 钱翼鹏 严仁瑾 孙鸿健 陈宗圭 章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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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士雄 钟锡华 戴望霮 林纯镇 戴乃武 范滇元 胡　澄
王碧泉女 邹其嘉女 陈雁萍女 李吉士 高湘华女 桂裕铮 朱孝信

张典焕 孙　润 张颖智 吴正泉 蒋筑英 孙宗琦 章思俊

何敏灵女 杨期深 张国柄 唐镇松 徐济安 裘颖刚 沈乃贗

张受地 夏建白 陈国维 赵汝光女 朱以南 关乃忠 贾保成

徐熙中 尹继良

气象专业 刘余滨 戚霞枝女 于淑筠女 张培昌 李元惠女 陈振适 徐　昭
李曾中 桑政民 朱桂芳 胡明臣 黄寅亮 关　海女 翟　鵶
李朝颐 龚奇儿 周家斌 戴贤扬 宋珍珊女 刘式适 陈　昭
王建极 何家骅 陆徐福 顾　?女 郑立永 刘式达 张一良

秦　瑜 李寿夏 王允宽 赵文兰女 唐致美女 陈仲生 柳振华

黄文杰 杜伯操 董　桦女 董光柽 博绳武 陈一凡 马维华女

郭玉莲女 白怀璧 刘锦丽女 曾之显 黄云岳 黄茂兰 郑祖光

林本达 唐炳章 沈其忠 濮祖荫 周永镇 缪文衡 周邦煊

黄思孝 王焕德 刘景秀 曹希孝 王友伦 韩立国 徐　俭
支国芹女 刘克华 刘金珩 孙恭让 王天命 郭亚平女 姚　倩女
郭筱贞女 马洪福 王大歧 马淑芬女 曹振兴 白润珍女 刘子田

温克刚 朱顺成女 阎瑞昌 牛殿富 谢　庄女 崔天绥女 辛宝恒

王耀明 武兰青女 邝雨生 邵子庆 沈罗毅 刘广莲女 孙延俊

王照景 钮芬兰女 董素珍女 李保休 薛蕃炳 谭　辛 陈国范女

李启泰 赵成尧 叶雨水 吴义芳女 沈心源 张志善 徐鸿年

沈春康 汤永祺 唐钧蓓 励铭德 张柏荣 赵汉光 丁荣良

李泽椿 张汝源 康春葆 吴烈誉 刘英民 徐嘉行女 张德全

田生春女 李培德 林文藻 缪锦海 赵瑞华女 吴鑫基 黄孟容

徐绍华 吕达仁 阮家森 周允华 戴月琴女 周凤仙女 陶祖钰

毛节泰 马振骅 葛润生 李维亮 林锡怀女 王幻多女 蒋本汤

徐　海 高砚田 吴秀成 李慎谋 刘润麟

　　１９５６年在北大举办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原定南开大学参加，调入南开大学已读完三年课程的学生１４人。后南
开大学决定不设该专门化，这些学生转为北大学籍，他们是

　　金怀诚　彭敏修　戴凯成　邓介贵　魏成瑞　鞠兰凤女　何华昕　邝民翰　丁绍渊　汪宝铎　赵敏光　周孟琳女
　　林从修　崔明庆女
因他们考入南开时为四年制，故转入时仍按四年制安排。后周孟琳、林从修、崔明庆等３人转入５年制。

１９５７年 郭挺祥 崔振兴 金燕静女 缪智心 龚中麟 汪茂泉 韩大星女

物理专业 李镇远 戴羌平 龙纯玮 方永绥 蔡民章 李学鹏 王祖铨

朱庆胜 王德泽 邱素娟女 朱岳清 谢后贤 谢柏青女 郁增基

杨建文 骆正彬 何家喜 张双荣 崔文淼 黄润恒 王维新

耿成德 姜印琳 汲长松 李成蹊 郝玉敏女 丘秉伦 傅临泰

罗懿祖女 王淑坤女 陈木华 杜继旭 贺安之 施鉴诺 崔殿祥

赵文衡 李少池 宣　彭 傅竹风 潘承志 高维滨 姚镇安

陆国贤 俞士汶 杨宗仁 苏洪钧 史殿成 丁金泉 周震浦

汪德威 李文艺 魏海官 吴南屏 刘海清 邵式平 谢麟振

张克飞 朱逢吾 奚中和 赵振良 董文彬 罗卓新 孔庆虎

刘寄星 杨柳林 张振基 陈永祥 荀毓龙 尹荣良 范缇文女

何益华 刘　晖女 梁立岷女 平爵云 邵倩萍女 陈逸仙女 余娟芬女

陈凤戎 吴小微女 罗　迪女 胡仁元 卢　传 董士? 冯蕴深女

桂增杰 佟大英 曹正寅 朱志霓 邰鸿生 蒋翔六 詹达三

张　宏 胡鸿章 林　璋 穆廷荣 贺光裕 白振统 徐继渝

吴方近 戴安英女 石特临 王　鸣 雷良颖 王钟炎 李淑麟女

马金寰 宋后定 周元培 王维民 罗力更 徐永超 戴远东

曾心愉 景天永 姜亚南 张国沪 梁振亚 陈　恒 孙　钢
李炎午 韩宝善 张福敏 丁　敏 叶基棠 刘明柱 燕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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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人惠 王思潮 杜金波 王健民 张春田 王剑麟 徐梦飞

朱龙德 艾国祥 钟维烈 林家云 徐章木 田诚生女 杜永昌

黄厚昌 白有天 钱霖君 张志醒 夏　延 朱　明 林政炎

陈建生 陈良辰 王耀生 李孙鸿 董任玺 管竞存 李亭亭女

周怡亲女 汤一民女 王克达 王明广 王树女 安志刚 邬少明

宋鸿源 余道衡 王世聪 沈滇明 王介民 许江盠 何钰泉

崔鼎章 李松法 李学云 汤　沂 刘继英 郑经亮 赵光达

王德和 王福麟 唐健正 王裕民 孙承平女 徐宜生女 胡亚若女

资民筠女 李真如女 陈道琦女 冯惠宁女 赖武彦 陆　果 李致森

任尚元 吴开震 李仁厚 戴昌鼎 陈雨生 姜喜定 屠庆铭

吉利久 马　鈏 谭承业 师志达 叶品中 齐鲁祥 俞有遂

傅济时 刘菊松 范建中 黄朝商 杨乔林 梁瑞田 金安蜀女

刘宗礼 翁家丰 张榕树女 马金泉 李松山 赵若采 张鸿凯

朱琳若女 钟茂漪女 曹昌华 刘彭业 吴惟敏女 金　严 黄茂祥

徐果明 钱源基 钱　俭 王齐琳 孔令圻 方自深 莫善珏

叶中元 顾本源 张叔均 韦占凯 滕大军 王树元 孙长康

陈佳驭 刘雪林 张荫春 武良玉 程世杰 阮信畅 俞祖和

包继贤 薛增泉 董成玉 孙亦宁 郑鹏洲 张金铎 简国树

杨志杰 李幼铭 林　泉 赖德津 陈文毅 林鸿生 吴恩齐

赵学溥 邹振隆 陆　颖女 张海藩 周玉美女 尤广建 徐昆明

许忠淮 戴克悌 陈健华 余　梅女 孙岳岷女 祝慧隆女 徐绍华

杨大宝

气象专业 王彦林 吴　雷 于永芳 彭运祥 王雨曾 田震宣 李　骥
孙　炜 温市耕 林持章 王　超 胡圣昌 邹孝恒 杨桂庆

曲德明 丁一汇 孙恭让 张次云女 徐静琦女 王国兰女 戎佩英女

薛星五女 吕月华女 聂景芳女 宋笑亭女 陈久康 李　? 葛正谟

吕克利 沈桐立 寿绍文 薛　智 金玉贵 吴秀成 胡隐樵

姚竞生 葛维鑫 谢　安 桑建国 韩瑞林 黄嘉佑 朱焕金

耿淑兰女 张爱蓉女 盛裴轩女 葛蔼芬女 孙敬懿女 狄扬波女 郭肖容女

冯丽文女 张学斌女 侯斯季女 封咸临 朱永豪 游性恬女

在系内转专业和由外系、外校转入物理系的学生

（１）由气象专业转入物理专业的学生
１９５５年物理系按系招生，入学后再分专业。不少分入气象专业的学生一心想学物理，对此分配很有意见，因此１９５７

年整风时贴出大字报，要求改换专业。当时系领导认为应该尊重学生的志愿，批准了部分学生从气象专业转入物理专

业，作为整改的一项措施。但由于两个专业教学计划有较大差别，已读过两年的学生在１９５７年转入物理专业时只能进
二年级，与１９５６级一起学习。此次转专业的有１６人。他们是丁克勤、葛楚鑫、齐鲁祥、陈仲甘、严大华、张培琨、张荣、高
洁、韩全生、林和、林仲金、虞宝珠、夏蒙棼、王式、杨震华和陈锡涵。

（２）１９５７年夏通过转系、转学进入物理专业二年级的学生有：郭正强、朱?、殷宗玲、董立明、乌力孟吉克等５人。
（３）１９５７年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学生转入北大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门化五年级者１４人：季超仁、张为佐、张

志林、黄焕栋、朱邦杰、金泰广、夏俊中、稽光大、周中鼎、黄美纯、陈辰嘉女、林从修、王仁智、洪良基。

１９５８年
物理专业 洪重光 龚庆桂 赵玉芳女 孟小凡 蔡惟泉 姚孝新 沈　亮

汤俊雄 张连启 高玉芝女 沈高志 郝淑臣女 彭爱玲女 浩斯巴根

范景理 王丁一 姚　林 王朋植 武继中 焦鸿彦 田昆玉女

马惠琦女 陈伟兴 陈　维女 赵大成 朱　硕 张光勇 鲁焕民

陈思涛 包燕鹏 章诒学女 柴君衡 陈芸琪女 瞿达礼 陈锡成

冯光钧 张　础 曹美华 王　龙 周鸿宾 杨茂林 张亚利

臧绍先 陈学美 陶龙芳女 田惠林 乐黎男 杨志英 史焕章

朱允伦 李光城 殷纯华女 万振海 李志明 赵立群女 温顺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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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宁 刘春诚 孙树兰女 葛玉如女 马鸿庆 李瑞华 吴以仁

徐忠孝 萧　慧女 刘惟敏女 许晓旭女 王智奎 冯　浩 粘炳泰

粟达人 李竞生 沈建军 焦桐民 张正伦 曾令俊 李哲德

夏青才 刘权泰 涂传诒 徐元恭 徐秀玲女 尹准源 刘克玲女

任克明 胡希伟 曹丽明女 邹锡锦 沈龙根 黄裕民 余定冠

李中强 陈昌瓒 张仁淳女 罗永林 陆　云女 黄惠忠 徐永年

朱济娥女 强龙宝 陆广藩 楼祺源 周鸣岐 沈熙磊 韩渭宾

朱耀明 胡静竹女 顾宗权 张先蔚 薛焕玉 潘秋叶女 钱剑扬

冯忠华 郑家祉 汤渭霖 周孝南 萧今新 季英雄 郎洁美女

杨长生 陈　龙 徐志守 张存皀女 钱治碇 杨彝陵女 范本章

郁鸿源 吴忠理 沈电洪 范守志 万元熙 钱家栋 萧天南

朱树荣 张丽春 王苏生女 范国华 王荫君 张明宝 薛福如

潘家汉 沈焕锦 俞稼? 夏翠仙女 陈佩云女 柳树贤 施　铎
郭步嘉 高福汝 单秉彝 杨桂林 唐惠兴 徐尧洲 俞法荣

王永达 胡伟敏女 刘民兴 董振基 何成喜 李大孚女 何焕玮女

詹振兵 沈英儒 安炳琦 吕诺宪 史克勤 李藏秀女 彭怀誉

赵鸿德 王振兴 许善琳 李晓南 夏焕芸女 王庆祥 傅春寅

刘永恩 张万书 张永绵 姬守城 吴永平 李荣福 王庆吉

郭善本 张国忠 刘长玺 张贵友 韩长生 王广恩 杜广瑛

艾青春 王乃城 贾欣志 萧彼德 满宗林 梁宏林 关德林

王光瑞 王任达 权五畅 李毓成 李光民 杨俊才 张立德

崔昌明 张积鑫 杨砚卿女 邢玉志 李明轩 王运河 许铭真女

郭富昌 张振寰 陶文有 封培民 高俊杰 王容祯 田礼雄

江家蓥 何钦茂 江宏忠 陈中洲 葛森林 黄双春 王养萍

林文治 白全章 陈传家 郭秋云女 孙庚辰 张树霖 简帼娴女

许基权 杜凤英女 吴承瞷 陈景德 张效骞 晁福为 张思远

牛广孝 张　翼 迟惠生 王元程 吕　婴女 吴桐勋 吴修文

项海格 杨　生 赵志咏 邱家禄 思志广 杨建鲁 柳华国

郭其良 徐　娴女 李　中 曹玉珠 赵忠礼 张纯孟 刘　熙
麦世炯 杨焕文 刘相安 李绍庆 叶梅元 叶锡栋 苏迪源

罗新强 黄道林 王文清 程　梅女 甘立才 赵志刚 张清海

张世文 胡青羽女 王秀珍女 谢宜臣 陈笃行 李正顺 潘吉安

滕慧洁女 邓明德 王安庆 李树春 田吾钧女 齐俊承 焦锦堂

梅平安 申得珠 尹恭成 朱正生 黄晚菊 张华廉 许永康

刘毓力 王双春 程远通 贾守珍 张伟卿 杨桂敏女 王桂欣女

杨鼎安 蔡佑发 武替荣 李树江 陈秉芬女 汪治民 汪凤涛女

袁治如 王金乐女 杨学明 吴雪方 石志德 冯鸿丙 邵玉钊

文继俊 刘克人 董光璧 赵仲和 刘尊孝 陈蓓君女 向克家

商玉生 崔桂华女 杨宝安 刘俊吉 廖荣卿 罗正纪 周德乾

侯学忠 刘伟侠 赵宝玺 李顺秀 吴玉琼 徐康兴 杜耀惟

张永信 陈坤权 李兴起 倪昌祥 宋兆元 张洪瑞 张天树

柯华柱 宋建平 陈安龙 张素勤女 况延香 黄廷老 叶自立

杨　黎 薛鸿逵 段金龙 喻木生 郗德发 陈汝棠 秦凤环女

朱志铭 耿乃光

气象专业 施逸忠 阎东生 杨增河 诸葛秀华女 刘书宽 王景毅 金素珍女

孙素芳女 赵宗慈女 邢如英女 王宝荣女 李滇林女 白延铎 刘德富

殷宝璐 李本忠 秦　莹女 张春京女 范雨波 高振方 何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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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令仪女 袁庆祥 苑惠临 陈善敏 朱元竞女 卢小明 李深兴

陈淑华女 张嘉延女 郭积华 张婉佩女 包玲明女 朱文明 凌继发

刘孝麟 李贵达 胡士权 刘宝章 白秋华女 甄长忠 李金标

梁庆藻 苏志峰 邓家铨 林光达 郑章铭 陈开茅 林爽斌

田永祥 张凤桐 宣肇仪 费贵武 张树礼 陈岳书 王永建

刘维衡 王易秋女 李鼎华 王海深 陈焕鑫 晏懋洵 赵思雄

张钟伦 许丽生 王科举 赵　斌 段万怀 王　瑛女 李敬堂

洪福长 吴建龙 王世一 胡天炜 朱颂高 任汉澄 杨超武

　　１９５８年物理系接受一批兄弟院校送来的代培生，他们分别进入一、二、三年级学习。后来他们中的
一部分人读至毕业（按原校学制的学习年限），由原校颁发毕业证书；１９５８年接收的代培生如下：
１．哈尔滨工业大学代培生（均插入三年级，即１９５６级）
　理论物理：　丁永旺　万春华女
　半导体物理：　戴永江　刘士华　 邹立勋　何友瑾女　关孟齐女　薛洪福　陈超龄女　姚秀琛　邢馥生　叶庆民

　　　　　　　　 高元恺

　金属物理：　黄敏之女　蒋玉桢女　许知止　叶奕煌
　光学：　宋立尔女　卢湛
　无线电和电子物理：　叶镇平　孙道礼　马寅臣
２．湖北大学代培生，进入５８级学习：　张　克　罗月祥　罗文康　陈耀东　宋良荣　陈吉昆
３．北京航空学院代培生，进入５８级学习：　王艮府　邓家栋　卢世亮　谢喜全
４．中南矿冶学院代培生，进入５７级学习：　张恭贤　黄永伟　赵文英　于萃波　范毓源　周长甫　李超隆
５．辽宁大学进修生，进入５７级学习：　韩庆臣　张久惠
６．湖南大学进修生，进入５７级学习：　阳定水　萧杰儒

他们除无线电和电子物理的三人进入无线电电子学系、黄永伟进入地球物理系外，都在分系时进入物理

系。其中一部分人在学习期间中途因工作需要由原校调回；有的在学习期间转为北大学籍，另一部分按

原计划毕业回原校，由原校发毕业证书。

　　（三）１９５３—１９５８年毕业生

１９５３年
物理专业 姜瑞生 何建鄂 吴国强 杨树钟 张本良 翟瞻莱 张之翔

张恩厚 章立源 张宗禄 赵润生女 赵　
'

女 赵伊君 陈建邦

陈致英 陈癸尊 陈　迪 陈暖松 程信尧 纪英楠 钱伯初

卓松年 周景良 朱　樱 冯金声 冯宝树 何德全 西门纪业

徐承和 许庆岩 徐　行 顼敏达 顾仁林 李棠仪女 廖　莹
罗邦煦 罗蓓玲女 陆载德 毛振麟 丁昌春 欧贤守 潘金声

史增谦 水永安 唐子健 丁守谦 蔡鲁戈 曹昌佑 曹建庭女

曹孟贤女 涂荣彬 汪志诚 王鸿樟 王世宁 吴功建 吴惕生

吴维备女 姚林杰 尹道乐 雷衍夏 林卓然 许炳如 宋增福

徐东朔

气象专业 尹　宏 张玉玲女 陈文琦女 许绍祖 霍宏暹 沈　钟女 戴淑芬女

杜行远 王德瀚 王彦昌

１９５４年
物理专业 蔡荣业

气象专修科 张霭琛 张榕锦女 章名立女 张宗德女 陈慎康 陈受钧 郑光辉

齐麟申 钱纫娴女 钱增进 金振庭 邱德富 周鸣盛 朱仲贤

朱光贵 屈翠虹女 项淑娴女 谢祖镇 许致远 高传苹 龚美珠女

李其琛 李键年 李一寰 梁平德女 林祥熙 刘春达 欧阳子济

潘汉明女 沈祖亢 孙学筠 孙国英女 戴天戟 曹将麟 汪厚基

温跨达 邬鸿勋 吴达三 杨维武 严慧兰 尹道声 游景炎

喻世华 易绍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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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
物理专业
光　学 张合义 张厚道 赵景愚 陈大鹏 李廉聚 冯义濂 傅宏郎

何雪华女 刘文湖 徐积仁 廖乾初 申世璋 段生林 王鼎昌

李本桐 杨春祥 陆　閧 凌智培 巩玲华女 张荣显 龙世昌

施学勤

理论物理 方　澄 韩其智女 黄念宁 邝宇平 李瑞年 梁铁铮 鲍道立

彭宏安 孙洪洲 王　 丁乐礼 曾谨言 吴　哲 傅正元

魏椿年 戎欣凯 袁扬道

固体物理 陈观雄 续竞存 洪履遷 顾　泰 李高积 郑为忠 李安民

李庆澜 卓济苍 李永基 董大年 李文雄 李　颖 王天爵

方瑞宜女 戴道生 戴永耀 虞丽生女 周立中 侯伯元

电子学 陈一询 陈永春 童林夙 王　楚 王　宁 周维兴 朱　宜女
范良藻 顾亚铨 焦祥连 徐孟侠 胡长庚 黄景宁 李玉书

周则敬 鲍?捷 唐熙曾 栗玉蠧 苏海筹 郑克杰 陈　芸
史浚生 郑敏焘 王义遒 于稣元

气象专业 章文茜女 傅克庄女 何章起 徐耀祯 徐贵葆 任振海 郭其蕴女

卢曙光 苏福庆 陶祖文 董葆群 王如琦女 王绍武 王永生

袁　箴女 屈翠虹女 俞顺豪 黄纪庄女

１９５６年
物理专业
理论物理 张脉文 张宗烨女 朱家珍女 朱公先 何昌适 黄正谊 阮同泽

顾世洧 顾　雁 梁炎武 刘治平 刘耀阳 陆小明女 鲍诚光

蔡伯濂 蔡一坤 王正清 汪克林 王德鴏 王宗刚 吴金生

杨明凯 杨泽森 易馀萍女 余友文 袁希明 张　校 赵保恒

吴思慧 吴维敏女 秦旦华女

光　学 张洪钧 陈　莹女 蒋清梅 仇菊初 张遵逵 朱津栋 范义积

韩季之 杭恒荣 徐　良 黄植文女 邵义全 宋仲和女 潘国宏

王士融 袁成杰 周世炽 朱瑞廉 许祖华

固体物理 赵宗祥 陈遷年 陈秉玉 陈荫民 秦国刚 周　洁女 何希范

何文望 萧国屏 徐　诚 高国裕 李克诚 林彰达 林志明

林绪伦女 林仁明 莫　党 包先格 崔季平 汪昭义 王敏蓉女

魏岳年 吴仲英 于海鹏 李光弟 孔光临女 李淑娴女 曾广矪

梁静国

电子学 姜　浩女 郑明贤 钱竹年 章希知女 罗宝标 倪皖荪 何章祥

廉励超 叶于学 唐强汉 袁景贤 胡天怀女 王常先 刘有恒

李俞华女 申世璋 余耀煌 张广基 胡玉民 喻怀敏女 郭元恒

胡道泉

气象专业 李麦村 卢佩生女 高标正 汤懋苍 邓根云 丁行友 曾庆存

董克勤 王作述 王耀生 翁畹君女 巫新民 应纯高 袁信轩

周静亚女 缪德墀 刘瑞芝女 张　钧 张丕远 张　镡 陈秋士

陈诗闻女 陈兴荣 陈瑞荣 陈秋圆 纪立人 周晓平 丑纪范

方位东 夏武康 萧克东 邢春玳女 徐华英女 黄美元

１９５７年
物理专业
半导体物理 金怀诚 彭敏修 戴凯成 邓贵介 魏成瑞 鞠兰凤女 何华昕

邝民翰 丁绍渊 汪宝铎女 赵敏光 周　琳女 操申生 高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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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希彦 孙　威 狄庆兴

气象专业 黄丽影女 许焕斌 张培忠 张锡福 赵明哲 朱维民 朱慧斌

刘建磐 李难生 何诗秀女 郑　光 颜景容女 常国英 陈长和

陈家宜 崔肇武 樊
%

祥 酆大雄 郭锡钦 罗孝逞 王贤祥

汪毓才 汪永起 温景嵩 吴天祺 胡伯威 张纪淮 张志明

周金瑞 朱庆圻 朱廷曜 曹钢锋 邱如陵 杨远驰 游来光

马庆华 马培民 隋式楠女 吴树立 胡运梁 张学文 金　山
李容光 范永祥 侯赣生 关立言

１９５８年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度的毕业生，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五年制。
物理专业
半导体物理 郑文灏 瞿世秀女 梁风鸣 杨家治 李瑞伟 卢文豪 罗敬承女

孟福坤女 田如均女 王阳元 黄志强 张绮香女 叶良修 俞忠钰

周钦爵 龚镇雄 朱恩均 季超仁 张为佐 张志林 黄焕栋

朱邦杰 金泰广 夏俊中 稽光大 周中鼎 黄美纯 陈辰嘉女

林从修 周孟琳女 崔明庆女 王仁智 洪良基

半导体物理 韩继鸿 赵秋月女 王　毅 钱瞷伯 曹尧金 卢　纪 俞学湘

（四年制） 宋林松 钱道生 周　霆 侯浔生 杨盛溶 叶宗怀 于壮玢女

李韶先 林清景 洪侣端 谢　英 陈士杰

理论物理 戴季康 高崇寿 高凌翔 杨国琛 叶承榴 励名强 阮图南

苏肇冰 汪长虹 王耕国 贺准城 谢建周 徐介平 罗辽复

唐安镇 周光镐 徐祖年 章豫梅 严仲强 王存心

理论物理 冯蠫正 朱柏贤 王晓霞女 尚尔昌 孙允恭 恽宗杨 汪承灏

（四年制） 张仁和 侯朝焕 黄曾眑 李有宜

磁　学 杨应昌 杨学鹏 史隆培 佟适冬 岑超南 谭天荣

磁　学
（四年制）

陈葆珏女

光　学 董太乾 尹道先 秦守正 王国文 李守中

无线电物理 褚天鹏 阮辉 宋平根 詹松年 周志尧 周卓轫 张宗平女

陈光宇 江丕栋 秦建章 张国枢 郭庆勋 王丕显 张戴铭

电子物理 白培光 沈浩明 王有 周佩珍女 庞世瑾 石家玮 杨玉琳

地球物理 郭自强 姜　葵 傅淑芳女 蒋孟闵女 向建业 吴开统 徐坚华

徐荣栏 饶陆安 赖世道 叶林才 李白基 王开达 朱子沾

高协堂 黄伟开 黄志海 何　铎 赵　文

　　以上带者为结业

气象专业（四年制）
陈章昭 萧有馥 郭灵信 李振华女 邹长庚 谢齐强 赵剑平 丁德刚

吴仪芳女 王铭如 葛小玲女 陈海莲女 丁纯文 陈一诚女 郑达本 吴　剑
吴兆兰女 裘碧梧女 曹振铎 孙淑清女 胡宝玲女 高　凯 周克铭 朱福康

范天锡 钱锡鸿 王为德 毛贤敏 李毓芳女 王树女 魏培文女 陈光华

李小泉 陈哲明 关晓如女 孙淑华女 陈发祖 华风仪女 费东原 王　娴女
徐宁卿女 施鲁怀 贡　瑛女 张家宝 陈道轩 庄能森 吴同钺 李敏志

丁士晟 王　惠女 文传甲 阎冰如女 章少卿 卢家麟 马鹤年 上官鸿模

崔　巍 马添龙 杨　菲女 魏淑芳女 刘世惠 贺大良 王淑静女 郭得喜

谢定远 陆费铭勇 庄英如女 朱盛明 倪履康 斯公望 马济普 萧左江

潘家威 吴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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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１９５３—１９５８年研究生

新生（除注明“气”者为气象专业研究生外，均为物理专业研究生）

１９５３年 钱伯初 汪志诚 吴杭生 罗蓓玲女 宋增福 李赞良 曹建庭女

钟文定 张承侃 童志深 张承佐 蒋曼英女 西门纪业 姚福田

刘鸿辉 吴美珍女 何锡年 席先觉 何建鄂 陈洪生 郁元桓

潘金声 丁守谦 周适元

１９５４年 李燮均 吴自勤 邢修三 张宏图

１９５５年 曾谨言 韩其智女 黄念宁 王　 张合义 李庆澜 王天爵

黄景宁 周维兴 傅克庄女（气） 杨绳武（气） 陶祖文（气） 王永生（气）

１９５６年 张庆营 杨泽森 吴思慧 袁希明 顾世洧 秦国刚 萧国屏

夏训健 陈秋士（气）

　　注：
（１）１９５４年В．А．柯诺瓦洛夫主持的物理教学法研究班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转至北大，研究班学生皮名嘉、倪之荃女、

何乃宽、徐赓武、张至善、林炳仪进入二年级，１９５５年结业。
（２）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未招收研究生。

毕业生

１９５３年
理论物理 徐锡申

１９５４年
理论物理 周光召 严　肃
宇宙线物理 胡南琦

１９５５年
固体物理 曹昌祺 陈志全 郭长志

光　学 郑志豪

物理学史 胡慧玲女

物理教学法研究班　　　皮名嘉　　　倪之荃女　　　何乃宽　　　徐赓武　　　张至善　　　林炳仪
１９５６年
理论物理 钱伯初 汪志诚 吴杭生 罗蓓玲女

光　学 宋增福 李赞良 曹建庭女

磁　学 钟文定

电子物理 张承佐 蒋曼英女 西门纪业 姚福田 刘鸿辉 吴美珍女

半导体物理 郁元桓

金属物理 童志深 张承侃

１９５７年
金属物理 吴自勤 李燮均 邢修三 张宏图

声　学 何锡年 席先觉

气　象 王永生 陶祖文

五、分系到“文化革命”（１９５９—１９７０）

（一）１９５９年分系时分入物理系学生名单

本科生

一年级 洪重光 赵玉芳女 孟小凡 沈　亮 汤俊雄 高玉芝女 王朋植

马惠琦女 陈　维女 张光勇 鲁焕民 包燕鹏 陈锡成 曹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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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龙 周鸿宾 杨茂林 陈学美 田惠林 朱允伦 殷纯华女

万振海 温顺奎 赵立群女 葛玉如女 吴以仁 萧　慧女 粟达人

李竞生 张正伦 李哲德 刘权泰 徐元恭 徐秀玲女 刘克玲女

胡希伟 邹锡锦 黄裕民 李中强 陈昌瓒 张仁淳女 陆　云女
徐永年 强龙宝 陆广藩 沈熙磊 胡静竹女 顾宗权 张先蔚

钱剑扬 钱治碇 范本章 郁鸿源 吴忠理 沈电洪 万元熙

张丽春 王苏生女 王荫君 潘家汉 沈焕锦 俞稼磐 夏翠仙女

陈佩云女 施　铎 杨桂林 俞法荣 胡伟敏女 董振基 詹振兵

吕诺宪 赵鸿德 许善琳 姬守城 郭善本 张国忠 张贵友

满宗林 王光瑞 王任达 权五畅 李光民 张立德 许铭真

张振寰 何钦茂 葛森林 王养萍 林文治 张树霖 简帼娴女

许基权 杜凤英女 吴承瞷 张思远 张　翼 吴修文 赵志咏

邱家禄 柳华国 郭其良 赵忠礼 杨焕文 黄道林 程　梅女
赵志刚 谢宜臣 潘吉安 王安庆 梅平安 尹恭成 朱正生

张华廉 程远通 张伟卿 武替荣 陈秉芬女 袁治如 杨学明

石志德 冯鸿丙 刘尊孝 向克家 商玉生 杨宝安 罗正纪

李顺秀 吴玉琼 陈坤权 李兴起 宋兆元 张天树 柯华柱

宋建平 张素勤女 况延香 黄廷老 薛鸿逵 喻木生 郗德发

陈汝棠 张景千女 张　汉 孙树兰女 丁金泉 邬少明 孙岳岷女

汤一民女 孙承平女 宣　彭 朱琳若女 崔昌明

二年级 吴思齐 任尚元 李松法 邱素娟女 王域辉 郑鹏洲 谢后贤

张九惠 黄最明 王德和 吉利久 刘普霖 姜印琳 李淑麟女

邵式平 黄茂祥 邹宝忠 黄兆海 崔文淼 林鸿生 王克达

韩大星女 许煜寰 齐鲁祥 李少池 赵平海 刘　晖女 杨柳林

何益华 林　樟 孙长康 马金泉 汤　沂 荀毓龙 方自深

王维民 贺光裕 郝玉敏女 姜嘉定 龙纯伟 韦占凯 杨哲民女

崔秀乾 胡鸿樟 邰鸿生 王祖铨 尤广建 姜亚南 陈佳驭

王裕民 许继宗 林政炎 史殿成 吴　邮 蒋翔六 刘寄星

王淑坤女 范缇文女 孔庆虎 朱　明 缪智心 李松山 钱　俭

高维滨 方　玲女 崔殿祥 陈良辰 梁振亚 唐晓阳 胡仁元

朱逢吾 叶中元 平爵云 唐健正 罗力更 罗　迪女 谢麟振

安志刚 张　宏 张志醒 陆蕴辉 陆　颖女 吴方近 罗卓新

郑经亮 尹荣良 刘彭业 朱庆胜 韩宝善 包继贤 钟维烈

汪德威 伍　瑜女 赖武彦 刘雪林 何钰泉 宋后定 丁　敏

李学鹏 李炎午 林　泉 刘明柱 余　梅女 王世聪 张鸿凯

戴克悌 许江涌 王维新 陈文毅 雷啸霖 陆　果 戴安英女

吴惟敏女 黄厚昌 赵光达 章世 黄朝商 张友荣 杜金波

周玉美女 罗懿祖女 陈健华 顾本源 汪茂泉 戴远东 曹正寅

屠庆铭 王钟炎 丁金泉 李亭亭女 魏海官 朱龙德 曾心愉

于奂海 詹达三

三年级

理论物理 张正风 李维楠 杨震华 徐德之 陈难先 仇韵清女 贺仲熊

林仲金 张志广 王庆林 李鹏麟 夏蒙棼 王奉昭女 竺?宜

李宏成 李耀福 阎守胜 李铁城 杨富民 杨国桢 周义昌

王正行 许醇仁 詹震宇 钟毓澍 关　洪 陈　晋 余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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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熙泉 程檀生 庄逢源 戴望霮 朱保如 钱怀锦 李友松

陈创天 林纯镇 宋行长 邬钦崇 杨新华 沈乃贗 夏建白

单启蛰 章思俊 陈国维 朱沛臣 姜士达 刘永贗 张承福

吴崇试 崔国林

光　学 唐光伟 柏汉祥 鲁永安 刘树馨 徐福侯 王广阳 王靖华

杨春智 曹津生 孙启明 孙?亨 尹协和女 赵裕泽 蒋筑英

薛胜美 刘弘度 闻　鸥 杨求铨 赵达尊 寿能伟 虞宝珠女

郑少白 游江南 黄德源 张毓英女 洪少良 李学正 钱士雄

陈雁萍女 陈家麟 孙鸿建 胡　澄 李吉士 袁定朴 何兆麟

孙平阳女 陈天杰 吕云仙 朱　
&

邹英华 张知廉 韩全生

刘明伦

半导体物理 沙　麟 胡喜禄 周增圻 王舒民 王宁人 吴大勇 卓钰如女

韩汝琦 陈仲甘 倪友群 段蔚荷女 郑梦芬女 吕斯骅 林福亨

吴白芦 张洪川 李思敏 张盳紫女 薛绍仁 曾　靖女 张培琨

冯梦彩 吴思诚 黄　盳女 黄乐斌女 张忠仁 赵国臣 严邦兴

张顺均 曹家驹 刘　 林　强 周炳林 李映雪女 朱福如

沙比提 徐瑞森 陈世达 姚文波 武国英 张碧梧女 陶如玉女

陈帼雄女 宋大有 章　蓓女 刘宏勋 杨振宇 钟锡华 沈光地

许明树 高文明 王兰萍女 姚　义 刘培勋 李宗琦 朱其高

朱以南 陶敦仁 孔凡平 祝忠德 黄湘友 尹淑钰女 裘颖刚

张典焕 严仁瑾 潘国雄 陈宗圭 孙　润 佘觉觉女 高凤茹女

张文彬

金属物理 龙庆贞女 王文采 赵钟涛 朱袭昆 胡福源 袁　环 孙长德

宋树森 羡梦梅女 阙青堂女 曾振强 王守证 李　昕 张　虹女
高巧君女 崔广霁 王佑祥 刘金铨 叶柱滔 陈宪禧 沈永生

陈洪荪 孙学章 潘正良 焦敦庞 程本培 伍　瑜女 徐敏华女

徐纪扬 李玉智 巴　图 章安庆 朱孝信 赵　俊 赵汝光女

桂裕铮 王绍渝 张颖智 徐济安 林卜孝 孙宗琦 戴乃武

虞彩琴女 钟世扬 姚良骅

磁　学 周文生女 徐来自 林　勤 廖绍彬 刘英烈 李淼健 方思觉

黄　矛 周幼威 严永鑫 张敦庄女 葛英才 马永昌 李　笙女
欧阳洵 高　洁 李伯臧 王鼎盛 李本善 莫育俊 金仲辉

张国柄

四年级

理论物理 张信威 王恕铨 沈文达 杨清建 周又元 罗小兰女 夏宇正

褚克弘 周道南 苏汝铿 王长清 李延赓 王贵瑾 蔡峰怡

黄世盖 齐　辉女 刘福绥 郑　庸 杨汉滨 李　泌 曹亨道

黄锡毅 赵玉芝女 李德明 毛定一 刘云鹏

光　学 张崇善 陆钟辉 张宗鉴 张丽珠女 李志超 王持正 吴乐琦

吴正娴 孙韵敏 高宗岗 崔泰万 张梓华 薛德乾 尤俊汉

范少卿 刘海龄 关立言 朱志英女 颜克孝

半导体物理 施龙华 管政通 王学忠 张瑞华女 姚振钰 焦鹏飞 吴圣伦女

汪兆平 王　圩 夏锦禄 王威礼 张汝进 陈娓兮女 黄　骝
刘淑培 孙利彦 魏希文女 杨亚文 魏圣恩 李德孚 童　彦
严　诚 齐刚毅 许立忠 周永溶 华保盈 史　森 刘万琴

冯银宝 郑德? 林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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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　学 吕良晓 童莉泰女 莫息红女 杨浩慈 朱生传 杨纪芳 蔡慧如

任鸿兴

金属物理 王仁川 叶　森 余瑶光 高晶山 李铁真 赵学勤女 陈庭柱

林　林 冯孙齐 陈芝田女 张金龙 吕晋育 牛照祥女 张齐年

程　钢 姚炳昌 陈惠余女 唐自舜 吴群良

五年级

理论物理 马敬华 林宗涵 郁贤章 俞允强 区　智 戴　冕 霍裕平

刘金明 许政一 黄惟承 时学丹 强元蓕 甘子钊 程铁珊女

陈宗蕴女 朱培豫 常铁强 方蓟祥 陈秉乾 范广厦 韩汝珊

钱文源 刘皇风

光　学 邱元武 张定子 王迪民 盛名铭 顾名澧 吴健征 朱自莹

方筱祜 桑伟生 盛克敏 尚铁梁 黄乐天 陈熙谋 宋载升

胡望雨 林福成 卞淑女 薛传恽

磁　学 田景敏 梁秀慧女 毛廷德 王一鹏 任昌明 张耀西

金属物理 杨威生 高树浚 吴辉钊 梁璞玉 王　煜 马东平 王占一

谭国英 徐益荪 管新都 赵世瑾女

研究生

三年级 萧国屏 张庆营 杨泽森 秦国刚 袁希明 吴思慧 顾世洧

四年级 曾谨言 黄景宁 周维兴 黄念宁 王　

　　（二）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新生

１９５９年
金亿鑫 任长立 陈一谘 金中茂 王淑荷 张敬吾 张馥晨女 张平生

孙文玉女 曲俊卿女 侯馥兴女 王清和 景毓庄女 王麟昌 陈　潜 白保祥

李　华 王永成 沈蕴琨女 丁浩刚 葛维锟 周丽年女 牛一士 韩建邦

华道宏女 聂玉昕 戴问民 张维善 潘慧玉女 王　渭 傅丽君女 高树榕女

丁士勤 徐教林 信觉俗女 赵永正 刘继周 回荣德 任彦增 王兴辽

刘长汶 关成双 朱洪声 张桂玉 侯立章 姜绍周 朱延年 梁民基

尹儒英 梁家惠 谢学纲 张福初 秦大固 应润杰 叶学敏 唐伟国

钱裕昆 魏乐汉 徐慕良 沈玉堂 赵　斌 顾吾及 张时经 张绪信

冯初光 方敬诚 郑宝真女 全德兴 单振国 费圭甫 林绍周 张永福

杨再石 王槽安 李承荃 许秀叶女 贺大经 邹义夫 吕曼祺 范子坤

石康杰 江　林 徐兰平女 俞国扬 吕世骥 王连升 姚文浩 吴书祥

刘光涛 李广龄 杨悦迪 赵衡甫 车惠卿 蒋建华 吕包苓 周士康

汪太辅 季维炎 黄伟民 林肇华 郑时顺 连奇芳 黄玉煌 黄忠升

卢玉坤 黄依平 谢北星 陈美水 田文正 白日升 解思深 朱道康

卢筑英女 潘桂明 高士平 吴　恩 曾令祉 唐学田 曾树荣 万啸云

王成永 袁德荣 谢继琛 杨裕球 孙善文 王定远 夏徽琪 罗注东

王世亮 徐元都 韩治业 马灵洁 吴春山 钱万富 阎光彬 吴广清

张金马 郭书印 王顺理 乔　俊 朱宝亮 陈振西 王子滨 吴述尧

徐富华 储惠琨女 崔明岩 刘兆奎

 １９５９和１９６０新生中各有一个黄依平，他们同名同姓，学号分别为５９０２１３０和６００２１６３。
唐山铁道学院借读生　　　　幺泰石　　　　王玉仓　　　　袁庆林
１９６０年
刘　骞 王学仁 蔡江喜 刘焕瞞女 李莉英女 陈洁君女 刘敬文 徐　瑶女
陈俊卿 周华生 崔尚清 王偕文女 陶一飞 赵维义 卢　迁 陆淑贤女

王玮玢 温梦全 李建新女 王德富 孙　克 高淑芬女 张伽虹女 王冰如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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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海龙 李志鳌 王文滋 杨达林 任宏杰 吕卜衡 王丹亚 张耀中

李岐山 祖淑敏女 景士平 张厚先 周岳亮 张沛然 董雍孚 封开印

胡宗式 吴炳兴 张双水 刘北卫 卢殿通 杨海龙 史富才 温明显

杨　生 于殿选 巨富彬 董德宇 时文举 苏长栓 韩纪忠 叶天照

聂孟民 郑守绵 曾庆泰 杨桂臣 白吉玲 邹福清女 郑淑芳女 卜宪臣

高明仁 李景鹤 宋振嵩 于开义 徐春娴女 潘尚斌 芦秉梅女 宋纪德

王海忱 刘玉波 李永春 刘文义 安义源 魏万里 韩景春 高绪诰

兰景全 徐文兰女 钱振英 郑儒嘉 朱秀娟女 卢文光 范美珍女 陈新雷女

朱莳通女 胡兰芳女 励汝弘 许凤凰女 梁才生 冯宝林 王义玉 龚雅谦

周丁发 庞乾骏 万德茂 丁裕眉女 狄俭俊 蒋林杰 范犹椿 祖钦信

张影华女 刘淑华女 过惠芬女 许正平 张朝武 姜守栋 夏天顺 束川保

沈中城 蒋锡若 惠和兴 陆邦靖 梅　娅女 张文兴 吴栋成 金余恒

虞敌卫 孟圣楠 俞土法 程富根 边平武 何维华 李秀琼女 赵维和

陈祥熊 傅崇立 曹凤杰 詹志佳 陈文彦 杨伦华 王金叶女 郭炳强

林中光 张树昌 陈宝钦 林秉望 孙金祚 戴长法 李应芝女 颜世春

雷赣儿 刘炳模 王长兴 徐泽祜 丁伯龙 方孝林 邹婉珍女 万光祖

郭可钦 萧美珍女 钱忠敏女 李荣华 李昌琼 游正银 唐荣奇 金崇顺

王贤良 张其发 黄依平 欧阳加 杜与章 沈海生 李健权 曾祥欣

傅孝桢 陈发贵 李永祚 刘保 曾学乾 王巧玉女 王文博 吴朝忠

尹建华 阳彦鑫 董福忠 周昌文 黄泽东 雷肇棣 蒋绍喜 王国光

张之皀 李坚石 杨　德 满洪忠 齐鸿恩 于福芝女 郭宝山 李一平

郑肇霞 陈银桥 李戍德 时顺森 王苏芹女 杨新娥女 刘家伦女 胡朝贤

李明森 卢新民 王宗兴 张万英 张子光 朱淑琴女 赵善堂 杨瑞民女

张　琳　 　　宋菲君　 　　李　庄　 　　张家骅　 　　玉素甫司马义　 　　阿布里克木
１９６１年
杨汉德 李　莉女 黄　楠女 董怡荪女 戈闻喜女 张人佶 王国光 韩　铁
范福平女 杨之勇 马纪东 高明英女 陈新国 卢金贺 王成明 葛长庠

杨绍卿 苗慕信 冯淑珍女 殷岳才 严逸民 王金成 何正明女 徐鹏兴

陈宗样 黄维华 李宝姿女 柳兴木 郝秀芝女 徐蕴杰 潘经澄 张同俊

谢绍东 冯显灿 李碧云女 黄循威 刘子华 王绍虎 王兴科 付守灿女

何大韧 辛香媛女 李安琪女 孙淑霞女 粟启初 王世孝 李希忠 陈国英女

石有香女 李顺凯 王志刚 李爱芝女 贾建顺 侯作中 赵玉斗 孟繁茂

苏升润 韩绍儒 崔永俊 严　瑗 蒋美珍女 潘肇龙 侯长云 刘建业

高长生 周未燕女 林循键 周传平 屠光宗 李太安 黄育明 宁宇红

杨伟仪 詹焕兰 卢大力 柯孚久女 雷再玉女 傅竹西 张瑜瑛女 章慧敏女

董清云女 潘振钰女 石蔼如女 徐瑛澄 冯自由女 辛俊兴 毛剑珊女 张　蔷女
周志成 孙昌诚 李连富 郭世宠女 李福辰 胡文忠 俞元淮 聂文敏女

刘书典 陈广义 王永忠 贾云发 河完治 吴炳君 薛德明 张福棠

叶尔成 严隽珏女 缪振球 段家?女 丁承志 林西生 江三贵 吴高富

朱国治 王明皋 黄小蓓女 刘治国 王茂德 晏德荣女 杜式芸女 霍娥咏女

郑治强 史宝恒 焦宝连 吴锦中女 刘家冈 王乃光 张慧文女 卢振业

夏明然 王肇庆 梁来法 陈其旭 于永香 毛克信 唐　敏女 李章

吴承训 徐纪敏 陈　冲 范本宽 吴富春 王九峰 吴明春 钱学煜

郑肇本 赵婉文女 李孝桂 汪国良 萧显材 冯正斌 张裕灵 苏惠惠女

黄明竹 杨式坤女 张福华 陈　灏 周月梅女 睢大象 刘　锷 张永欣

张春贵 吴瑞华 薛文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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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
苏　窻 李　肖女 程万荣 谢纪康 何康惠女 汪晨熙女 施雪华女 徐延燕女

徐　淦 郭翠娥女 周永龄女 李宜增女 陈慧平女 方进平 吴英凯 张　澄女
英若娴女 傅积 王菊明女 陈祖刚 战嘉恺 汪静愉女 濮存亭女 张增耀

刘仕钢 郭大力 孙　沅女 王　治女 王志凯 李德良 张惠 茹履安

张新萍女 宁兆元 韩瑞金 刘连弟 管　靖 朱秀华女 傅克利女 王忠和

焦如俭 王杏修 王肇圻 王存达 薛天缘 安延淳 李有成 张锦平

李　壮 张有源 倪可达 郭凤歧 林国文 潘振民 崔元德 蔡福祥

王均会 林绳准 郭维德 商金根 姜王也 许烨烨 马中芳女 柳祖恩

李国华 汪凯歌 周福新 李大丰 曾宗灏 杜万全 蒋维四 常崇安

周隆和 闵　佶女 蔡学榆 李力繁 陈潮枢 何明高 罗展煌 张旦宁

郑文彬 陈志雨 程　昌 元金山 杨维田 孙世杰 逯小靖 王铁男

吕以进 张益斌 顾躢如 张昭明 赵书城 徐从友 冯哲川 刘绍兰

胡葆善女 黄美玲女 林子秋女 熊诗杰 刘　发 沈　铎 林钟宇 蔡柏龄

林　平女 郑伟谋 黄毓英 林玉兴 蔡维理 李国杰 柳树政 赵晴初女

蔡永强 安嘉玫女 蒋凯生 凌任之 邓　蓓女 荣德模 王　珊女 林赛落女

姜梅英女 张慎行 王才璋 陆安年 轩植华 赵文中 赵清城 王荣兴

李　鑫 李英符 周子文 刘振清 吕雨生 徐　明女 马绍龄 朱维彰

朱新华 王兆雷 周乐柱 孙天福 斯德克 土尼牙孜 阿里同女 阿不里孜

米海里女 马那甫 曹黎明

１９６３年
葛咏岫女 尚淑顺女 何豫生 陈境孔 吕国华 万陵德女 张泮霖 张　禄
王良国 谢秋涵女 罗　胜女 孙延炜女 赵演泽 戴　闻 唐其钏女 王　胜女
王映南女 虞　统 张玉金女 冯南元 冯蕴道 焦丞民 胡伯兆 杨其明

杨方伟 盛世敏 孙学正 周立群女 苏　慧女 黄小慧女 周瑞林 洪德威

郑志涛 龚乃洪 李　潼女 韩庆基 杨百瑞女 杨静韬 张可法 赵申生

屈婉玲女 孙福生 王佩珩 符名培 高利明女 周连淼 李跃伦 杨　玉女
张　玮 李雪彬 谢占武 马恩波 左秀珍女 暴永玲 奚拯民 谷世宁

李秉秋 盛嘉茂 马力民 杨廷栋 乔汝海 曹慧君女 鲁公儒 陈　昕
刘志菊女 葛秋原 由成钧 魏国柱 孙绍芳女 王　莉女 柴鸿斌 金龙焕

孙雨南 沙宗先 邹　忭 何贤昶女 陈葭初 黄保法 洪慧珍女 杨惠英女

彭力群 项敬庄 殷爱娥女 宋建先 丁兴富 潘德均 汤昌国 徐浩冠

蒋　玮女 瞿　定女 陈泽尊 杨　原 梁庆渝 贝翊敏女 郁明康 汪　治
林金桐 吴长康 戴君武 丁根宝 戴佩莹女 孟幼钧 朱伟利女 张橙华

沈荷生 王明钧 金福海 于崇勋 徐六如 章　青 高政祥 李佑斌

邵　凯 吴敬倚 金启钤 时万忠 刘藻珍女 奚定平 董绍静 何务民

杨岚光 李　立 俞肇智 林亚玲女 张谓彬 林圣禄 吴文炎 林丽莎女

林金武 连绍仁 郭桂雄 蒋建生 林存藩 谢狄霖 齐国昌 綦　焯
毕自敏女 姚宗铭 刘莉莉女 杨耀宏 陈日降 熊建昌 吕忠卫 吴伟明

马庆智 陈英忠 罗锡璋 李宗信 周运辉 罗里熊 刘孟朝 陈孝威

陈慰宗女 邓大毅 秦震宙 唐谨怀 周天雄 邬彬若 徐云辉女 李玉权

张凯慈

１９６４年
谢立新 金大承 邵　燕女 何红星 张知昌 熊光成 李立荣女 邓淑琴女

刘伟胜女 邓　楠女 柳庆良 郭春生 胡福记 胡殿超 张太平 孟关霖

董庆彦 常初芳女 李承耀 马　仁 汪仲诚 吴兴环 张　宏 汪显能

徐贞凤女 车学俭 冯志友 徐国全 漆词亭 裴永朗 王阳和 郑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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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守旭女 张振文 雷明德 梁瀛光 刘中和 蔡　伟 郭　钦女 乐凯祉

庞大本 沈悌明 孙凤池 叶朝卿女 李　萍女 王振琴女 冯小敏女 郭同栾

张海娥女 丁化成 王志淳 赵宝瑛 吴华民 张正明 惠炳发 沈裕和

印根明 凌培元 冯锡璇 周庚洪 王德钊 张洁天女 梁益章 卢文斌

陈文礲 郭逢荣 赵国治 冯洪仁 刘觉平 周明光 古　安 祝明发

甘学温女 卢家唐 魏鎏英女 解天宝 张金增 戴未英女 陈婧媛女 张梦娜女

胡建民 王志新 阎吉祥 于小波女 齐书同 罗保治 姚明华 崔雷平

姚长生 李金如 周实武 朱凤田 莫邦燹 浦柯玖女 童翔卿 朱金明

罗遂
(

林树人 郑郁钊女 许素治 林国珍 周思源 杜绍强 陈承平

叶玉堂 谭克甫 王新安 周晋芙 宣　捷 郭余庆 周增均 奚安青

张存善 林立果 冯　净女 张之凤女 黄显玲女 郑晓延女 刘兆祥 张振坤

张天义 王淑清女 陈献伟 吴秀华女 陈国义 李民英 陈启 金能韫女

沈　韦女 赵国新 卞大明 倪学文 金寅和 潘可辉 于惠庄女 邓奋强

陈绍
)

叶圣球 朱守涛 邢允堂 姚　永 马余胜 岑钊常 林成金

傅国泰 汪　芸女
１９６５年
沈乾若女 庞维陵女 黄人祥 胡世滨 沈萍英女 王昌林 宋守信 冯庆荣

徐惠德 高炳坤 吕金钟 张建国 袁增龙 任士良 赵一广 张　玲女
姚嘉陵女 孙忠信 陈咏恩 石三麟 王勤谋 朱浩雄 方道康 陈桂兴

汪雨贵 陶尧林 周胜浩 吴瑞馨女 黄文经 潘龙溪 吴瑞元 马荣生

熊汉富 汤春生 邢萍珍女 谭文智 李重生 凌承繁 姜瑜珠女 赵德?女

庆　菱女 李　桐 金志翰 杜洪涛 石月泉 史凤起 王颖娴女 李启旺

王吉林 任熙宪女 韩天保 王淳风 胡祖华 李清河 谈勇德 夏耀民

汪国瑗 李菊芳女 吴嘉麟 周岳明 陈亚良 陈根洪 池贤兴 王勤诚

卢元禄 林建成 林惠建 叶亚溪 郭连英 陈世超 葛茂才 任尚芬女

何润光 莫光辉 林兴逢 傅映睴 沈欣碧女 史菊英女 周　蓉女 高景春

曹思平 余德义 马忠禹 吕庆华 宁宝俊女 崔宝石 李敬福 葛桂元

陈凌孚 王振胜 李龙海 朱松林 盛祖源 刁仁平 周建锁女 赵庆芝女

马则一 萧黎明 殷伯仁 曹应楼 宋福连 董德培 吴兴法 陈福霖

张宗耀 刘金朋 卢传芳 顾畹仪女 邢　峰 李达铭 郑家芝女 张群英

曹爱国 赵瑞宁女 刘竞青女 王　敏女 余冰琪女 林玉珍女 靳书和 李国成

黄道可 白秉哲 路峻岭 马鸣远 吴庆忠 王　珏 周若华女 韩瑞安

高同来 钱哲源 张锡励 钱培楠女 张　林 黄德根 贾硕华 邢启江

骆武刚 郭鸿钧 林靖智 汪年生 曹在礼 吴国祯 刘金保 伍时启

张忠灿 马黎明 朱维怡女 缪佟和 许　忠 刘　智 聂杰初 王承宗

龚本智

　　（三）１９５９—１９７０年毕业生

１９５９年
理论物理 时学丹 刘金明 曹　澧 韩汝珊 常铁强 霍裕平 俞允强

陈秉乾 黄惟承 朱培豫 郁贤章 许政一 林宗涵 强元蓕

梁忠赵 甘子钊 区　智 陈宗蕴女 马敬华 方蓟祥 刘皇风

程铁珊女 钱文源 肇恒标

光　学 卞淑 张定子 沈迪克 顾名澧 王迪民 邱元武 盛名铭

陈熙谋 盛克敏 朱自莹 宋载升 桑伟生 林福成 尚铁粱

方筱祜 胡望雨 黄乐天 薛传恽 吴健征

金属物理 杨威生 高树浚 吴辉钊 梁璞玉 王　煜 马东平 王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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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国英 徐益荪 管新都

磁　学 梁秉慧 任昌明 田景敏 王一鹏 毛廷德 敖瑞伯 燕?符女

１９６０年
理论物理 苏汝铿 李延赓 杨清建 李德明 周道南 赵玉芝女 王恕铨

周又元 褚克弘 王贵瑾 齐　辉女 李　泌 黄锡毅 刘云鹏

毛定一 夏宇正 黄世益 曹亨道 戴　冕 范广厦 张信威

沈文达 罗小兰女 刘福绥 郑　庸 蔡峰怡 王书瑶

磁　学 吕良晓 莫息红女 杨浩慈 杨纪芳女 任鸿兴 蔡慧如 童莉泰女

朱生传

金属物理 王仁川 余瑶光 高晶山 李铁真 张金龙 赵学勤女 陈庭柱

林　林女 陈芝田女 牛照祥女 冯孙齐 张齐年 姚炳昌 陈慧余女

程　钢 叶　森 吕晋育 唐自舜

半导体物理 史　森 周永溶 刘万琴女 黄　骝 王学忠 施龙华 管政通

张瑞华女 吴圣伦女 汪兆平 王　圩 姚振钰 夏锦禄 张汝进

华保盈 张延泉 马秀明女 王威礼 冯银宝 郑德? 林昭
!

刘淑培 孙利彦 陈娓兮女 魏希文女 魏圣恩 李德孚 齐刚毅

许立忠 焦鹏飞 童　彦
光　学 张崇善 王持正 范少卿 刘海龄 张宗鉴 吴乐琦 孙韵敏女

朱志英女 崔泰万 张梓华 李志超 张丽珠女 薛德乾 尤俊汉

陆钟辉

１９６１年　哈工大代培生（五年制）
金属物理 黄敏芝女 蒋玉桢女 叶奕

光　学 宋立尔女 卢湛

半导体物理 何友瑾女 关孟齐女 戴永江 邹立勋 刘士华

理论物理 万春华女 丁永旺

１９６２年　
金属物理 巴　图 陈洪荪 陈宪禧 程本培 崔广霁 戴乃武 桂裕铮

胡福源 李　昕 李玉智 林卜孝 刘金铨 潘正良 阙青堂女

沈永生 宋树森 孙长德 孙学章 孙宗琦 王绍渝 王守证

王文采 王佑祥 徐济安 徐纪扬 徐敏华女 叶柱滔 袁　环
曾振强 章安庆 张　虹女 张颖智 赵　俊 赵汝光女 赵钟涛

钟世扬 朱袭昆 朱孝信 高巧君女 羡梦梅女

　湖南大学代培生　　　　　萧杰儒
光　学 蒋筑英 李学正 韩全生 何兆麟 唐光伟 虞宝珠女 徐福侯

赵裕泽 洪少良 黄德源 张知廉 王靖华 钱士雄 孙?亨

张毓英女 柏汉祥 陈雁萍女 袁定朴 王广阳 刘弘度 薛胜美

吕云仙 寿能伟 闻　鸥 尹协和女 游江南 赵达尊 郑少白

曹津生 陈天杰 鲁永安 孙启明 杨春智

半导体物理 张咏紫女 段蔚荷女 钟锡华 陈世达 潘国雄 朱福如 黄　盳女
吴思诚 王兰萍女 吕斯骅 曾　靖女 孙　润 韩汝琦 李映雪女

武国英 杨亚文 陶敦仁 章　蓓女 尹淑钰女 陈仲甘 赵国臣

张培锟 姚文波 杨振宇 陈帼雄女 陶如玉女 林福亨 黄湘友

严仁瑾 裘颖刚 陈宗圭 薛绍仁 张碧梧女 宋大有 周增圻

刘宏勋 张顺均 张洪川 佘觉觉女 许明树 王舒民 曹家驹

　　　　　 　黄乐斌女　　　刘　　　　　李思敏　　　　沙比提·阿木提　　　　　　 刘培勋 　　　沙　麟
吴白芦 吴大勇 严　诚 张文彬 张忠仁 周炳林 朱以南

朱其高 李宗琦 倪友群 姚　义 高文明 胡喜禄 徐瑞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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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邦兴 祝忠德 张典焕 冯梦彩女 沈光地 王宁人

　哈工大代培生　　　　　　阳定水　　 　
　郑州大学代培生　　　　　张德萱
　安徽大学代培生　　　　　刘春荣
磁　学 方思觉 高　洁 葛英才 金仲辉 李本善 李伯臧 李淼健

李　笙女 廖绍彬 林　勤 刘英烈 马永昌 莫育俊 王鼎盛

徐耒自 严永鑫 张敦庄女 张国炳 周文生女 周幼威 欧阳洵

理论物理 章思俊 朱沛臣 邬钦崇 陈　晋 李友松 李鹏麟 关　洪

周义昌 杨富民 朱保如 林仲金 庄逢源 李耀福 李维楠

陈难先 贺仲熊 杨震华 徐德之 夏建白 詹震宇 戴望霮

朱熙泉 杨新华 李铁城 王庆林 余定一 许醇仁 陈国维

宋行长 程檀生 钟毓澍 张志广 沈乃贗 竺?宜 李宏成

阎守胜 林纯镇 张承福 夏蒙棼 吴崇试 王正行 陈创天

张正风 仇韵清 杨国桢 单启蛰 钱怀锦 刘永贗 姜士达

不分专门化 邱维常 贾保成 顾根涛 钱汝明 章　鹏 张效政 曾则鸣

罗公群 孙贤义 沈志庸 葛延恕 胡恩棠 高湘华女 郑成中

１９６３年　（有者为五年制，其余为六年制）

理论物理 罗懿祖女 顾本源 陈文毅 周玉美女 吴惟敏女 许江涌 戴安英女

王维新 王钟炎 詹达三 赵光达 黄厚昌 王萃波 屠庆铭

章世 陈健华 雷啸霖 魏海官 张友荣 张恭贤

光　学 史殿成 贺光裕 姜亚南 陈佳驭 杨哲民女 姜嘉定 龙纯玮

王维民 尤广建 王裕民 邰鸿生 崔秀乾 许继宗 吴　邮
汤　沂 方自深 胡鸿璋 林政炎 王祖铨 曹津生 荀毓龙

蒋翔六 郝玉敏女 李超隆 郭富昌

半导体物理 吉利久 李少池 韩大星女 杨柳林 吴思齐 李淑麟女 刘　晖女
王克达 黄茂祥 谢后贤 郑鹏洲 刘普霖 李松法 赵平海

邵式平 许煜寰 任尚元 黄兆光 范毓源 马金泉 林鸿生

曹家驹 姜印琳 孔凡平 崔文淼 王域辉 邱素娟女 王德和

黄最明 孙长康 邹宝忠 周长甫 韩庆臣 张久惠 邱家禄

张伟卿 朱正生 冯鸿丙 孙华堂 贾蒲明 杨明亮 赵志刚

曹永健 廖道达

磁　学 丁　敏 林　泉 刘雪林 赖武彦 李炎午 何钰泉 李学鹏

余　梅女 韩宝善 刘明柱 钟维烈 包继贤 宋后定 汪德威

张鸿凯 伍　瑜女 叶梅元 李兴起 曹美华 徐志守

金属物理 罗　迪女 范缇文女 胡仁元 崔殿祥 李松山 谢麟振 缪智心

罗卓新 王淑坤女 高维滨 唐健正 罗力更 方　玲女 朱　明
郑经亮 平爵云 梁振亚 尹荣良 张　宏 孔庆虎 陈良辰

朱逢吾 唐晓阳 朱庆胜 刘彭业 赵文英 陆蕴辉 陆广藩

王俊民 强龙宝

低温物理 杜金波 朱龙德 戴远东 曹正寅 陆　果
热物理 安志刚 钱　俭 张志醒 叶中元

１９６４年
理论物理 赵玉芳女 胡希伟 黄裕民 李中强 陈品瓒 徐永年 张先蔚

钱剑扬 钱治碇 郁鸿源 沈电洪 万元熙 王苏生女 潘家汉

杨桂林 詹振兵 姬守城 王光瑞 权伍畅 李毓成 何钦茂

林文治 朱允伦 吴以仁 柴君衡 杨茂林 李竞生 陈云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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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霖 许基权 吴承勋 张思远 赵志咏 崔龙燮 周治宁

庄　勤 李亭亭女 汪茂泉 曾心愉 汤一民女 孙承平女 李吉士

黄朝商

半导体物理 洪重光 葛玉如女 刘权泰 邹锡锦 沈熙磊 吴忠理 温顺奎

田惠林 陈锡成 杨　黎 张丽春 吕诺宪 傅春寅 郭善本

张国忠 刘长玺 梁宏林 李光民 许铭真女 张　翼 杨建鲁

黄道林 谢宜臣 吴雪方 向克家 李顺秀 宋兆元 况延香

喻木生 陈汝棠 张景千女 谭世祥 殷纯华女 严仁瑾 顾美渔女

邬少明 孙岳岷女 卓钰如女 张　汉 范毓源 张银生

光　学 汤俊雄 张光勇 王　龙 刘克玲女 范本章 夏翠仙女 徐尧洲

董振基 满宗林 江宏忠 柳华国 袁治如 罗正纪 郗德发

曹金瑞 黄　矛 韦占凯 孙树兰女 章诒学女 薛鸿奎 包燕鹏

磁　学 彭爱玲女 王荫君 陈佩云女 施　铎 胡伟敏女 许善琳 张贵友

罗新强 陈笃行 宋建平 唐礼俊 李长江 崔振恒 戴道宣

徐秀玲女 陈学美 王朋植 粘丙泰 曾令俊 刘雪林

金属物理 孟小凡 高玉芝女 李哲德 徐元恭 余定冠 俞法荣 赵鸿德

张立德 刘尊孝 马惠琦女 万振海 陈　维女 萧　慧女 鲁焕民

葛森林 简帼娴女 郭其良 程　梅女 陆　颖女 商玉生 陆坤权

毛允静女 申辉旺 宣　彭 吴方近

热物理 顾宗权 王任达 石志德 刘寄星

　
１９６５年
光　学 金亿鑫 侯馥兴女 葛惟锟 华道宏女 聂玉昕 梁民基 张福初

叶学敏 魏乐汉 周士康 汪太辅 谢北星 卢筑英女 王定远

罗注东 陈振西 粟达人 杨焕文 徐富华 陈成钧 李雪琴女

磁　学 任长立 曲俊卿女 王麟昌 周丽年女 朱延年 徐慕良 张绪信

王槽安 许秀叶女 贺大经 吕包苓 林肇华 连奇芳 黄玉煌

田文正 孙善文 夏徽琪 马灵洁 陆　云女 严永鑫 赵立群女

半导体物理 白保祥 李　华 沈蕴琨女 牛一士 信觉俗女 赵永正 刘继周

回荣德 关成双 侯立章 秦大固 赵　斌 冯初光 郑宝真女

单振国 费圭甫 范子坤 徐兰平女 吕世骥 王连升 杨悦迪

赵衡甫 黄忠升 吴　恩 曾树荣 杨裕球 韩治业 钱万富

阎光彬 吴广清 王顺理 乔　俊 朱宝亮 王子滨 吴述尧

王忠安 胡静竹女 曹玉珠 赵忠礼 张华廉 龙伟丽女 袁德荣

柯华柱

理论物理 张馥晨女 景毓庄女 陈　潜 王永成 丁浩刚 张维善 潘慧玉女

王　渭 徐教林 刘长汶 张桂玉 姜绍周 尹儒英 梁家惠

谢学纲 应润杰 唐伟国 钱裕昆 沈玉堂 张时经 方敬诚

全德兴 张永福 杨再石 石康杰 江　林 俞国扬 车惠卿

蒋建华 季维炎 黄伟民 郑时顺 白日升 曾令祉 唐学田

谢继深 王世亮 徐元都 郭书印 朱济娥女 王养萍 吴修文

梅平安 吴玉琼 王奉昭女 邓　阳 黄冠涛 丁金泉 蔡佑发

金属物理 金中茂 王淑荷女 张平生 孙文玉女 戴问民 高树榕女 李承荃

邹义夫 吕曼祺 姚文浩 吴书祥 李广龄 卢玉坤 陈美水

解思深 朱道康 潘桂明 王成永 吴春山 王新瑞女 索志成

雷献寿 范印哲 周仁荣 顾吾及 熊山江 张正伦 武替荣

李港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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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
半导体物理 李莉英女 崔尚清 王冰如女 陆淑贤女 王文滋 任宏杰 李岐山

景士平 杨达林 卢殿通 温明显 韩纪忠 曾庆泰 卜宪臣

宋振嵩 刘文义 安义源 高绪诰 郑儒嘉 范美珍女 冯宝林

龚雅谦 刘淑华女 过惠芬女 夏天顺 许凤凰女 李秀琼女 傅崇立

狄俭俊 郭炳强 林中光 张树昌 陈宝钦 林秉望 徐泽祜

钱忠敏女 杜与章 董福忠 蒋绍喜 李明森 任彦增 林绍周

高士平 万啸云 张素勤女 储惠琨女 杨宝安

金属物理 陶一飞 王偕文女 王德富 祖淑敏女 胡宗式 张耀中 董德宇

杨桂臣 郑淑芳女 史富才 钱振英 胡兰芳女 沈中城 蒋锡若

金余恒 虞敌卫 梁才生 颜世春 沈海生 曾祥欣 黄依平

欧阳加 尹建华 满洪忠 郑肇霞 刘孚鵸 王兴辽 张之皀

胡青羽女 陈维杭 张瑜瑛女 何大韧 付守灿女

理论物理 王玮玢 温梦全 张厚先 李志鳌 董雍孚 刘北卫 郑守绵

邹福清女 徐春娴女 卢秉梅女 卢文光 陈新雷女 朱莳通女 庞乾骏

丁裕眉女 范犹椿 祖钦信 张朝武 惠和兴 张文兴 俞土法

程富根 陈祥熊 曹风杰 杨伦华 张振寰 孙金祚 戴长法

刘炳模 丁伯龙 邹婉珍女 李昌琼 游正银 唐荣奇 阳彦鑫

王巧玉女 李应芝女 黄泽东 李戍德 时顺森 杨新娥女 朱淑琴女

玉素甫 李坚石 刘兆奎 王安庆 周月梅女 章慧敏女 睢大象

磁　学 刘　骞 王学仁 陈洁君女 卢　迁 张伽虹女 吕卜衡 孙　克

李景鹤 潘尚斌 宋纪德 时文举 束川保 梅　娅女 边平武

李荣华 李永祚 曾学乾 陈银桥 王苏芹女 刘家伦女 胡朝贤

董清云女

光　学 徐　瑶女 周华生 赵维义 周岳亮 封开印 杨　生 于开义

韩景春 朱秀娟女 励汝弘 张影华女 许正平 陆邦靖 何维华

陈文彦 王金叶女 雷赣儿 方孝林 萧美珍女 张其发 雷肇棣

郭宝山 李一平 张家骅 宋菲君 李　庄 刘光涛 晏德荣女

　

１９６７年

半导体物理 徐瑛澄 辛香媛女 李安琪女 郑治强 史宝恒 吴锦中女 戈闻喜女

周志成 李连富 李福辰 夏明然 杨之勇 李顺凯 李爱芝女

陈新国 陈广义 卢金贺 吴炳君 蒋美珍女 殷岳才 吴承训

张福棠 叶尔成 侯长云 缪振球 段家?女 高长生 吴明春

徐鹏兴 江三贵 柳兴木 郝秀芝女 周传平 屠光宗 谢绍东

宁宇红 黄明竹 陈　灏 李建新女 王义玉 李健权 刘保

杨瑞民女 张　琳女 张仁淳女 石蔼如女 杨学明

理论物理 毛剑珊女 刘家冈 粟启初 孙昌诚 韩　铁 陈国英女 王肇庆

王志刚 梁来法 侯作中 毛克信 杨绍卿 苗慕信 严　瑗
严隽珏女 吴富春 王九

(

黄维华 吴高富 郑肇本 朱国治

汪国良 徐蕴杰 李太安 苏惠惠女 柯孚久女 刘治国 王绍虎

王兴科 张沛然 徐文兰女 俞稼? 顾　云 吴炳兴 贾建顺

陈宗祥 卢大力 黄循威 高淑芬女 万光祖 杜式芸女

光　学 冯自由女 焦宝连 董怡荪女 王乃光 石有香女 俞元淮 于殿选

冯淑珍女 薛德明 潘肇龙 徐纪敏 王金城 丁承志 林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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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循键 李宝姿女 王明皋 萧显材 冯正斌 黄育明 刘子华

付竹西 叶天照 白吉玲 李永春 苏长栓 万德茂 蒋林杰

王清和

金属物理 潘振珏女 辛俊兴 李　莉女 孙淑霞女 黄　楠女 张人佶 王世孝

李希忠 范福平女 郭世宠女 马纪东 于永香 韩绍儒 范本宽

薛文垒 赵婉文女 潘经澄 张同俊 李碧云女 雷再玉女 王茂德

陈俊卿 张双水 聂孟民 孟圣楠 陈发贵 王文博 王国光

杨　德 张子光 朱洪声 黄依平

磁　学 杨汉德 霍娥咏女 张　蔷女 卢振业 胡文忠 高明英女 聂文敏女

赵玉斗 陈其旭 王永忠 苏升润 贾云发 唐　敏女 陈　冲
何正明女 钱学煜 周未燕女 黄小蓓女 杨伟仪 詹焕兰 杨式坤女

高明仁 詹志佳 郭可钦 王贤良 周昌文 于福枝女 贺绍甲

１９６８年 苏　窻 李　肖女 程万荣 谢纪康 施雪华女 李宜增女 张　澄女
孙　沅女 茹履安 韩瑞金 王杏修 王肇圻 薛天缘 安延淳

蔡福祥 王均会 李大丰 曾宗灏 陈潮枢 何明高 元金山

张昭明 林钟宇 林玉兴 李国杰 柳树政 蒋凯生 邓　蓓女
王才璋 李　鑫 李英符 徐　明女 朱维彰 孙天福 曹黎明

张永欣 徐　淦 周永龄女 吴英凯 傅积 陈祖刚 战嘉恺

张增耀 张惠 张新萍女 宁兆元 焦如俭 王存达 李有成

林绳准 马中芳女 周隆和 闵　佶女 李力繁 罗展煌 孙世杰

徐从友 刘绍兰 林子秋 刘　发 沈　铎 蔡柏龄 郑伟谋

凌任之 荣德模 陆安年 赵清诚 王荣兴 吕雨生 马绍龄

吴令安女 王成明 吴瑞华 姜梅英女 柳祖恩 何康惠女 徐延燕女

郭翠娥女 陈慧平女 方进平 王　治女 管　靖 王忠和 张锦平

李　壮 倪可达 崔元德 郭维德 姜王也 李国华 汪凯歌

周福新 常崇安 张旦宁 杨维田 逯小靖 吕以进 赵书城

冯哲川 黄毓英女 蔡维理 赵晴初女 蔡永强 张慎行 轩植华

朱新华 周乐柱 刘书典 丁士勤 英若娴女 黄美玲女 刘振清

薛建勋 张裕灵 孟繁茂 汪晨熙女 王菊明女 濮存亭女 刘仕钢

郭大力 李德良 刘连第 张有源 郭凤岐 林国文 商金根

许烨烨 杜万全 蒋维四 蔡学榆 郑文彬 陈志雨 程　昌
张益斌 顾躢如 熊诗杰 安嘉玫女 王　珊女 林赛落女 赵文中

周子文 刘　锷 周丁发 陈子坦 河完治 张金马 张春贵

高淑芬女

１９６９年 葛咏岫女 尚淑顺女 陈境孔 赵演泽 朱秀华女 林　平女 王　胜女
虞　统 冯南元 孙学正 郑志涛 张可法 赵申生 高利明女

李跃伦 左秀珍女 谷世宁 盛嘉茂 乔汝海 刘志菊女 葛秋原

金龙焕 邹　忭 陈葭初 丁兴富 徐浩冠 蒋　玮女 瞿　定女
张橙华 李佑斌 金启钤 董绍静 俞肇智 林亚玲女 连绍仁

林存藩 杨耀宏 马庆智 罗锡璋 陈孝威 秦震宙 徐云辉女

张泮霖 张　禄 王良国 孙延炜女 唐其钏女 张玉金女 冯蕴道

盛世敏 龚乃洪 屈婉玲女 张　玮 李雪彬 谢占武 马恩波

杨廷栋 曹慧君女 由成钧 孙雨南 何贤昶女 杨惠英女 彭力群

汤昌国 陈泽尊 林金桐 朱伟利女 沈荷生 吴敬倚 何务民

林丽莎女 郭桂雄 齐国昌 熊建昌 陈英忠 罗里熊 陈慰宗女

唐瑾怀 李玉权 何豫生 万陵德女 罗　胜女 杨其明 周立群女

黄小慧女 李　潼女 韩庆基 孙福生 周连淼 杨　玉女 李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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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民 鲁公儒 陈　昕 魏国柱 孙绍芳女 宋建先 潘德均

杨　原 贝翊敏女 吴长康 丁根宝 王明钧 金福海 于崇勋

时万忠 刘藻珍女 杨岚光 林圣禄 吴文炎 林金武 毕自敏女

吴伟明 李宗信 邓大毅 周天雄 戴　闻 王映南女 焦丞民

胡伯兆 杨方伟 苏　慧女 杨百瑞女 杨静韬 王佩珩 符名培

暴永玲 奚拯民 王　莉女 柴鸿斌 黄保法 洪慧珍女 殷爱娥女

梁庆瑜 郁明康 戴君武 戴佩莹女 徐六如 章　青 高政祥

邵　凯 奚定平 李　立 张谓彬 蒋建生 谢狄霖 綦　焯
姚宗铭 陈日降 吕忠卫 周运辉 刘孟朝 邬彬若 张凯慈

傅克利女 王铁男 葛长庠 洪德威 土尼亚孜 阿里同女 米海力女

马那甫 斯德克 刘振清 张裕灵 周瑞林 孟幼钧

１９７０年（１９６４级）
物理专业 谢立新 金大承 邵　燕女 何红星 张知昌 熊光成 李立荣女

邓淑琴女 刘伟胜女 邓　楠女 柳庆良 郭春生 胡福记 胡殿超

张太平 孟关霖 董庆彦 常初芳女 李承耀 马　仁 汪仲诚

张　宏 汪显能 徐贞凤女 车学俭 冯志友 徐国全 漆词亭

裴永朗 王阳和 郑金俊 史守旭女 张振文 雷明德 梁瀛光

刘中和 蔡　伟 郭　钦女 乐凯祉 庞大本 沈悌明 孙凤池

叶朝卿女 李　萍女 王振琴女 冯小敏女 郭同栾 张海娥女 丁化成

王志淳 赵宝瑛 吴华民 张正明 惠炳发 沈裕和 印根明

凌培元 冯锡璇 周庚洪 王德钊 张洁天女 梁益章 卢文斌

陈文礲 郭逢荣 赵国治 冯洪仁 刘觉平 周明光 古　安
祝明发 甘学温女 卢家唐 魏鎏英女 解天宝 张金增 戴未英女

陈婧媛女 张梦娜女 胡建民 王志新 阎吉祥 于小波女 齐书同

罗保治 姚明华 崔雷平 姚长生 李金如 周实武 朱凤田

莫邦燹 浦柯玖女 童翔卿 朱金明 罗遂
(

林树人 郑郁钊女

许素治女 林国珍 周思源 杜绍强 陈承平 叶玉堂 谭克甫

王新安 周晋芙 宣　捷 郭余庆 周增均 奚安青 张存善

冯　净女 张之凤女 黄显玲女 郑晓延女 刘兆祥 张振坤 张天义

王淑清女 陈献伟 吴秀华女 陈国义 李民英 陈启 金能韫女

沈　韦女 赵国新 卞大明 倪学文 金寅和 潘可辉 于惠庄女

邓奋强 陈绍
)

叶圣球 朱守涛 邢允堂 姚　永 马余胜

岑钊常 林成金 傅国泰 沙宗先 谢秋涵女 王志凯 胡葆善女

薛建勋 刘伟胜女 魏鎏英女

１９７０年（１９６５级）
物理专业 沈乾若女 庞维陵女 黄人祥 胡世滨 沈萍英女 王昌林 宋守信

冯庆荣 徐惠德 高炳坤 吕金钟 张建国 袁增龙 任士良

赵一广 张　玲女 姚嘉陵女 孙忠信 陈咏恩 石三麟 王勤谋

朱浩雄 方道康 陈桂兴 汪雨贵 陶尧林 周胜浩 吴瑞馨女

黄文经 潘龙溪 吴瑞元 马荣生 熊汉富 汤春生 邢萍珍女

谭文智 李重生 凌承繁 姜瑜珠女 赵德?女 庆　菱女 李　桐
金志翰 杜洪涛 石月泉 史凤起 王颖娴女 李启旺 王吉林

任熙宪女 韩天保 王淳风 胡祖华 李清河 谈勇德 夏耀民

汪国瑗 李菊芳女 吴嘉麟 周岳明 陈亚良 陈根洪 池贤兴

王勤诚 卢元禄 林建成 林惠建 叶亚溪 郭连英 陈世超

葛茂才 任尚芬女 何润光 莫光辉 林兴逢 傅映睴 沈欣碧女

史菊英女 周　蓉女 高景春 曹思平 余德义 马忠禹 吕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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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宝俊女 崔宝石 李敬福 葛桂元 陈凌孚 王振胜 李龙海

朱松林 盛祖源 刁仁平 周建锁女 赵庆芝女 马则一 萧黎明

殷伯仁 曹应楼 宋福连 董德培 吴兴法 陈福霖 张宗耀

刘金朋 卢传芳 顾畹仪女 邢　峰 李达铭 郑家芝女 张群英

曹爱国 赵瑞宁女 刘竞青女 王　敏女 余冰琪女 林玉珍女 靳书和

李国成 黄道可 白秉哲 路峻岭 马鸣远 吴庆忠 王　珏
周若华女 韩瑞安 高同来 钱哲源 张锡励 钱培楠女 张　林
黄德根 贾硕华 邢启江 骆武刚 郭鸿钧 林靖智 汪年生

曹在礼 吴国祯 刘金保 伍时启 张忠灿 吴兴环 吕国华

龚本智 聂杰初 朱惟怡女 缪佟和 马黎明

　　（四）研究生

新　生
１９５９年 甘子钊 强元蓕 刘皇风 常铁强 陈宗蕴女 黄乐天 王占一

１９６０年 齐　辉女 吴圣伦女 管政通 姚振钰 莫息红女 王威礼 赵学勤女

魏希文女

１９６１年 范希庆 黄　瑞
１９６２年 杨国桢 关　洪 邬钦崇 李维楠 王正行 徐至展 夏建白

刘　 徐　媛女 游江南

１９６３年 刘连寿 安志刚 任尚元 蒋翔六 陈佳驭 姜印琳

１９６４年 马中麒 胡希伟 吴丹迪 徐尧洲 胡伟敏女 万元熙 顾宗权

１９６５年 王世亮 刘庚乾 俞国扬 潘慧玉女 韩治业 施善章 秦大固

何丕廉 佟慧茹女 魏乐汉 周士康 李克明

毕业生

１９５９年
理论物理 曾谨言

宇宙线物理 黄景宁 周维兴

１９６０年
理论物理 黄念宁 王　
１９６１年
理论物理 韩其智女 杨泽森 张庆营 吴思慧

半导体物理 秦国刚

１９６３年
理论物理 常铁强 陈宗蕴

半导体物理 甘子钊 强元蓕

金属物理 王占一

光　学 黄乐天

宇宙线物理 刘皇风

１９６４年
理论物理 齐　辉女
半导体物理 吴圣伦女 管政通 黄亨吉 魏希文女 王威礼 姚振钰

１９６５年
理论物理 杨国桢 关　洪 邬钦崇 李维楠 王正行 徐至展 范希庆

半导体物理 夏建白 刘　 徐　媛女
光　学 游江南

１９６６年
理论物理 安志刚 刘连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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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物理 任尚元 蒋翔六

光　学 陈佳驭

宇宙物理 姜印琳

１９６８年
理论物理 马中骐 胡希伟 吴丹迪 万元熙 王世亮 刘庚乾 俞国扬

潘慧玉女

光　学 魏乐汉 周士康 徐尧洲

半导体物理 韩治业 秦大固 施善章 何丕廉 佟慧茹女 李克明

　　１９６５年前招收的研究生分别于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８年毕业。

六、“文化革命”期间（１９７０—１９７６）

（一）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入学工农兵学员

１９７０年
光学专业 郭若兰女 张巨东 李秀蕊女 张保山 刘淑兰女 刘艳英女 王桂珍女

胡小春女 邓宗涛 郭占河 张爱萍女 张利春 李佳兰女 刘秀鸾女

张玉祥 刘建华 戈　鸟女 汪文信 王学春女 吴连成 谢东升

刘丽辉女 韩元秀 阎秀英女 陆永宽 张玉胜 周志强 仇守银

何敬仁 刘　增 陈业高 程志明 王振亮 赵福贵 王世忠

石发良 刘文振 印旭章 彭建宏 李忠林 马四海 别永才

磁学专业 兰　健女 高　禄 宋书玉 毛贵平 马妍婷女 王春玲女 支鸿元

高文玉 史元顺 张　维 田启明 徐幼承 赵克山 梁玉秀女

陈慧兰女 孙祖升 沈宝明 郁秀康 傅灿尧 颜谨光 李珠宝

赵家丽 刘洪杰 彭远兴 沈幼元 刘玉琴女 刘建华 关景和

牟秀云女 高文学 宋海蛟 杨德财 苗时波 李普兴 蔡棣清

束文豪 崔治金 陈明函 谢松业 万玉珍女

　　从１９７０到１９７６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其间１９７１年未招），学制从三年多增加到四年。
１９７２年
理论物理专业 鲍显文 范淑兰女 郭仕德 孔庆文女 李秀海 任　华 王晓光女

李佑明 谢明琼女 潘传红 王稼军女 阎尚文 胡美香女 石秀文女

李永胜 邱官良 曹淑兰女 曾道桂女 李鸠林 刘东海 张丽红女

袁燕玲女 张　栋 顾英圻女 贾小涛 周学秋女 胡传国 刘致中

张瑞明 刘西萍女 王震宇 何风杰女 赵佩英女 韩共和 周长春

程希友 姚德银 孙学珍女

低温物理专业 张建荣 王慧芝女 曾夺元 惠　风女 王秋银 郑守琴女 史长安

赵许发 杜成森 刘　东 郝凤珠女 李　文 焦志亮 赵玉香女

吴　克女 郏松兴 沈志工 李云华 阳　翔 刘建军 李秀兰女

武荷莲女 徐延康 桑亚男女 陈凯旋 韩红光女 李永康 李克文女

张新民 孙崇赤 徐秀玲女 高廷玉 丁泽兴 郝满香女 王景远女

嵇益民 高淑民女 杨玉梅女 张解东 王淑媛女 智皗慧女

１９７３年
磁学专业 赵锡珍女 冯　群 张景鑫 张利荣女 刘新卫 兰　健女 边春兰女

阎巨理 裴谐弟 刘　义 王　伟 胡德贵 李学兰女 屈景春

德力格尔 何佩莲女 关　萍女 许贵亮 陈海英 奚　卫女 赵锡嘉

激光专业 力　京 李桂棠 周林燕女 郑小鹿 成国胜 许昌林 谢小芳女

夏其林 吴南展 赵增会 张桂林女 刘海英女 王和平 王凤桐

车　妮女 王安宁女 赵京华女 王绍华女 王玉华女 黄丽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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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物理专业 秦品健 白成芳女 李庆平 何其英女 庞宝仁 李福学 张庆庚女

郭秀财 王玉芳女 李会东 郝　明 姚德龙 张有理 王大中

李　玮 刘昭全 李宗毅 陆晓珍女 冯素珍女 王正宣

理论物理专业 韩学林 薛丽华女 王　军 刘桂芬女 张　健 陈湘涛 郑宏鸣女

黎笑梅女 黄礼金 朱文昭 赵崇德 党致家 黎和平女 任文生

贾国强 孙挺社 杨海祥 李　敏 孙浩江 李　斌
１９７４年
理论物理专业 马志亮 杨世俊 王西燕女 秦嘉政 杨子汉 李计开 邓兴国

段静华女 葛华强 易庚云 宋志生 黄秀英女 唐文全 姜思源

邱　成 姬凤珍女 阮桂荣女 程海燕女 刘惠英女 张秀清女 魏学云女

吴福虹女 高长福 申朝明 董爱平 崔滨生 康　勇 张立彬

杨卫强 薛志强 黄　菊女 杨启凤 钟国林

磁学专业 刘丁柱 龚　伟 彭玉琴女 金永明 郑进新 冯金梅女 王淑敏女

何建中 徐国英女 费广和 郑晓鹏 张永琴女 曹传敏 王永进

杜连雨 王　涛 郭静媛女 张　力 高景屏女 关晓东 蒋桂芳女

王　亮 彭　黎女 张淑珍女 王庆光 赵勤福 张水兴 赵　敏女
史春莲女 王宗亚女 苟存善

激光专业 生明涛 宋瑞舟 刘兰英女 刘宗才 颜卫生女 袁达长 王进祖

宣伟康 方新芳 卢红军 何培琳女 孙风萍女 王玲菊女 石炜三女

柴志芹女 回秀敏女 唐家芬女 朱汝英女 叶　涓女 施永年 姜云梅

谷　花女 赵守正 郑培英女 徐立功 杜为民 陈建英女 孟庆荣

李玉兰女 郑宏山 王志全 王　洪女 孙德权女 王秀兰女 于　华女
任瑞全 赵光华 邱贵华女 张修建 吕桂芳女 李华秀女 马绍根

１９７５年
激光专业 高季秋 王春秋女 顾景滨女 杨清玉 薛　跃 桂元珍女 周光学

康　平女 何胜容女 徐衍同 崔引顺 程　红女 崔援朝 洪少柱

宋　屏女 姚爱民 费　渊 张和群 李多禄 孙玉良 周连云女

李　雨 戴　云女 张瑞昌 郭小林 赵风琴女 石同尘 王升平

孟　钢 孙学英女 李　杰 孙宝贵 吴黎华女 张　萍女 王　习女
杨新连 杨晓林 毕玉顺 寇金城

磁学专业 王世源 余陆金女 陆仁根 王明斌 翟林华女 杨远长 王树爱女

向发友 段　勇 柴青山 李三三 马成文 余英豪 孙家祯

王玉忠 吕丽芬女 李　峰 司　忠 张朝群女 李留根 曾　宁女
刘远付 李家保 翟建国 黄光韶 刘孟英女 王桂英女 王兰婷女

赵景方 朱德华女 郝在祥 张淑珍女 崔金娣女 何　山女 侯兰菊女

郭春华女 徐振如 张俊海 郝芳京女 张金风女

低温物理专业 周富生 张伟建 张海生 赵桂芬女 史宝兰女 白玉兰女 钟秋妹女

李山林 陈洪山 郁　前 李　萍女 陈建平 蔡忠民 朱爱华女

佘林娣女 熊新兴 黄细莲女 夏荣华 杜人福 熊慎寿 李文方

冯雪梅女 罗南昌 陶同山 罗盛根 萧和平 黄克妹女 李生发

丁全坤 范书南 王天成 贾　军女 刘月芳女 王丽英女 李桂才

张玉英女 王桂琴女 王宝季 尹绍芸女 赵志敏女

理论物理专业 刘　文女 郭世琪女 萧肃华女 王胜军女 侯彩云女 王锡山 刘志成

靳玉祥 韦庆孝 裴丽华女 杨俊秀 叶美莲女 高志文 葛卫国

张志勇 祁　欣 乌利吉 李杨林 郑月顺女 霍　云女 赵中新

李占民 李尚柏 孙化普 袁志兴 郭文元 刘太平 李月华女

周素琼女 曾茂先 余时德 张术明 李川黔 宋　莉女 周福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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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旭女 张素英女 胡明娣女 张　明 刘维工女 申朝明

１９７６年
理论物理专业 李国华女 李　茶女 高聚慧 于志荣女 李桂兰女 崔亚民女 孙微玲女

李成在 李永平女 武素珍女 陈家澜 林伟杰 刘建军 刘雪岩女

张宝兰女 仇瑞清女 李华勇 熊朝智 胡频女 王学人 杨德林

王　玲女 贺建国 石定福 戴志坚 赵成杰 张仕友 高军思

任兰萍女 苏宝荣

磁学专业 田新收 王崇新 刘　刚 过建纲 沈福珍女 钟广汉 尤　琳女
张建伟 石立堂 萧圣前 蒋厚德 刘　颖女 张桂香女 刘怀远

孟繁毅女 陈爱珍女 孙　岩女 谭金昌 高　原 魏基文 杜冬秀女

钱少明 杨能忠 杨桂芹女 彭　旭女 孙学献女 白云霞女 马秀琴女

李广柱 范德生 敖学茹女 李全忠 金必伦 郭志强 周定富

胡永发 魏　鲁 李　平 王雪梅女

激光专业 张　一 边洪村 高俊玲女 孟　湘女 付己生 徐　坚 李彦云女

季长春 郭　平 李建生 王铁军 邹华俊 于素清女 孔沈铁

钱　军 周　俐女 刘富芹女 刘淑英女 刘汉田 金天亮 俞慈声女

唐日红女 祝　荣 孙丽文女 王富春 牛小平 王莉爱女 尹庆德女

周正银女 杭　锐 张玉斌 戴静华女 袁永华 曾凡群女 王　伟
傅　炯 唐从军 许建青女 胡建梅

物理师资班 闵树林 张全友 李　兵 黄亚非 段秀华女 梁万杰 纪有恒

贾玉芳女 周冠华女 刘振品 孙秀英女 乔　何女 姜代庆女 刘启林

杜　娟女 苏并州 乔宝才 李雅?女 王淑云女 杨庆宪 崔　和女
高石昌 张云京女 芦俊华女 何淑寅女 伍守静女 高明山 张小勤女

杜宝东 张希林 付玉宽 隗永福 林京壤女 柳凤玲女 苏金华女

张炳增 李凤满 王德林 刘建华女

低温物理专业 包克勤女 吴秀兰女 陈小明 钱　衡 李国华 张建荣 胡泳莉女

梁振安 龙卫东 李新春女 曹朝霞女 阳明彦 朱东生 胡国璋

张　涛 李生国 徐维杰女 陈树森 李秀英女 洪水龙 张金海

萧　玲 张力钧 郑志瑛女 李建平 贾陶涛 赵蓉民 王存敏

樊福春 萧品书女 李进省 王丽云女 刘先枢 王贵生 刘惠新

张丰元 周广祥 李　波女 刘守贤女

　　（二）１９７４—１９７９毕业工农兵学员

１９７４年
光学专业 郭若兰女 张巨东 李秀蕊女 张保山 刘淑兰女 刘艳英女 王桂珍女

胡小春女 邓宗涛 郭占河 张爱萍女 张利春 李佳兰女 刘秀鸾女

张玉祥 刘建华 戈　鸟女 汪文信 王学春女 吴连成 谢东升

刘丽辉女 韩元秀 阎秀英女 陆永宽 张玉胜 周志强 仇守银

何敬仁 刘　增 陈业高 程志明 王振亮 赵福贵 王世忠

石发良 刘文振 印旭章 彭建宏 李忠林 马四海 别永才

磁学专业 高　禄 宋书玉 毛贵平 马妍婷女 支鸿元 高文玉 史元顺

张　维 田启明 徐幼承 赵克山 梁玉秀女 陈慧兰女 孙祖升

沈宝明 郁秀康 傅灿尧 颜谨光 赵家丽 刘洪杰 彭远兴

沈幼元 刘玉琴女 刘建华 关景和 牟秀云女 高文学 宋海蛟

杨德财 苗时波 李普兴 蔡棣清 束文豪 崔治金 陈明函

谢松业 万玉珍女 李珠宝

１９７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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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物理专业 张建荣 王慧芝女 曾夺元 惠　风女 王秋银 郑守琴女 史长安

杜成森 刘　东 郝凤珠女 李　文 赵玉香女 吴　克女 郏松兴

沈志工 李云华 阳　翔 刘建军 李秀兰女 武荷莲女 徐延康

桑亚男女 陈凯旋 韩红光女 李永康 李克文女 张新民 孙崇赤

徐秀玲女 高廷玉 丁泽兴 郝满香女 王景远女 嵇益民 高淑民女

杨玉梅女 张解东 王淑媛女 智皗慧女

理论物理专业 鲍显文 范淑兰女 郭仕德 孔庆文女 李秀海 任　华 王晓光女

李佑明 谢明琼女 潘传红 王稼军女 阎尚文 胡美香女 石秀文女

李永胜 邱官良 曹淑兰女 曾道桂女 李羉林 刘东海 张丽红女

袁燕玲女 张　栋 顾英圻女 贾小涛 周学秋女 胡传国 刘致中

张瑞明 刘西萍女 王震宇 何风杰女 赵佩英女 韩共和 周长春

程希友 姚德银 孙学珍女 邓质方

１９７７年
激光专业 力　京 李桂棠 周林燕女 郑小鹿 成国胜 许昌林 谢小芳女

夏其林 吴南展 赵增会 张桂林女 刘海英女 王和平 王凤桐

王安宁女 赵京华女 王绍华女 王玉华女 黄丽荣女 李　军女
磁学专业 赵锡珍女 冯　群 张景鑫 张利荣女 刘新卫 兰　健女 边春兰女

阎巨理 裴谐弟 刘　义 王　伟 胡德贵 李学兰女 屈景春

德力格尔 何佩莲女 关　萍女 许贵亮 陈海英 奚　卫女 赵锡嘉

低温物理专业 秦品健 白成芳女 李庆平 何其英女 庞宝仁 李福学 张庆庚女

郭秀财 王玉芳女 李会东 郝　明 姚德龙 张有理 王大中

李　玮 李宗毅 陆晓珍女 冯素珍女 王正宣

理论物理专业 韩学林 薛丽华女 王　军 刘桂芬女 张　健 陈湘涛 郑宏鸣女

黎笑梅女 黄礼金 朱文昭 赵崇德 党致家 黎和平女 任文生

贾国强 孙挺社 杨海祥 李　敏 孙浩江 李　斌
１９７８年
理论物理专业 马志亮 杨世俊 王西燕女 秦嘉政 杨子汉 李计开 邓兴国

段静华女 葛华强 易庚云 宋志生 黄秀英女 唐文全 姜思源

邱　成 姬凤珍女 阮桂荣女 程海燕女 刘惠英女 张秀清女 魏学云女

吴福虹女 高长福 董爱平 崔滨生 康　勇 张立彬 杨卫强

薛志强 黄　菊女 杨启凤 钟国林

磁学专业 刘丁柱 龚　伟 彭玉琴女 金永明 郑进新 冯金梅女 王淑敏女

何建中 徐国英女 费广和 郑晓鹏 张永琴女 曹传敏 王永进

杜连雨 王　涛 郭静媛女 张　力 关晓东 蒋桂芳女 王　亮
彭　黎女 张淑珍女 王庆光 赵勤福 张水兴 赵　敏女 史春莲女

王宗亚女 苟存善

激光专业 生明涛 宋瑞舟 刘兰英女 刘宗才 颜卫生女 袁达长 王进祖

宣伟康 方新芳 卢红军 何培琳女 孙风萍女 王玲菊女 石炜三女

柴志芹女 回秀敏女 唐家芬女 朱汝英女 叶　涓女 施永年 姜云梅

谷　花女 赵守正 郑培英女 徐立功 杜为民 陈建英女 孟庆荣

李玉兰女 郑宏山 王志全 王　洪女 孙德权女 王秀兰女 于　华女
任瑞全 赵光华 邱贵华女 张修建 吕桂芳女 李华秀女 马绍根

１９７９年
激光专业 高季秋 王春秋女 顾景滨女 杨清玉 薛　跃 桂元珍女 周光学

康　平女 何胜容女 徐衍同 崔引顺 程　红女 崔援朝 洪少柱

宋　屏女 姚爱民 费　渊 张和群 李多禄 孙玉良 周连云女

李　雨 戴　云女 赵　强 张瑞昌 郭小林 赵风琴女 石同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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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平 孟　钢 孙学英女 李　杰 孙宝贵 吴黎华女 张　萍女
王　习女 杨新连 杨晓林 毕玉顺 寇金城

磁学专业 王世源 余陆金女 陆仁根 王明斌 翟林华女 杨远长 王树爱女

向发友 段　勇 柴青山 李三三 马成文 余英豪 孙家祯

王玉忠 吕丽芬女 李　峰 司　忠 张朝群女 李留根 曾　宁女
刘远付 李家保 翟建国 黄光韶 刘孟英女 王桂英女 王兰婷女

赵景方 朱德华女 郝在祥 张淑珍女 崔金娣女 何　山女 侯兰菊女

郭春华女 徐振如 张俊海 郝芳京女 张金风女

低温物理专业 周富生 张伟建 张海生 赵桂芬女 史宝兰女 白玉兰女 钟秋妹女

李山林 陈洪山 郁　前 李　萍女 蔡忠民 朱爱华女 佘林娣女

熊新兴 黄细莲女 夏荣华 杜人福 熊慎寿 李文方 冯雪梅女

罗南昌 陶同山 罗盛根 萧和平 黄克妹女 李生发 丁全坤

范书南 王天成 贾　军女 刘月芳女 王丽英女 李桂才 张玉英女

王桂琴女 王宝季 尹绍芸女 赵志敏女 李高云

理论物理专业 刘　文女 郭世琪女 萧肃华女 王胜军女 侯彩云女 王锡山 刘志成

靳玉祥 韦庆孝 裴丽华女 杨俊秀 叶美莲女 高志文 葛卫国

张志勇 祁　欣 乌利吉 李杨林 郑月顺女 霍　云女 赵中新

李占民 李尚柏 孙化普 袁志兴 郭文元 刘太平 李月华女

周素琼女 曾茂先 余时德 张术明 李川黔 宋　莉女 周福秀女

张传旭女 张素英女 胡明娣女 张　明 刘维工女 申朝明

１９８０年
理论物理专业 李国华女 李　茶女 高聚慧 于志荣女 李桂兰女 崔亚民女 孙微玲女

李成在 李永平女 武素珍女 陈家澜 林伟杰 刘建军 刘雪岩女

张宝兰女 仇瑞清女 李华勇 熊朝智 胡　频女 王学人 杨德林

王　玲女 贺建国 石定福 戴志坚 赵成杰 张仕友 高军思

任兰萍女 苏宝荣 付　炯
磁学专业 田新收 王崇新 刘　刚 过建纲 沈福珍女 钟广汉 尤　琳女

张建伟 石立堂 萧圣前 蒋厚德 刘　颖女 张桂香女 刘怀远

孟繁毅女 孙　岩女 谭金昌 高　原 魏基文 杜冬秀女 钱少明

杨能忠 杨桂芹女 彭　旭女 孙学献女 白云霞女 马秀琴女 李广柱

范德生 敖学茹女 李全忠 金必伦 郭志强 周定富 胡永发

魏　鲁 李　平 王雪梅女 陈　健女 高京平女

激光专业 张　一 边洪村 高俊玲女 孟　湘女 付己生 徐　坚 李彦云女

季长春 郭　平 李建生 王铁军 邹华俊 于素清女 孔沈铁

钱　军 周　俐女 刘富芹女 刘淑英女 刘汉田 金天亮 俞慈声女

唐日红女 祝　荣 孙丽文女 王富春 牛小平 王莉爱女 尹庆德女

周正银女 杭　锐 张玉斌 戴静华女 袁永华 曾凡群女 王　伟
唐从军 许建青女 胡建梅

物理师资班 闵树林 张全友 李　兵 黄亚非 段秀华女 梁万杰 纪有恒

贾玉芳女 周冠华女 刘振品 孙秀英女 乔　何女 姜代庆女 刘启林

杜　娟女 苏并州 乔宝才 李雅?女 王淑云女 杨庆宪 崔　和女
高石昌 张云京女 芦俊华女 何淑寅女 伍守静女 高明山 张小勤女

杜宝东 张希林 付玉宽 隗永福 林京壤女 柳凤玲女 苏金华女

张炳增 李凤满 王德林 刘建华女

低温物理专业 包克勤女 吴秀兰女 陈小明 钱　衡 李国华 张建荣 胡泳莉女

梁振安 龙卫东 李新春女 曹朝霞女 阳明彦 朱东生 胡国璋

张　涛 李生国 徐维杰女 陈树森 李秀英女 洪水龙 张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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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　玲 张力钧 李建平 贾陶涛 赵蓉民 王存敏 樊福春

萧品书女 李进省 王丽云女 刘先枢 王贵生 刘惠新 张丰元

周广祥 李　波女 刘守贤女 陈建平

七、恢复高考后到物理学院成立（１９７７—２００１）

（一）１９７７—２００１年新生

１９７７年
杨先诚 李　辉女 朱湘东 叶　菁女 胡　越女 任海沧 王　涓女 张希成

吕　丹 张凯中 罗伟力女 刘东风 薛维革 陈互雄 沈　群 王之跃

曹　岳女 谢亚宏 陈健生 梁士明 李　瀛女 林　虹女 蔡　泓 田光善

冯奚乔 白健明 吴乃强 胡　滨女 李问天 卢铁汉 李柏忠 吴　谦
周文超 武国祥 孙凤国 孙　刚 张维岩 郗小星 陈　非 黄岩民

申　江 赵　敏女 高小年 高　炬 李　正 黄　敏 唐品芳女 李灿国

刘金伟 卢永年 史贵全 姚　非 车　桂女 宋连合 李政孝 吴　建
陆国康 程纪平 罗　钢 胡伯平 张小南 黄洪斌 谌秀强 王勇杰

陈开友 王玉中女 邱　齐女 金　钢 申爱国 赵　平 严　晓 范　铠
刘要武 顾英俊 李佛生 吴耀邦 丁　敏 李世伟 王国栋 吴雅丽女

杨双波 王世光 林正盛 胡少苹女 汤　栋 张　莹 夏廷康 阎新中

权养科 党福喜 陈晓林 马道玮 孟　军 曾奇勇 张　红女 陈建湘

吴学宁女 牛　谦 黄　杰 张大鸣 刘　俊 胡晓东 杨　斌 叶沿林

余　维 屠志淳 钱　铮 窦　群 万　毅 巫英坚 崔津河 李玉璞

华宗璐女 徐伯良 杨　扬 盛　毅 李丹宁 林　豪 黄元福 王　瑜
侯裕台 胡远晖女 陈　京 唐盛章 李道晖 孙向东 向旭伍 郭肇方

罗　龙 刘　力 纪　铭
１９７８年
樊　培女 于　芳女 李大芬女 汤　蕙女 成春伟 周一民 杜　江 孟陆征

杨　嵋女 顾　强 贺众力 王恩力 王　青 李　强 唐为国 池　洋
王　群 胡　明 冯映夺 张小威 张　卫 俞向阳 刘　炜 林　海
宋玉琳 白　光 刘继明 郭　寅 施　彦女 张卫平 李　涌 居　鸣
李雪松 丁　军 施德祥 赵希圣 万君佐 刘　荧 黄志宏 方旭辉

叶　军 韦海波 刘达锋 王海拉 刘光宇 杨　明 王若鹏 邱元靖

龙小平 徐　攀 姚存英女 李　波女 胡　波 李平华 李杏邻 王小谦

孙克繤 彭征宁 梁守丹 蒋箭平 沈英琪 徐　强 周唯民 武志杰

徐　放 王尧基 詹立东 吕　超 张笑阳 李　立 王　浩 张国威

赵黎捷 彭为民 王一峰 佟向宏 段建中女 郭成涛 李晓宇 李越生

杨　建 刘　江 李高斌 杨晓光女 陈　杰 徐　勋 卓宜伟 李小山

李策辉 黎宏杰 周　科 吴洪鹭 林小燕女 苏　畅 梁一平 陈壬生

蔡　立 李汉青 王红宇女 郭　颖女 吴　珊女 陈　东 梁　跃 季向冈

刘建民 白　洁 周弘纲 陆　锋 孟文晋 许征宇 杨巨星 郑河间

伍　进 萧　阳 张兴云 冯春华 靳　元 宁　珑 王因予 张星航

王　瀑 陶　涛 王　成 才德范 朱洪群 孙永谦 刘克选 马端宁

张天峰 郭京岩 费　立 郝兴华 刘　琴女 石　晶 高文瑞 吴宇航

陈而立 黄业勤 李惠生 王杰光 冯国富 汪康懋 陈持平 张荣科

姜　洁女 王建坤 何奇伟 丁晓雁女 海　鸥女 马晓青女 王　健 张　瞡
胡　鹰 王晓庆 郝　禷 孔　英 林　 郑　兵 曾辉耕 祁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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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超 薛　纲 覃方明 刘　兵 薛文琼 郑卿泽 刘伟强 薛继敏

于大诲 张元需 陈　严 李　琦女 徐　舟 张　锐 解光亮 张向前

杜　若 马　伟 赵宏飞 叶苏宁 曲　华 蔡云海 吴秀成 罗学文

江启杜 黄新明 陈　健 王　艺 闭剑良 陈方方 马建平 刘京保

赵鸣翔

１９７９年
马京癉 陈　旭 曹小明 郑　强 张宇华女 翟秉忱 黄汉丁 李　兰女
姜　谦 周　浩 蒋一枫女 陈　葵 郝　忻女 张　俊 苗　欣 孙敬东

贺慧勇 熊北垣 刘　辉 冯二毛 姜　武 黄永箴 陈　昆 张红梅女

何　坚 林　迪女 周海天 邓　超 应志强 黄晴波 陈景华 彭正伟

胡　晓 韩东方 贺　敏 高原宁 唐永清 钱　立 魏　熠 盖华武

曲立东 韩智勇 孙　毅女 任　杰 李颖红 何　晖 吴　彤 陈　焕
吴　瑾女 韦彦珍女 张　寅 高　林 张伯华 张　钢 王　琪 万　虹女
杨柏峰 夏　洋 郑建中 方　兵 邹运庐 王晓春 龚旗煌 徐佩蓉女

黄志军 牟建勋 赵向荣 卢晓林 李子邦 邓卫真 顾　辉 孙旭阳

李广瀛 陈长风 韦　韬 李　刚 王铁强 吴　镭 黄智林 房　耕
陈晓波 叶一舫女 越　涛 吴　鹏 卞　波 陆　勇 张　宏女 陈　翔
韩　峰 文　新 刘　军 张伟嘉 庞汉彬 黄　英女 杨鲁闽 钟　琪
程敏林 喻　彤 徐　红女 冯志萍女 候玉谦 许　建 敖　平 石　峰
郭信生 周中汉 李健霖 袁彩文 张西峰 赵书来 李　勇 杨孙涛

许秋富 曹俊铎 杨积光 高明沈 赵　良 石　烈 苏　波 张　越
张晓光 张小光 何　菁女 刘小华 郑丽敏女 谢小玲女 李　勇 奚小春

张之杭 甘　舒 陈泽华 牟　杰 甘惠勤 林　峰 毕　宁 张　涛女
陈凯来 朱力知 林家凌 李　钢 陈　雷 张子平 邹　舟 萧国庆

王立新女 毕向欣 任　宏 赵昌余 许鸿铭 杨宇农 尚　听 冯子刚

王开安 王鸿良 彭松石

１９８０年
刘韶华 李　琦 宋　上女 赵　阳 曾晓成 姜礼强 蒋毅坚 陈海平

阚　睿 宋林野 温凡平 朱　阳女 何端峰 区泽宇 李晓明 翦知渐

朱传界 叶志远 符　旭 戴松涛 李　薇女 饶晓雷 王　霄 周崇华

胡康萍女 蔡申瓯 金安君 李　峰 李允中 黄云吉 毛思宁 唐　岚女
石朝东 金　鹰 甘立祥 曾　旭 陈映南女 王朝晖 张宇恒 徐京伟

张　建女 王福仁 王　进 廖　冰女 刘林青 简　斌 林立特 兰　怡女
江晓松 江　源 韩　彪 王　椿 张宇翔 贾存利 邓文基 朱卓相

李小玲女 周文莹 王笑飞 王静凛女 姜岩松 富　强 叶焕春 阳　扬
柴林鹤 马恩途 刘　毅 姚南华 童廉彰 陈琦奋 夏之明女 吴　放
旷　冶 白卫涛 王　琬 王小天 陈定宇 丁　建 童　华 袁岱青

曾映辉 邱子强 俞景春 何安明女 陈倚虹女 罗华强 董　均 马长林

徐立刚 耿　凡 王　宁女 朱贵珍女 王　军女 董文立 黄照荣 宋　晔
李耀诚 高卓君女 丁　凡 陈　捷 刘奥汉 舒文华 项晓瓯 李智顺

谢苑林 韩洪涛 杨　光 王　平 纪　泓 康　林 王黎辰 慕新东

李　晖 谢永林 段绍光 丁耀国 汤　漪 黄　湖 陈　宜女 李　锐女
王晓青 费　翔 江　凡 于晓华 胡　晖 史亦韦女 陈　峥女 陈为群

王海威 何　军女 吴长江 叶　峰 仝晓明 邹晓冬女 谭正泉 彭德淳

安洪涛 唐英敏 王　军 侯志平 黄康林 潘　涛 徐建国 邢国强

林树杰 萧　杨 苏晓东

１９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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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侠 林　宏 成　朋 田　地 陈虹霈 谭雪青 杨晓渝女 王光宇

贾勇强 李东旗女 吴琪琳女 张念清 林延东 喻天野 高庆生 束小建

杨　力女 黄联捷 罗　强 申嘉齐 王　虹 孙　弘女 刘　枫 程家怡

覃纪武 黄健康 李　斌女 郑春阳 戴长虹 徐　力 郭进频 王慧文

唐　超 黄　明 魏　高 徐文革 董承志 张文斌 钱永霖 马　浩女
陈　英女 董大伟 徐　听 卢　刚 祖龙强 华新雷 叶　倩女 洪　雷
俞东生 黄　捷 王心强 史　云 江华明 邵东生 陈　蔚女 张立群

鲍震雷 潘以兵 赵汉民 孙吟龙 黄彦斌 宁　莹女 秦毅军 曾琪明

温庆哲 朱忠慧女 张　鹏 于淑礼女 刘锦湘 许学运 艾　兵 刘　卜
曾佳杰 龙南昌 戴崇坚 黄孝培 俞晓弘 沈　源女 李　强 江　峰女
文　革 谢　京 姜庆堂 张　齐 丛　林 俞少峰 林柏阳 何肖筠女

甘　宁 周正良 陈　枫女 王建新 江凤岩 李贺生 李敏宁 张　萍女
饶力上 刘耀云 段战国 宝勒格 方　嘉女 张志奇 王循理 汪晓红

李　浩 钱永芳 艾小红女 王　雷 杨　铸 赵　毅 孔麟书 何　东
胡晓明 于让尘 王青楠 杨春来 吴熙东 刘子立 陈启彪 阎傲霜女

姜彤弼 范祖辉女 刘明辉 谭　瑶女 谢　韬 张雨田 姚为民 王　巍
吴清龙 王维义 明志红 吴玉静 戴东旭 莫日根 沈朝晖 林建强

司俊杰 张随新 逢明雪 于　志 胡红波 陈　莉女 杨　可 蔡　健
赵　平女 顾永健 刘伊武 樊立明 鲁志东

１９８２年
聂清林 张天明 董　炼女 王　英女 方　迅 洪　坡 江兆平 林　彤
储　备 吴东流 荆　涛 王　泉 常大为 王　诚 蔡　勇 蒋孟衡

吴立新 赵红岩女 韩立文 刘照军 李　旭 谢党恩 金雪根 张有根

胡建军 王　耘 王金鹏 李兆江 吴晓东 吴保才 李俊云 刘茂芳

李　斌 赵言诚 顾文云 田蓬勃 王保忠 何　杰 高青奇女 戴　瑾
田宝瑞 王维健 胡远征 柴自强 诸葛星 李　博 许晓峰 赵　东
英　壮 李秋民 危书义 张　韩 赵　伟 任中原 孙福生 施　华女
郭一民 董正泓女 林　列 黄　勇 朱煜琪 王　石 李世雷 裴宝琦

卞　岩 郝延明 宝　林 谢建平 樊东辉 李邵辉 曾有义 贺晓宏

杨廷源 张　岚 姚寄东女 黄　琦女 余功保 陈积东 周　迅 江　潮
徐　镝 翁　毅 阎　宏 蔡毅军 邓韶松 周　鹏 廖太长 林树海

黄风义 刘　芳女 董生智 袁　涛 周国全 冯一举 郑　新 王颖纯

孙宝利 乔华峰 冯　刚 石广岩 沈灵椿 黄锦钧 顾文军 姚承远

金显陆　 　　武亚斌　 　　亚力坤米吉提　阿斯哈尔　　江玉磊　 　　岳　青女　 　石　峰　 　　查元勃
吴旭东 王　铮 刘　军 周　斐 吴　巍 武　明 杨旭峰 周　平
彭初兵 蒋振新 张正之 杨新民 鲍学军 张慧云女 盛　清女 王红理

卫　国 曾祥辉 吴书骏 卢家隆 周郑清 沈林芳 马自力 黄智全

刘　越 王　林 苏检德 王顺林 周怡安 廖　力 揭斌斌 郝彦武

１９８３年
杨　松 周　杰 刘　震 陈鹏飞 樊英吉 邵　青 冯思民女 郑　久
鄢　宁 姜　潞 苑天舒 张　宾 胡殿君 陈俊江 曹欣荣女 萧东光

邢志忠 于广宇 马　红女 武止戈 王烨飞 唐亚烽 曹　蕾女 楼郑华

方香云女 袁　震 萧　云 王　宏 皮飞鹏 刘　健 马剑涛 文锦辉

梁穗琛 王　凯 李　兵 霍卫红 马思延 立　军 梁　煜 刘伊伟

邓志红女 屠明辉 谢　东 贾颉飞女 赵子瑜 苏爱民 苏　华 徐培亮

蔺永明 刘大欣 缪育博女 王　姝女 万唯实 王仁杰 张晓东 夏国强

唐建新 贾金锋 郁新华 陆培祥 刘尧根 李联益 陈天龙 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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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林 杨师杰 吴佑明 尹志坚 修光宇 王　 罗佳斌 苏红雨

王永强 雒建林 拱长青 巴音其劳 苏　悦女 吴凯? 龚勇平 廖　清
李铁元 冯智平女 王卫东 汪　兵 张　路 王晓明 鲍　翔 冯　为
杜润清 孙文俊 曲德 李　岩 金从军女 王　起 王堂余 李建辉

汤海波 朱　立 周一华 孔华威 林添孝 陈文志 叶　龙 蔡礼堂

杨余波 朱大庆 高原松 杨祖能 夏云兵 陈展亮 丁永安 郝红兵

云晓燕女 张炳龙 张海云 许　东 杨　辉女 田大庆 孟　宇 杨　桦女
萧延安 何志刚 王　旭 李一平 贾秋萍女 胡光辉 谷冬梅女 张　军
宗　军 孙述和 段照田 王金根 朱金明 章　胜 潘　涌 张金顺

付建宁 王学军 李尕果 陈　鹏 谢元南 刘经华 解云高 魏　艺
刘　鹏 王晓东 王启亨 吕晓政 吕建华 胡日查

实验技术专科

季雁同 冯永革 苏怀宇女 张　祚 张　力 宋学英女 孙力斌女 承　红女
张　平女 韩　江 王　珍女 石贵斌 赵　引 吴　耘 葛　锐 李燕玲女

郭　梅女 丰伟静女 蒙海刚 王革新女 董宝贵 唐继芳女 南　华女 赵桐林

唐新颖女 董素清女 陈燕平女 胡艳秋女 张小希女 段新杰 王　方女 孟　为
陈学锋 于淑卿女

１９８４年
袁惟淳 姚卫军 于　松 潘文涛女 刘　芳女 贾敬东女 梁　钧 卢　浔
张建航 姚　冰 吴卫东 王江华 朱宝强 郭晓峰女 王明超 郑英俊

王九平 孙晓岩 徐灵戈 唐　虹女 赵沧桑 杨百彦女 雷　清女 阿木古楞

余　剑 李　力 周　原 李国良 卢汉文 余国勋 李建林 李东鹏

张海波 施小骊女 张振永 陈　清女 李　磊 陈燕栋 范　戆 夏　斌
王肃方 刘千里 胡　炜 沈?武 罗　彤 周小帆 方建平女 王信东

殷　正 郭庆春 高　毅 邵传江 幺佳斌 高　颖女 张志峰 陈　彤女
李万平 刘远明 李海林 白春霞女 高健良 张道平 金国顺 姜缘开

胡毅飞 高　蔚女 刘　川 邹晓群 李燕芳女 王　峰 安　理 李菲菲女

强　杰 许胜勇 姚秋果 孙秋山 刘　钢 夏后晖 吴　英 韦　丹女
陈余国 施　襉 候玉敏女 谭荣清 肇　越 彭清智 刘奇志 宋　女
刘建军 刘新红女 邓　锋 倪　诚 王养利 王湘梅女 哈斯巴根 马明芳女

陈文权 白孝春 苏贤贵 尹　虹女 罗　彬 林　汀女 屈志军 葛　海
郝一力 邓　青女 朱　薇女 董魁举 钱永臣 吕新明 丁小宏 张永涛

刘卫军 蒋　文女 郑新岭 刘　涌 袁　莉女 赵维良 吴克琛 张晓明

魏　强 李　扬 杨　靖 潘　涛 曲源华女 林　淼 刘让蛟 覃志强

王承章 聂武德 郭　波 夏天舒 曹慧泉

实验技术专科

徐永香女 秦　宁女 邓雅莉女 冯存朴 刘小燕女 徐　萍女 田晓平 张　梅女
周　楠 吴金良 李　敏女 李金华 刘学亮 梁秀琴女 李兰秀女 张　洁女
王　虹 胡　宏 崔立农 杨　红女 邵　春 廖丽红女 张　云女 黄　卫女
张永生 陈学武 詹秀玲女 朱　晨 李　彪 张树义 温树俊 余　涛
王一红女 王　凡 贾春燕 芦秀玲女 李春来女 赵淑玲女 薛菊梅女 唐长生

段新杰 孙洪亮

１９８５年
曹　军 吕振东 黄文中 李　军 朱大斌 温　翰 刘　力 丹　扬女
曾　京女 汤　湃 周晓革 万　中 李　晖 张明厚 喻文斌 冯　伟
许　琪女 张立军 杨　全 于启山 方　晶女 胡才勇 黄红斌 李新民

魏永健 查　文 周万青 张东阳 丁邦兵 杨　战 俞明君 赵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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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绍京 邹　军 万旭东 赵　鹏 吴　凯 张继周 邵翌靖 崔豫笳女

陈光青 杨　立女 鄢锦华 杨三文 柏劲松 阙　珑 龙继锐 林　彬女
陈　军 郑育淳 褚孔旺 王　东 高晓明 孙长缨 凌志弘 刘智新

陈朝阳 管国明 胡红兵 周　浩 林　斌 凌茫茫 晋　彤 翟成兴

毕国强 何继忠 郭稚安 王胜强 王晓彤女 吴　迪 霍　宏 李　钢女
吴国红 黄晓阳 周　敬 匡二家 吕才典 林　锋 李红化 洪碧海

邹丽娟女 施向东 安宏林 董晓武 木村拓时 盖　峥女 张文宁女 高山虎

谢维泽 林志宏 刘　津 胡学东 杨春晖 宋　电 邱　强 李智龙

张建才 刘贵川 赵　飒女 陈孔军 陈社会 赵　冰 秦　垣 兰　胜
岳东晓 马升令 傅俊希 单国兴 翁向炜 韩江春 罗彦尘 张志强

王振满 田测产 方奕忠 汤心溢 徐志伟 林　益 曹　飞 王　雯女
张　炎女 韩　燕女 栾　丰 洪　薇女 谢　谦 李作涛

１９８６年
林　晨 张增茂 孙伟民 王中泽 黄　伟 李立新 邓文勇 李　飞
郝学军 方　懿 张　斌 路云飞 李东镭 曹　惠女 刘明升 曲劲松

张沛莉女 林江涛 石少华女 王正民 李一杰 左　岩 李多传 于功强

张留碗 骆　鹰 叶　扬 赵志伟 徐光照 李国红 郝齐军 周　镭
周　杰 郑培辉 陈育强 吴　震 真　彤 王永军 孙文博 蔡冰冰女

杨丹坤 刘　安 钟　中 吴　昊 张　辉 候松容 张　晖 马志海

蒋　锴 郭癤宇 程晓蕾女 赵文兵 黄　爽女 胡奚海 何惠海 王成友

隋成忠 高　强 王绩伟 刘道友 潘　琪 姜　森 刘朝阳 张梁华

李兴权 许志华 周育才 王龙标 高朝晖女 项　颖 唐先柱 李　晖
陈涌海 陈显红 李洪明 袁　洪 黄治国 汤春梅女 唐晓东 陈　东
吕　玖女 王　平 王　迎 杨　柳 朱任工 李　健 冯羽涛 吴　军
林　健 黄峥宇 黄文莉女 胡　文 何卫贫 刘　峰 汪　灏 葛久元

王世新 孙运福 王晶斐 侯永田 张　冀 翟志勇 孙立平 邵正义

周仲彩 鲁世忠 罗　杰 苏绍文 洪六波 李志钢 陈建勇 刘肇禹

蔡为民 黎海森 朱永忠 曾　玲女 李彦涛 王天兵 陈　杰 阙　珑
杨浩宇

１９８７年
曾晓东 晁　阳女 陶　薇女 王　涤女 褚　星 袁凯华 米立志 赵　粮
许永记 何　渠 王醒宇 董丹宁 张海云 李传金 蔡晓彬 万　琳女
黄德平 杜惠军 钟灿涛 马洪洲 李吉红 李　琳 白传勇 刘新涛

刘　军 张学军 王轶群 黄　剑 覃智峰 王　昕 陈　林 张晓东

廖文清 陈　恂 闵　剑 任　伟 张　胜 冯永建 党小忠 杨映川

杜晓群 赵　飙 徐　鹏 陈英健 杨国强 刘　毅 张燕平 刘小东

徐　策 张劲松 张　宇 李　玺 张益玖 周峥嵘 何勇斌 刘桑田

袁长青 黎锦辉 李　路 蒋　蓀 杨争胜 袁　平 吴爱华 王春林

段恒兵 龙　平 邱国洪 杨坚豪 胡　巍 甘　宁 钱　磊 曹志军

黄震宇 张　飙 刘天啸 李横空 戴湘南 曹爱民 阎志成 陈　彤
衣宪民 冯小兵 何　刚 王荣明 束伟民 陈雪生 习海文 王克阳

张　昕 王晓东 胡　清 曹　勇 黄志戎 顾　雷 邓　琦 杨　越
刘举通 冯　宇 张贞东 陆　飚 袁　强 俞继断 梁建明 刘朝晖

袁　毅 刘　浩 何朝阳 杜新林 吴　俊 林　东 沈珍平 胡承勇

高兴宇 唐鹏飞 陈章渊 欧阳经文 谭　坚 蔡卫东 张松宾 徐自亮

朱任工 林　松

·２２２·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物理实验技术与管理专科

张泳江 颜蔚飞女 徐松青 朱风荣女 申耀新 吕亦工女 邵明明女 梁　斌
樊志军女 徐红红 陈玉林女 马　勇 米　刚 须邵林 王　源 秦　宇
李燕华女 王　化女 郑　鹰 李硕忠 王　峥 姜　晔 高　炬女 赵志新

李　晖女 于宏涛女 高　伟女 扶　天女 田玉霞 丘　蕊女 马　明女 沃　峰
１９８８年
戴　路 王宝贵 黄　波 彭卫群 朱世琳 马　勇 江　文 何　谊
胡　川 郭九苓 王　敏 赵　刚 陈　建 李　杰 毛文雷 罗克俭

谢文伟 王鹏谦 杨国林 崔　岩 赵冀徽 尹　澜 李　锋 张金锁

李　昱 王华明 郦　梃 宗风华 王　浩 刘玉泉 潭　夏 胡益民

刘俊军 刘　浩 王继业 顾利伟 蔡昌梅女 孙　忻女 王　梅女 于　海
龙　伟 沈文忠 杨中月 周旭冰 张何林 陈　卫 潘朝阳 林　丰
余　斌 孙宇星 陈广顺 曾维军 丁　军 牛　成 陈　丰 盛　立
潘显东 邱英超 王清山 宋　绩 淡文明 韦国恒 徐剑波 褚明宇

尹　明 周晓成 李　晋 周　洪 张克钊 刘　睿 段胜昔 李学平

丁　雷 徐礼松 赵永坚 蔡未如女 张丽华女 王　?女 姚跃明 陈　彤
刘国良 赵　亮 许书思 郑　政 董建军 钟　勇 朱守华 王　越
刘洪直 蔡　兵 刘星元 黄志江 李冀湘 徐　鹰 欧　榕 盂　双
杨昌黎 孙　超 王传敏 樊　杰 邹　钢 刘志刚 王旭辉 李　恒
钱　眑 何　翔 陈岩松 蒋　钰 邓伟忠 杨　岭 李　岩 张衡伟

林　征 庞　琦女 钟灿涛 白传勇 姜　民女
１９８９年
梁桂文 毛　甬 李晓卫 鞠文冰 丁　晨 陈　鹏 凌　梅女 谢　瀛
朱于青 曹　阳 黄福敏 徐永永 徐广永 李　涛 张　欣 李德海

王　昕 宋　斌女 何　钧 王　珏女 温鹏越 金乘进 李立群女 崔　波
魏　铁 万　鹏 王　翔 宣　平 徐　纲 田端庆 李新伟 陈一雄

陈昌 周　宇 鞠赣平 刘雪波 郑　军 毛伟华 沈晓军 刘　征
尉海清 孙彦龙 曹　军 刘　晓 刘国彬 冯　浩 罗青山 王　颂女
李　锐 陈　晔 刘士昌 万志鹏 龙　飞
１９９０年
胡　波 庄　磊 杨家南 程　磊 王　坚 戴　亮 佟　雷 江洪睿

易鹤龄 赵春晖 付　强 陈　纲 陈志坚 古　健 彭先兆 白卫平

王　波 段志勇 张克明 袁　烽 周　彤 李　晶 杨　巍 章逸斐

林胜春 汪　渊 周　钢 谢晓波 孙庆丰 刘安文 陶　真 牟经辉

喻英雷 唐　壮 赵　军 陈　眑 张立民 李海涛 徐　辉 丁　刚
林　勇 陈解涛 吴　葵 张昭理 王　耕 王　玮 屈建勤 郑　联
赵　冲 赵　昆 叶　剑 杨　舫 朱春曜 叶　文 李承恩 卑延京

黄学明 周　飞 张　烈 韩　强 时满鑫 林立谨 许景周 鲁成东

韩鹏昱 李碧波 蒲　川 李　虹 徐　骁 李鹤松

１９９１年
祁　越 唐　臻 黄　泱 胡宗海 杨　骁 谭平恒 林　峻 张源源女

欧阳旭 潘晓辉 孙慕劬 杨　正 王　哲 吕　强 张洪洲 朱晓鹏

张丹辂 叶　盛 熊燕燕 宣佩琦 丁　 林盖科 曹　宇 卞明尧

秦小川 陈　斌 何　菁 项鸿雁 金　鹏 白志刚 陈志强 伍亚莉女

刘进功 李昌荣 陈　瀚 孙　路 郝俊敏 王培峰 萧传年 李　非
郑海滨 王会武 刘大海 赵宇平 杨宇曦女 张　波 朱　冀 林　立
王树峰 邓　珂 林　铀 蔡港树 尹海洲 李　迪 尹　辉 周骞琳

张　旺 张　宁女 鲍君成 刘　伟 夏　磊 吴　蔚 徐　珉 陶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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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为 丁永旺 杜尚锋 杨云光 韩西峰 罗春明 彭江晖 边在龙

张海涛 邢惠丽女 董全武 胡　兵 余兆宁 陈廷勇 辛永春 黄其军

庄超颍 吴勤勇 蒲兴华 蒋　亮 俞　爽 周　健 曲世强

１９９２年
钱　? 郑　波 阳　东 刘　昶 祖晓敏女 林　巍 郭映辉 纪　毅
逯　铭 董　和 李顺峰 司海江 黄志刚 王艳兵 于　仲 陈　浩
郝立昆 王国忠 杨伟涛 包成弟 周东华 朱　珩 林　峰 黄其煜

林　鹤 黄奕梅女 黄云鹤 管大鹏 孙永科 周大勇 杨少旭 张霖涛

孙　钢 胡承儒 刘　峻 罗卫东 王　冲 刘国峰 廖　平 赵国念

谢成城 马梦哲 刘金全 童云杰 程　力 李　毅 郭　峰 戴　柬
魏霁昆 高凯中 崔　峻 薛　磊 尹　彦 俞柳江 李青宇 王继纯

姚　微 李晓东 张　伟 赵月刚 郭忠圣 刘宇峰 宋立国 赵　凯
向前方 吴　欣 柏　松 郭朝华 丁　立 周　帆 顾卫宇女 程　亮
陈　郁 孙才金 郭　磊 朱　红女 石长春 陆九六 王　艳女 王　令
尹　鸣 张　凡 兰岳恒 江铭辉 李　翌 杨秋生 邓鹏翅 刘　丰
王浩然 吕　强
１９９３年
胡凯飞 吴　涛 叶晓峥 张新亚 朱泽明 张燕岗 陈　旭 高　鹏
王乜天 王志海 张志彤 金　淼 邵承华 梁　钢 胡宇峰 张　宇
单连军 吴姚实 董维元 韦　韬 陈万强 刘洪轩 鲜于海清 吴海涛

张　帆 陶　靖女 刘跃然 费允杰 周　鹏 官志勇 杜　军 徐五岗

王昆嵩 王　飞 曹志冰 赵　前 李乐愚 高汪峰 杨朝晖 高　海
张　建 裘肖舟 郑　欣 吴　涛 康　健 聂惠芬女 徐丽芳女 马　毅
陈　钧 王　浩 季　磊 雷　欣 熊　翰 朱　忻 付晋轩 陈国明

姚　微
１９９４年
朱　岩 陈　键 饶京翔 詹　勇 朱骏宜 阎　研 高　贺 佟崴嵬

张　明 王　湛 俞　榕 朱　禾 朱　煜 胡国昕 李　昂 武津伟

张　林 刘蕴宏 高　朋 宋惠远 韩一龙 王金国 苏　铁 孙　洋
高春旺 姜　宇 许明伟 俞晓斌 杨　成 郑　俭 章　黎 陈永瑞

张宇锋 周西春 丘阳春 杨　敏女 何勇志 张　波 刘春雷 黄贵玉

阎福强 蔡　明 李士杰 曹　鹏 姚　淙 吕　远 韩春晖 刘　明
赵文辉 樊笑冰 李新春 丁云飞 魏亚军 王孙涛 王基刚 黄文涛

吴欣恺 段挺东 吕铁铮 冯春涪 代　勇 傅少华女 李果锋 铁海欣

徐　茂 王　毅 陶　鲲 王江鹏 林　春
１９９５年
彭　进 江志刚 连子龙 叶艳辉 程　军 张升原 孟树超 陈英勇

张　杰 吴　双 周　立女 王　勇 方　伟 严海峰 段明磊 陈雁北

黄　元 万　朋 王　霆 刘　宁女 吕　曜 黄　建 沈明皓女 萧　越
李卫华 宋阜宁 袁　嘉 赵军民 李文杰 刘庆伟 赵　雷 吴赛骏

李懿馨 李念北 程　远 张泽湘 李年华 罗　婷女 邵　晖 唐学体

罗　康 赖之安 邬　欣 孔云川 汪　澎 杨　锟 梁晓甘 罗志全

戴树刚 高　巍 袁任贤 杜　渡 张正帆 王爱民 闫树德 梁爱华女

姜金龙 王　昕 李　亮 严函斐 沈庆飞 李绍春 李春勇 黄　莺女
柴广宇 曾　葳女 刘　靓 常晓波 王　潜 栾　峰 於海涛 王　洋
陶　重 张　强 杨　丹 包春玉 罗迟雁 罗宇翔 张　铭 郝　元女
冯　天 陈云青 丁　伟 澜　清 李立龙 张春柏 马　欢 朱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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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锋　 　　雷永开　　　买买提·依明　 高安东（澳大利亚留学生）

１９９６年
朱　艳女 周建辉 申耀明 刘雨润 曹　群女 金江南 周宏梁 李　鹏
毕思飞 高　鹏 陈继周 史敬元 贾圣果 彭　达 徐开闻 倪凯旋

钱　海 陈瑞松 高雨
*

刘　晓 钱　江 周舰航 常君 曹　科
苗　洪 王道智 吴晓华 刁鹏飞 何英松 易万兵 钟　华女 宛　佳女
刘　伟 屈　田 尹正朝 汤　杰 孙　泉 姜向军 孙　勇 王大威

方　华女 柏树丰 唐　臖 王　凡 王　京 周　淳 吴　明 王轶然

刘　韶 纪　东 王　锋 朱晓宇 冯秀程 谢　旭 李志攀 樊祥龙

陆　曙 李　燕女 陈　骏 陈　寰 贾　爽 张　蕊女 杨?宇女 彭　程
邓　楠 罗佳增 乐炫光 徐耿钊 郭宏宇 郭言中 韩轶男女 李开睿

张　煜 潘　奕 张　龙 茅　奕 张方莹 方　磊 杨　华女 穆良柱

伍振兴 姜昊 阿布都外力

１９９７年
李　智 王晨扬 周　超 张志明 何　广 蒋乐跃 孟广为 孙　雷
彭　程 王连庆 江　李 龚　斌 王国华 雷易鸣 杨义峰 胡景实

黄　颉 钟　宇 王克非 刘　翼 张伟华 吴俊宝 曹　政 李　强
谭忠魁 堵光磊 施小康 郑　睿 谢黎博 万　钧 刘文平 宋增强

胡建飞 任国利 柏亚军 黄迎春 刘志斌 吴　窻 王　鹏 钟　诚
游江洋 罗　云 陈　元女 李　霞女 谢　辉女 张丽娟女 林美凤女 张　萍女
翟菊婷女 廖慧敏女 杨　光 张　威 华　明 王　凯 范　凯 刘　洪
王　威 杨歆乐 郭　雷 宋现锋 萧　江 姚　望 司　冰 严人斌

高颖佳 萧　笛 罗喜良 杨翔宇 苗　川 杜文峰 刘大猛 孙庆青

张　明 罗春雄 罗　达 王义槐 周新建 李　博 姚　坤 林　海
张代化 李京生 任　谦 杨　睿 陶　凯 陈虹志 谢　平 王　欣女
冉　鹰 陆汉涛 孙　勇
１９９８年
尹子赓女 何志国 黄淙淙女 马思萌 宋　炜 刘　冰 孟立飞女 马景辉

张冰峰 金晓亮 洪　鸣 蒋烨平 蒋光然 陈竞哲 傅　玲女 王　路
牛方美 尤郑昀 宁展宇 邹晓晶 王宇方女 秦文嘉 吕晓睿 朱　磊
张贝贝 周　波女 彭　军 蒋　维 艾颖华 邓志峰 宁　靖 萧零亿

麦文杰 刘　波 赵　可 谌　勋 孙　锴 周云鹤 赖　昌 郭　眑
石砺墀 王建军 程　翔 冯巍巍女 徐芦平 刘　媛女 李志强 郑晓斌

李　楠 王　巍 付振东 万　谦 向　杰 徐小刚 吴欣安 韦　靓
张　瑞 方　熙 刘明国 刘　瑾女 林智斌 陈　硕女 胡亦斌 饶志龙

韩　柯 张小珂 俞　鹏 吕皓月 周　威 杨李林 郑　毅 周嘉嘉

吴　凡 谢宇恒 屈　强 刘争晖 王新杰 王　东 高　正 李君一女

梁耀华 梁鸣天 杨天中 李抗抗女 毛晓明女

１９９９年
季　焘 赵　军 邓　毅 宋　洋 朱　焱 张　磊 张　帆 刘　铮
钱　鑫 陈　星 郝　庆 陈亦飞 宋昌盛 唐昕龙 工萦明 杨劭轩女

苏晓琳 刘　丹 宋学锋 李剑波 李　晨 王宇昊 施　展 崔君杰

刘彦良 初　宁 刘　鑫 孙　杨 赵北北 张志鹏 宿沛然 仇　乐
李　亮女 王　强 贾　繤 刘玉菲 张　恒 景立群 马修泉 蒋　良
陈　松 张　篁 袁　方女 章一鸣 周　宁 马雄峰 章新政 沈　鑫
练唯诚 余　琦女 陈洪维 马　杰 单文亮 王锡华 孟　尚 孙　亮
吴炎冰 朱　斌 周良玉女 王　莹女 方文娟女 舒　菁 白　凡 陈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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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放 段雪峰 胡　涛 李　犁女 吴卫伟 路　欣 杨　帆 周卓为

萧博文 黄　洋 傅云华 林斌彦 张　杰 林国基 李　盈女 张　淼
罗亚非 江　军 俞　鹏 傅　洁女 林清宇 蔡金明 赵　俊 李　岗
詹　凯 胡　昊 高锦华 李　洁 李星怡 耿玉菲 马西亚 陈　瑞
李　晶女 刘　洋 陈　凌 田　兴 朱晓颖 王德斌 沙　沙 杜　伟
王　鹏 吕　灿 杜　雯女 贺　言 李　响女 刘达颐 李　琳女 刘　成
杜　川 梁震宇 汪　菲女 李　可 谢　宇 陈　超 金　薇女 孔令雯女

石　磊 赵　旭 马　勋
２０００年
张　浩 许旅顺 张友? 李润东 安　琳女 来晓宇 方　辰 张　进
徐曦白 吕　莹 刘轶鸿女 张万成 许　轲 蓝　健 张　宁 赵　轶
池月萌女 齐明鑫 王跃辉 邵　佳 郭　峰 魏　群 连季春 马　瑞女
王晓楠 侯　阳 于　超 王小虎 吴松楠 薛　强 赵志俊 贾宏博

孙笑晨 朱海涛 绳　墨 尉　巍 于海涛 赵明宇 李　钊 宫　明
孙　凯 龙晓澜女 陈磐颖 陈航晖 王　懿 陈晓升 陈　挺 刘　岑
方　瀛 曹孝斌 沈文昊 智华勇 周　俊 黄志琦 董世英女 沈晓冬

俞弘毅 陈跃龙 孙国锋 许应瑛 魏启元 施　洋 于长恺 宿　夤
张　立 衰发明 林　亮 刘　亮 牛　强 任　磊 张少庆 刘　奇
方　圆 宋均亮 杨宗长 李　川 李　谦 吴思耘 石鹏博 陈沅沙

彭　旭 彭　超 杨跃德 戴　杨 李　源 段　然 陈　宇 陈华星

艾奇俊 夏晓翔 钱　磊 武洪刚 王　垡 刘　一 赵　亮 龙　涛女
蒋闽曦女 田应翔 蔡　益女 葛鉴桥女 赵　潜女 朱　萌女 郭晓麟 王煜恒

冯　旭 王　睿 宋　真
２００１年
孙　杰 穆　森 盛璞清 何　群 忻获麟 吴小征 高　吉女 徐　卓
刘　凯 吴夏娃女 黄雯雯女 钟一安女 王　欣 刘　猛 赵　婧女 张燕君

岳守晶 黄　震 张明理 郭　严 常明华 周其盛 潘　婕女 李　琛
吴永宁 黄成扬 唐志成 言俊杰 戴　冰 冯士祯 尤宏业 黄　冠
林红斌 黎　陈 明　帆 唐　亮 党克冕 李　想 高　敏女 严斯蒙

周　锞女 萧　梁 赵　然女 刘友珊女 王位一 臧充之 彭培芝 齐　燃
王建辉 郭　宇 李　莹女 羡　政 周振宇 李　洋 陈　西 刘　东
贾　璋 成　静女 高一凡 李京絫女 张继瑞 鄢宏亮 才　博 符鑫峰

田　旭 陈　琢 郭荆濮 倪轶璇 陈越超 季敏标 张丹桦 杨锐?

程　熹 黄炳杰 阮惠炜 曾　川 路　璐 周晓瑜女 庄　萌 刘循序

陈　乐 张熙博 李　理 黄　河 荆　毅 乔永远 张　曦 唐　晖
邓小宇 朱鹏飞 殷志平 刘　云 胡　迪 莫一非 刘　彦 梁豪兆

张　力 朱碧徽女 郑海子 龙　巍 冯　升 杨一玻 张嘉俊 崔永涛

杨永亮 冯国星 李　新 钟文嘉女 谯　春 李璐璐 陈　彬 闫昌硕女

张　昊 李?辙 舒　达 马　洁女 胡曦文 贾鹏翔 倪　铭 周德勇

王明志 刘伯都 刘万霖 李　立 李红杰 赵　楠

　　（二）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年毕业生

１９８１年（学士）
杨先诚 李　辉女 朱湘东 叶　菁女 胡　越女 王　涓女 张希成 吕　丹
罗伟力女 刘东风 薛维革 陈互雄 沈　群 王之跃 曹　岳女 陈健生

梁士明 李　瀛女 林　虹女 蔡　泓 田光善 冯奚乔 白健明 吴乃强

胡　滨女 李问天 卢铁汉 李柏忠 吴　谦 周文超 武国祥 孙凤国

·６２２·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孙　刚 张维岩 郗小星 黄岩民 申　江 赵　敏女 高小年 高　炬
李　正 黄　敏 唐品芳女 李灿国 刘金伟 卢永年 史贵全 姚　非
宋连合 李政孝 吴　建 陆国康 程纪平 罗　钢 胡伯平 张小南

黄鸿斌 谌秀强 王勇杰 陈开友 王玉中女 邱　齐女 金　钢 申爱国

赵　平 严　晓 范　铠 刘要武 顾英俊 李佛生 吴耀邦 丁　敏
李世伟 王国栋 吴雅丽女 杨双波 王世光 林正盛 胡少苹女 汤　栋
张　莹 夏廷康 阎新中 权养科 党福喜 陈晓林 孟　军 曾奇勇

张　红女 陈建湘 吴学宁女 牛　谦 黄　杰 张大鸣 刘　俊 胡晓东

杨　斌 叶沿林 余　维 屠志淳 钱　铮 窦　群 万　毅 巫英坚

崔津河 李玉璞 华宗璐女 徐伯良 杨　扬 盛　毅 李丹宁 林　豪
黄元福 王　瑜 侯裕台 胡远晖女 陈　京 唐盛章 李道晖 孙向东

向旭伍 郭肇方 罗　龙 刘　力 纪　铭 陈　芒 刘伊克 潘　程
１９８２年（学士）
樊　培女 于　芳女 李大芬女 汤　蕙女 成春伟 周一民 杜　江 王　青
李　强 唐为国 池　洋 王　群 胡　明 张　卫 俞向阳 刘　炜
林　海 宋玉琳 白　光 刘继明 郭　寅 施　彦女 张卫平 李　涌
居　鸣 李雪松 施德祥 赵希圣 万君佐 刘　荧 黄志宏 方旭辉

叶　军 韦海波 刘达锋 王海拉 刘光宇 龙小平 李平华 李杏邻

王小谦 孙克繤 彭征宁 梁守丹 蒋箭平 沈英琪 徐　强 王尧基

吕　超 张笑阳 李　立 王　浩 张国威 赵黎捷 彭为民 王一峰

佟向宏 段建中女 郭成涛 李晓宇 李越生 杨　建 刘　江 李高斌

杨晓光女 陈　杰 徐　勋 卓宜伟 李小山 李策辉 黎宏杰 周　科
吴洪鹭 苏　畅 梁一平 陈壬生 苏　畅 蔡　立 李汉青 王红宇女

郭　颖女 陈　东 梁　跃 季向冈 白　洁 陆　锋 许征宇 杨巨星

伍　进 萧　阳 张兴云 冯春华 靳　元 宁　珑 王因予 张星航

王　瀑 陶　涛 王　成 才德范 朱洪群 孙永谦 刘克选 马端宁

张天峰 费　立 郝兴华 刘　琴女 石　晶 高文瑞 陈而立 黄业勤

李惠生 王杰光 冯国富 汪康懋 陈持平 张荣科 姜　洁女 王　健
王晓庆 孔　英 林　 郑　兵 曾辉耕 祁　铮 文　超 薛　纲
覃方明 刘　兵 薛文琼 刘伟强 薛继敏 于大诲 张元需 陈　严
李　琦女 徐　舟 张　锐 解光亮 张向前 杜　若 马　伟 赵宏飞

曲　华 蔡云海 吴秀成 罗学文 江启杜 黄新明 陈　健 王　艺
闭剑良 陈方方 马建平 刘京保

１９８３年（学士）
马京癉 陈　旭 曹小明 郑　强 张宇华女 翟秉忱 黄汉丁 李　兰女
姜　谦 周　浩 蒋一枫女 陈　葵 郝　忻女 张　俊 苗　欣 孙敬东

贺慧勇 熊北垣 刘　辉 冯二毛 姜　武 黄永箴 陈　昆 张红梅女

何　坚 林　迪女 周海天 邓　超 应志强 黄晴波 陈景华 彭正伟

韩东方 贺　敏 高原宁 钱　立 盖华武 韩智勇 孙　毅女 任　杰
李颖红 何　晖 陈　焕 吴　瑾女 韦彦珍女 张　寅 高　林 张伯华

王　琪 万　虹女 杨柏峰 夏　洋 郑建中 方　兵 邹运庐 王晓春

龚旗煌 徐佩蓉女 黄志军 牟建勋 赵向荣 卢晓林 李子邦 邓卫真

顾　辉 孙旭阳 李广瀛 陈长风 韦　韬 李　刚 王铁强 吴　镭
黄智林 房　耕 陈晓波 叶一舫女 越　涛 吴　鹏 卞　波 陆　勇
张　宏女 陈　翔 韩　峰 文　新 刘　军 张伟嘉 庞汉彬 黄　英女
杨鲁闽 钟　琪 喻　彤 冯志萍女 候玉谦 许　建 敖　平 石　峰
郭信生 周中汉 袁彩文 张西峰 赵书来 杨孙涛 许秋富 曹俊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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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积光 高明沈 赵　良 苏　波 张　越 张晓光 何　菁女 刘小华

谢小玲女 奚小春 张之杭 甘　舒 牟　杰 甘惠勤 林　峰 毕　宁
张　涛女 陈凯来 朱力知 林家凌 李　钢 张子平 邹　舟 萧国庆

王立新女 毕向欣 任　宏 赵昌余 许鸿铭 杨宇农 尚　听 冯子刚

王开安 王鸿良 彭松石 车　桂女 海　鸥女
１９８４年（学士）
刘韶华 李　琦 宋　上女 曾晓成 姜礼强 蒋毅坚 陈海平 阚　睿
宋林野 温凡平 朱　阳女 何端峰 区泽宇 李晓明 翦知渐 朱传界

叶志远 符　旭 戴松涛 李　薇女 饶晓雷 王　霄 周崇华 胡康萍女

蔡申瓯 金安君 李　峰 李允中 黄云吉 毛思宁 唐　岚女 金　鹰
甘立祥 曾　旭 王朝晖 张宇恒 徐京伟 张　建女 王福仁 王　进
廖　冰女 刘林青 简　斌 林立特 兰　怡女 江晓松 江　源 韩　彪
张宇翔 贾存利 邓文基 李小玲女 周久莹 王笑飞 王静凛女 姜岩松

富　强 叶焕春 阳　扬 柴林鹤 马恩途 刘　毅 姚南华 童廉彰

陈琦奋 夏之明女 吴　放 旷　冶 白卫涛 王　琬 王小天 陈定宇

丁　建 童　华 袁岱青 曾映辉 邱子强 何安明女 罗华强 董　均
马长林 耿　凡 王　宁女 朱贵珍女 王　军女 黄照荣 宋　晔 高卓君女

丁　凡 陈　捷 刘奥汉 舒文华 项晓瓯 李智顺 谢苑林 韩洪涛

杨　光 王　平 纪　泓 康　林 王黎辰 慕新东 李　晖 谢永林

段绍光 丁耀国 汤　漪 黄　湖 陈　宜女 李　锐女 王晓青 费　翔
江　凡 于晓华 胡　晖 史亦韦女 陈为群 王海威 何　军女 叶　峰
仝晓明 邹晓冬女 谭正泉 彭德淳 安洪涛 唐英敏 王　军 侯志平

黄康林 潘　涛 徐建国 邢国强 林树杰 萧　杨 陈　雷 李健霖

１９８５年（学士）
张　侠 林　宏 成　朋 田　地 陈虹霈 谭雪青 杨晓渝女 王光宇

贾勇强 李东旗女 吴琪琳女 张念清 喻天野 高庆生 来小建 杨　力女
黄联捷 罗　强 申嘉齐 孙　弘女 刘　枫 程家怡 覃纪武 黄健康

李　斌女 郑春阳 戴长虹 徐　力 郭进频 王慧文 唐　超 黄　明
魏　高 徐文革 董承志 张文斌 钱永霖 马　浩女 陈　英女 董大伟

徐　听 卢　刚 祖龙强 华新雷 叶　倩女 洪　雷 俞东生 黄　捷
王心强 江华明 邵东生 陈　蔚女 张立群 鲍震雷 潘以兵 赵汉民

孙吟龙 黄彦斌 宁　莹女 秦毅军 曾琪明 温庆哲 张　鹏 于淑礼女

刘锦湘 许学运 艾　兵 刘　卜 曾佳杰 龙南昌 黄孝培 俞晓弘

沈　源女 李　强 江　峰女 文　革 谢　京 姜庆堂 张　齐 丛　林
俞少峰 甘　宁 周正良 陈　枫女 王建新 江凤岩 李贺生 李敏宁

张　萍女 饶力上 刘耀云 段战国 方　嘉女 王循理 汪晓红 李　浩
艾小红女 王　雷 杨　铸 赵　毅 孔麟书 何　东 胡晓明 于让尘

王青楠 杨春来 吴熙东 刘子立 陈启彪 阎傲霜女 姜彤弼 范祖辉女

刘明辉 谭　瑶女 谢　韬 张雨田 姚为民 王　巍 吴清龙 王维义

明志红 吴玉静 戴东旭 莫日根 沈朝晖 林建强 司俊杰 张随新

逢明雪 于　志 胡红波 陈　莉女 杨　可 蔡　健 赵　平女 顾永健

樊立明 鲁志东 赵　阳 徐立刚 王　椿 吴长江 孟陆征 张小光

陈映南 苏晓东 林树杰 吴玉静 李耀诚 戴　谨
实验技术专科（二年制）

季雁同 冯永革 苏怀宇女 张　祚 张　力 宋学英女 孙力斌女 承　红女
张　平女 韩　江 王　珍女 石贵斌 赵　引 吴　耘 葛　锐 李燕玲女

郭　梅女 丰伟静女 蒙海刚 王革新女 董宝贵 唐继芳女 南　华女 赵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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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颖女 董素清女 陈燕平女 胡艳秋女 张小希女 王　方女 孟　为 陈学锋

于淑卿女

１９８６年（学士）
聂清林 张天明 董　炼女 王　英女 洪　坡 江兆平 林　彤 储　备
吴东流 荆　涛 王　泉 常大为 王　诚 蔡　勇 蒋孟衡 吴立新

韩立文 李　旭 谢党恩 金雪根 张有根 胡建军 王　耘 王金鹏

李兆江 吴晓东 李俊云 刘茂芳 李　斌 赵言诚 田蓬勃 何　杰
高青奇女 王维健 胡远征 柴自强 诸葛星 许晓峰 赵　东 李秋民

危书义 张　韩 赵　伟 任中原 孙福生 施　华女 郭一民 董正泓女

林　列 黄　勇 王　石 李世雷 裴宝琦 卞　岩 郝延明 宝　林
谢建平 樊东辉 李邵辉 曾有义 贺晓宏 杨廷源 姚寄东女 黄　琦女
余功保 陈积东 周　迅 江　潮 徐　镝 翁　毅 阎　宏 蔡毅军

邓韶松 周　鹏 廖太长 林树海 黄风义 刘　芳女 董生智 周国全

冯一举 郑　新 王颖纯 乔华峰 冯　刚 石广岩 沈灵椿 顾文军

姚承远　 　　金显陆　 　　武亚斌　　亚力坤米吉提　　江玉磊　 　　岳　青女　　 石　峰　 　　查元勃
吴旭东 王　铮 刘　军 周　斐 吴　巍 杨旭峰 周　平 彭初兵

蒋振新 张正之 杨新民 鲍学军 张慧云女 盛　清女 王红理 卫　国
曾祥辉 吴书骏 马自力 黄智全 吴书骏 刘　越 王　林 苏检德

王顺林 周怡安 廖　力 揭斌斌 郝彦武 王　虹 张志奇 宝勒格

刘伊武 史　云 林延东 何　东 朱忠慧 何肖铭

实验技术专科（二年制）

徐永香女 秦　宁女 邓雅莉女 冯存朴 刘小燕女 徐　萍女 田晓平 张　梅女
周　楠 吴金良 李　敏女 李金华 刘学亮 梁秀琴女 李兰秀女 张　洁女
王　虹 胡　宏 崔立农 杨　红女 邵　春 廖丽红女 张　云女 黄　卫女
张永生 陈学武 詹秀玲女 朱　晨 李　彪 张树义 余　涛 王一红女

王　凡 贾春燕 芦秀玲女 李春来女 赵淑玲女 薛菊梅女 唐长生 段新杰

孙洪亮

１９８７年（学士）
杨　松 周　杰 刘　震 陈鹏飞 樊英吉 郑　久 鄢　宁 姜　潞
张　宾 陈俊江 曹欣荣女 萧东光 邢志忠 于广宇 马　红女 王烨飞

唐亚烽 曹　蕾女 楼郑华 方香云女 袁　震 萧　云 王　宏 皮飞鹏

刘　健 马剑涛 文锦辉 梁穗琛 王　凯 李　兵 马思延 立　军
梁　煜 刘伊伟 邓志红女 屠明辉 谢　东 贾颉飞女 苏爱民 苏　华
徐培亮 刘大欣 缪育博女 王　姝女 万唯实 王仁杰 张晓东 夏国强

唐建新 贾金锋 郁新华 陆培祥 刘尧根 李联益 陈天龙 刘　毅
王伯林 杨师杰 吴佑明 尹志坚 修光宇 王　 罗佳斌 苏红雨

王永强 雒建林 拱长青 巴音其劳 苏　悦女 吴凯? 龚勇平 廖　清
李铁元 王卫东 汪　兵 王晓明 鲍　翔 冯　为 杜润清 孙文俊

曲德 李　岩 王　起 王堂余 李建辉 汤海波 朱　立 孔华威

林添孝 陈文志 叶　龙 蔡礼堂 杨余波 朱大庆 夏云兵 陈展亮

云晓燕女 张炳龙 张海云 许　东 杨　辉女 田大庆 孟　宇 杨　桦女
萧延安 何志刚 王　旭 贾秋萍女 胡光辉 谷冬梅女 宗　军 孙述和

段照田 王金根 章　胜 潘　涌 付建宁 王学军 李尕果 陈　鹏
谢元南 刘经华 魏　艺 刘　鹏 王启亨 吕建华 赵红岩 周郑清

曹锦钧 李　博 钱永芳 武　明
１９８８年（学士）
袁惟淳 姚卫军 于　松 潘文涛女 刘　芳女 贾敬东女 张建航 姚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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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卫东 王江华 朱宝强 郭晓峰女 王明超 郑英俊 孙晓岩 徐灵戈

唐　虹女 赵沧桑 杨百彦女 雷　清女 阿木古楞 李　力 周　原 李国良

卢汉文 余国勋 李建林 李东鹏 张海波 施小骊女 张振永 陈　清女
李　磊 陈燕栋 范　戆 夏　斌 王肃方 刘千里 胡　炜 沈?武

罗　彤 周小帆 方建平女 王信东 殷　正 郭庆春 高　毅 邵传江

高　颖女 张志峰 陈　彤女 李万平 刘远明 李海林 白春霞女 高健良

张道平 胡毅飞 高　蔚女 刘　川 邹晓群 李燕芳女 王　峰 安　理
李菲菲女 许胜勇 姚秋果 孙秋山 刘　钢 夏后晖 吴　英 韦　丹女
陈余国 施　睴 候玉敏女 谭荣清 肇　越 彭清智 刘奇志 宋　女
倪　诚 王养利 王湘梅女 哈斯巴根 马明芳女 倪　诚 白孝春 苏贤贵

尹　虹女 罗　 彬 屈志军 郝一力 邓　青女 朱　薇女 钱永臣 吕新明

丁小宏 张永涛 刘卫军 蒋　文女 郑新岭 刘　涌 袁　莉女 赵维良

吴克琛 张晓明 魏　强 李　扬 杨　靖 曲源华女 林　淼 刘让蛟

覃志强 王承章 聂武德 郭　波 夏天舒 曹慧泉 郝红兵 吕晓政

高原松 李一平 张　军 丁永安 李鹏亮 杨祖能 解云高 霍卫红

苑天舒 赵子瑜 丹　扬女
１９８９年（学士）
曹　军 吕振东 黄文中 李　军 朱大斌 温　翰 刘　力 曾　京女
汤　湃 周晓革 万　中 李　晖 张明厚 喻文斌 冯　伟 许　琪女
张立军 杨　全 于启山 方　晶女 胡才勇 李新民 周万青 张东阳

杨　战 俞明君 赵　毅 覃绍京 邹　军 万旭东 赵　鹏 吴　凯
张继周 邵翌靖 崔豫笳女 陈光青 杨　立女 鄢锦华 柏劲松 龙继锐

陈　军 郑育淳 王　东 高晓明 孙长缨 凌志弘 陈朝阳 管国明

胡红兵 周　浩 林　斌 凌茫茫 晋　彤 翟成兴 毕国强 何继忠

郭稚安 王胜强 王晓彤女 吴　迪 霍　宏 李　钢女 吴国红 黄晓阳

周　敬 匡二家 吕才典 林　锋 李红化 邹丽娟女 施向东 安宏林

董晓武 木村拓时 盖　峥女 张文宁女 高山虎 谢维泽 林志宏 刘　津
胡学东 杨春晖 宋　电 李智龙 张建才 刘贵川 赵　飒女 陈孔军

陈社会 赵　冰 秦　垣 兰　胜 岳东晓 马升令 单国兴 翁向炜

罗彦生 张志强 王振满 田测产 汤心溢 徐志伟 曹　飞 王　雯女
洪　薇女 谢　谦 李作涛 刘北明 江旭东 金国顺 刘挺军 林　晨
林　汀 姜缘开 刘育琳 刘新红 李鹏亮

物理实验技术与管理专科

张泳江 颜蔚飞女 徐松青 朱风荣女 申耀新 吕亦工女 郎明明女 梁　斌
樊志军女 陈玉林女 吕亦工女 郎明明女 须邵林 王　源 秦　宇 李燕华女

王　化女 郑　鹰 须邵林 王　源 姜　晔 高　炬女 赵志新 李　晖女
于宏涛女 高　伟女 姜　晔 高　炬女 丘　蕊女 马　明女 沃　峰
物理实验技术与管理专科

张泳江 颜蔚飞女 徐松青 朱风荣女 申耀新 吕亦工女 邵明明女 梁　斌
樊志军女 陈玉林女 马　勇 米　刚 须邵林 王　源 秦　宇 李燕华女

王　化女 郑　鹰 李硕忠 王　峥 姜　晔 高　炬女 赵志新 李　晖女
于宏涛女 高　伟女 田玉霞 丘　蕊女 马　明女 沃　峰
１９９０年（学士）
张增茂 孙伟民 王中泽 李立新 李　飞 郝学军 方　懿 张　斌
路云飞 李东镭 曹　惠女 刘明升 曲劲松 张沛莉女 林江涛 王正民

李一杰 左　岩 李多传 于功强 张留碗 骆　鹰 叶　扬 赵志伟

徐光照 李国红 周　镭 周　杰 郑培辉 吴　震 王永军 蔡冰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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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坤 刘　安 钟　中 张　辉 张　晖 蒋　锴 郭癤宇 赵文兵

黄　爽女 胡奚海 何惠海 王成友 隋成忠 高　强 刘道友 潘　琪
姜　森 刘朝阳 张梁华 李兴权 许志华 周育才 王龙标 高朝晖女

项　颖 唐先柱 李　晖 陈涌海 陈显红 李洪明 袁　洪 黄治国

汤春梅女 唐晓东 陈　东 吕　玖女 王　平 王　迎 杨　柳 李　健
冯羽涛 林　健 黄峥宇 黄文莉女 何卫贫 刘　峰 汪　灏 葛久元

王世新 孙运福 王晶斐 侯永田 张　冀 翟志勇 孙立平 邵正义

周仲彩 鲁世忠 罗　杰 苏绍文 洪六波 李志钢 蔡为民 黎海森

朱永忠 曾　玲女 李彦涛 陈　杰 阙　珑 杨浩宇 何国山 么佳斌

王克阳 韩江春 曾和平 孙　涛 刘大伟

１９９１年（学士）
曾晓东 晁　阳女 陶　薇女 王　涤女 褚　星 袁凯华 米立志 赵　粮
许永记 王醒宇 李传金 黄德平 杜惠军 马洪洲 李吉红 李　琳
刘　军 张学军 王轶群 覃智峰 王　昕 陈　林 张晓东 廖文清

闵　剑 任　伟 张　胜 冯永建 党小忠 杨映川 杜晓群 赵　飙
徐　鹏 杨国强 张燕平 刘小东 徐　策 张劲松 张　宇 李　玺
张益玖 周峥嵘 何勇斌 刘桑田 袁长青 黎锦辉 蒋　蓀 杨争胜

袁　平 吴爱华 王春林 段恒兵 龙　平 邱国洪 杨坚豪 胡　巍
曹志军 黄震宇 刘天啸 李横空 戴湘南 曹爱民 阎志成 冯小兵

王荣明 束伟民 陈雪生 习海文 张　昕 王晓东 曹　勇 邓　琦
杨　越 刘举通 冯　宇 张贞东 陆　飚 俞继断 刘朝晖 刘　浩
何朝阳 杜新林 林　东 沈珍平 胡承勇 高兴宇 唐鹏飞 陈章渊

欧阳经文 谭　坚 蔡卫东 张松宾 徐自亮 朱任工 林　松 魏杰然

郭晓江 黄　伟 邓文勇 洪碧海 石少华

１９９２年（学士）
戴　路 王宝贵 黄　波 彭卫群 朱世琳 马　勇 江　文 何　谊
胡　川 郭九苓 王　敏 赵　刚 李　杰 毛文雷 罗克俭 谢文伟

王鹏谦 杨国林 崔　岩 赵冀徽 尹　澜 李　锋 张金锁 李　昱
王华明 宗风华 王　浩 刘玉泉 潭　夏 胡益民 刘　浩 王继业

顾利伟 蔡昌梅女 孙　忻女 于　海 龙　伟 沈文忠 杨中月 周旭冰

张何林 潘朝阳 林　丰 孙宇星 陈广顺 丁　军 牛　成 盛　立
潘显东 邱英超 王清山 淡文明 韦国恒 徐剑波 尹　明 周晓成

李　晋 周　洪 张克钊 刘　睿 段胜昔 李学平 丁　雷 徐礼松

王　?女 姚跃明 陈　彤 刘国良 赵　亮 郑　政 董建军 钟　勇
朱守华 刘洪直 蔡　兵 刘星元 黄志江 李冀湘 徐　鹰 欧　榕
盂　双 杨昌黎 孙　超 王传敏 樊　杰 邹　钢 刘志刚 王旭辉

李　恒 何　翔 陈岩松 蒋　钰 邓伟忠 杨　岭 李　岩 张衡伟

林　征 庞　琦女 钟灿涛 白传勇 姜　民女
１９９４年（学士）
梁桂文 李晓卫 陈　鹏 谢　瀛 朱于青 曹　阳 黄福敏 徐永永

徐广永 李　涛 张　欣 王　昕 何　钧 温鹏越 李立群女 崔　波
万　鹏 王　翔 宣　平 徐　纲 李新伟 陈昌 周　宇 鞠赣平

郑　军 毛伟华 沈晓军 尉海清 孙彦龙 曹　军 刘国彬 冯　浩
王　颂女 李　锐 陈　晔 刘士昌 万志鹏 丁　锰
１９９５年（学士）
胡　波 庄　磊 杨家南 程　磊 王　坚 戴　亮 佟　雷 江洪睿

易鹤龄 赵春晖 付　强 陈　纲 陈志坚 古　健 彭先兆 白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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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波 段志勇 张克明 袁　烽 章逸斐 林胜春 汪　渊 周　钢
孙庆丰 刘安文 陶　真 牟经辉 喻英雷 唐　壮 陈　 张立民

李海涛 徐　辉 丁　刚 林　勇 陈解涛 吴　葵 王　耕 屈建勤

郑　联 赵　冲 赵　昆 叶　剑 杨　舫 朱春曜 叶　文 李承恩

卑延京 黄学明 周　飞 张　烈 韩　强 时满鑫 林立谨 许景周

韩鹏昱 李碧波 徐　骁 李鹤松 吴　昊 康孔斌 马立强 邓世名

邓彦清 金乘进 龙　飞
１９９６年（学士）
祁　越 唐　臻 胡宗海 杨　骁 谭平恒 林　峻 张源源女 欧阳旭

潘晓辉 孙慕劬 杨　正 王　哲 张洪洲 朱晓鹏 张丹辂 叶　盛
熊燕燕 宣佩琦 丁　 曹　宇 秦小川 陈　斌 何　菁 项鸿雁

白志刚 陈志强 伍亚莉女 李昌荣 陈　瀚 郝俊敏 王培峰 萧传年

李　非 郑海滨 王会武 刘大海 赵宇平 杨宇曦女 张　波 朱　冀
林　立 王树峰 邓　珂 林　铀 蔡港树 尹海洲 李　迪 尹　辉
周骞琳 张　旺 鲍君成 刘　伟 夏　磊 吴　蔚 徐　珉 陶振宁

李宇为 丁永旺 杜尚锋 杨云光 韩西峰 罗春明 彭江晖 边在龙

张海涛 邢惠丽女 董全武 胡　兵 余兆宁 陈廷勇 辛永春 黄其军

庄超颍 蒲兴华 蒋　亮 俞　爽 周　健 曲世强 吕　强 谢晓波

李　虹
１９９７年 （学士）
　１９９２级 钱　? 祖晓敏女 林　巍 郭映辉 纪　毅 逯　铭 董　和

李顺峰 司海江 黄志刚 王艳兵 于　仲 陈　浩 郝立昆

王国忠 杨伟涛 包成弟 周东华 朱　珩 林　峰 黄其煜

林　鹤 黄奕梅女 黄云鹤 孙永科 周大勇 杨少旭 张霖涛

孙　钢 胡承儒 刘　峻 罗卫东 王　冲 刘国峰 廖　平
赵国念 谢成城 马梦哲 刘金全 童云杰 程　力 李　毅
郭　峰 戴　柬 魏霁昆 高凯中 崔　峻 薛　磊 尹　彦
俞柳江 王继纯 姚　微 李晓东 张　伟 赵月刚 郭忠圣

刘宇峰 宋立国 向前方 吴　欣 柏　松 郭朝华 丁　立
周　帆 顾卫宇女 程　亮 陈　郁 孙才金 郭　磊 朱　红女
陆九六 王　艳女 王　令 尹　鸣 张　凡 兰岳恒 江铭辉

杨秋生 邓鹏翅 刘　丰 王浩然 刘四明 黄　泱
　１９９３级 胡凯飞 吴　涛 叶晓峥 张新亚 朱泽明 张燕岗 陈　旭

高　鹏 王志海 张志彤 邵承华 梁　钢 胡宇峰 张　宇
吴姚实 董维元 韦　韬 陈万强 刘洪轩 鲜于海清 吴海涛

张　帆 陶　靖女 刘跃然 费允杰 周　鹏 官志勇 杜　军
徐五岗 王昆嵩 曹志冰 李乐愚 高汪峰 杨朝晖 高　海
张　建 裘肖舟 郑　欣 吴　涛 康　健 聂惠芬女 徐丽芳女

马　毅 陈　钧 王　浩 季　磊 熊　翰 朱　忻 付晋轩

陈国明

１９９８年（学士）
朱　岩 陈　健 詹　勇 朱骏宜 阎　研 高　贺 佟崴嵬 张　明
俞　榕 朱　禾 朱　煜 胡国昕 李　昂 武津伟 张　林 刘蕴宏

高　朋 宋惠远 韩一龙 苏　铁 孙　洋 高春旺 姜　宇 许明伟

施国春 许晓伟 俞晓斌 杨　成 郑　俭 章　黎 张宇峰 杨　敏
何勇志 张　波 刘春雷 黄贵玉 阎福强 蔡　明 李士杰 姚　源
吕　远 韩春晖 赵文辉 樊笑冰 李新春 丁云飞 魏亚军 王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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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基刚 黄文涛 吴欣恺 段挺东 吕铁铮 冯春浩 代　勇 傅少华

李果峰 徐　茂 王　毅 陶　鲲 王江鹏 林　春 赵　凯
１９９９年（学士）
彭　进 江志刚 连子龙 程　军 张升原 孟树超 陈英勇 吴　双
周　立女 方　伟 严海峰 段明磊 陈雁北 黄　元 万　朋 王　霆
刘　宁女 沈明皓女 萧　越 李卫华 宋阜宁 袁　嘉 赵军民 李文杰

刘庆伟 赵　雷 吴赛骏 李懿馨 李念北 程　远 张泽湘 李年华

罗　婷女 邵　晖 唐学体 罗　康 赖之安 邬　欣 孔云川 汪　澎
杨　锟 梁晓甘 罗志全 戴树刚 袁任贤 杜　渡 张正帆 王爱民

闫树德 梁爱华女 姜金龙 王　昕 李　亮 严函斐 沈庆飞 李绍春

李春勇 黄　莺女 柴广宇 曾　葳女 刘　靓 王　潜 栾　峰 王　洋
陶　重 张　强 杨　丹 包春玉 罗宇翔 张　铭 郝　元女 冯　天
陈云青 丁　伟 澜　清 李立龙 张春柏 马　欢 朱文光 曹志锋

单连军 陈永瑞 丘阳春 李　微 陈瑞松 高雨
*

王轶然 陈　骏
高安东（澳大利亚留学生）

２０００年（学士）
朱　艳女 周建辉 曹　群女 李　鹏 毕思飞 高　鹏 陈继周 史敬元

贾圣果 彭　达 倪凯旋 钱　海 刘　晓 周舰航 常君 曹　科
苗　洪 王道智 吴晓华 刁鹏飞 易万兵 钟　华女 宛　佳女 刘　伟
屈　田 尹正朝 汤　杰 孙　泉 姜向军 王大威 方　华女 柏树丰

唐　臖 王　凡 王　京 周　淳 刘　韶 纪　东 王　锋 朱晓宇

冯秀程 谢　旭 李志攀 樊祥龙 陆　曙 李　燕女 贾　爽 杨?宇女

彭　程 邓　楠 罗佳增 徐耿钊 郭宏宇 郭言中 韩轶男女 李开睿

张　煜 潘　奕 张　龙 茅　奕 张方莹 杨　华女 穆良柱 伍振兴

姜昊

２００１年（学士）
李　智 周　超 张志明 何　广 孟广为 孙　雷 彭　程 王连庆

江　李 龚　斌 王国华 雷易鸣 杨义峰 胡景实 黄　颉 钟　宇
王克非 刘　翼 张伟华 吴俊宝 曹　政 李　强 谭忠魁 堵光磊

施小康 郑　睿 谢黎博 万　钧 刘文平 胡建飞 任国利 柏亚军

黄迎春 刘志斌 吴　窻 王　鹏 钟　诚 游江洋 罗　云 陈　元女
李　霞女 谢　辉女 张丽娟女 林美凤女 张　萍女 翟菊婷女 廖慧敏女 杨　光
张　威 华　明 王　凯 范　凯 刘　洪 杨歆乐 郭　雷 宋现锋

萧　江 姚　望 司　冰 严人斌 高颖佳 萧　笛 罗喜良 杨翔宇

苗　川 杜文峰 刘大猛 孙庆青 张　明 罗春雄 罗　达 王义槐

周新建 李　博 姚　坤 林　海 张代化 李京生 任　谦 杨　睿
陶　凯 陈虹志 谢　平 王　欣女 冉　鹰 陆汉涛 申耀明

　　（三）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研究生新生

１９７８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戴问民 丁浩刚 奚拯民 章德海 朱允伦 丁兴富 丁亦兵

张凯慈 应润杰 管　靖 卢大海 潘慧玉女 黎和平女 刘　庸
田晓岑女

固体物理 钮金真 戴　闻 凌任之 郁明康 杨百瑞女 蔡学榆 任燕如

何豫生 熊光成 邵　凯 魏国柱 刘真泉 金能韫女 蔡　伟
张人佶 程万荣 柳树政 奚定平 陈宝振 李国华 冯哲川

汪凯戈 王存达 周晋芙 罗　胜女 蒋　玮女 俞肇智 裴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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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竞青女

激光物理 杜为民 周士康 徐　淦 邓质方 刘光涛

１９７９年（硕士生）
固体物理 姜王也 何红星 钱昆明 连绍仁 汪仲诚 张玉林

理论物理 郑小鹿

１９８０年（硕士生）
激光物理 郭　平 路峻岭

１９８１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杨夏舟 黄　敏 黄　杰 白建明

固体物理 郗小星 刘　力 李灿国 张　哲 杨　扬 申　江 华宗璐女

林　虹女 赵士平 刘要武

光　学 巫英坚 孙凤国 杨双波 黄洪斌 顾英俊

１９８１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朱允伦 刘　庸
固体物理 张人佶 蔡学榆

１９８２年（硕士生）
苏　畅 李　奇女 段建中女 成春伟 宋　涛 夏廷康 彭铁梁 王　健
文　超 李越生 王小谦 马建平 陆　锋 赵黎捷 李大芬女 陈　杰
江启杜 逯贵祯 李晓宇 张兴云 汤　蕙女 刘　江 刘　伟 强林海

蔡云海 季向东 陈晓林 陈持平 万君佐 叶　军 黄业勤 张卫平

王　青 王晓航 李道晖

１９８３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宋俊锋 杨鲁闽 高原宁 李子邦 庞汉彬 谢小苓女 邓卫真

林锦云

固体物理 苏　玻 张红梅女 李　刚 张伟嘉 张　宏女 顾　辉 陈长风

高　林 倪秉建 王铁强 任　杰 姜　洁女 黄永箴 甘　舒
张西峰 许鸿铭 彭松石 韦　韬 吴　瑾女 牟建勋 李广瀛

王开安 林　迪女 陈　翔 李　兰女 万　虹女 赵向荣 韩　峰
赵书来

光　学 陈晓波 赵　良 毕向欣 龚旗煌

１９８４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李智顺 蔡申瓯 程　鹗 赵东晖 王勇杰 彭剑平 王笑飞

黄海新 郭沐雨

固体物理 江晓松 饶晓雷 丁　凡 荀　坤 王敬山 袁岱青 王　进
谢永林 丁晓华 贾存利 兰　怡女 王福仁 董　均 曹俊初

黄京志 吴　放 杨　开 汤　漪 李　纯 黄康林

光　学 何端峰 段绍光 刘　琴女 张玉珂

１９８４年（博士生）
固体物理 郗小星 李　奇女 江启杜

１９８５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胡红波 饶力上 张立群 凌　非 华新雷 王维义 明志红

范祖辉女 姚为民 李闽旭 洪　强
固体物理 温庆哲 方　兵 任学敏 孙吟龙 戴东旭 奚小春 孔麟书

赵　毅 杨　力女 王　巍 吴玉静女 盛　毅 罗　强 赵汉民

贾勇强 王　雷 孙　弘女 张文斌 甘　宁 杨春来 田　地
于　志 沈朝辉 鲍震雷 李建中 唐　超 杨晓渝女 王循理

王光宇 苏希玉 杨家志 谢大 陶毅生 龙　飞 汪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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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学 艾　兵 张　苹女 祖龙强 何　坚 张　鹏 张小光 戴长虹

秦毅军 陈虹霈

１９８５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宋　涛 陈晓林 高原宁 邓卫真

固体物理 申　江 陈长凤 万　虹女 龚旗煌 赵　良 文　超
１９８６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李　旭 王　平 曹奇中 熊山卉女 周艺芳 吴瑾南 何　东

张立波 谢建平 林　彤 廖　力
固体物理 杨新民 冷满华女 张　航 陈　华 李桂林 王顺林 曾祥辉

彭德淳 卞　岩 揭斌斌 蔡　勇 施　华女 吴旭东 李俊云

陈积东 蒋振新 柴自强 谢党恩 彭初兵 杨延源 查元勃

张　健 姚承运 刘　芳女 黄智全

光　学 雷　波 刘辛冶 阳　扬 刘　越 周　斐 盛　清女 黄　勇
林　列 陈而立 张　品

１９８６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李智顺 高燕敏女

固体物理 牟建勋 王福仁 顾　辉 陈晓波 荀　坤 张西峰 王铁强

黄永箴 陈颖健

１９８７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刘　健 张海云 唐健新 王　 刘　震 秦立明 陈天龙

谢元南 周郑清 刘尧根 楼郑华 王金根 韩永灵 刘经华

王伯林 张晓东 郁新华

固体物理 邵　青 苏　华 吴凯? 龚勇平 张炳龙 许　东 王　宏
梁穗琛 刘　鹏 尹志坚 廖　清 张立新 萧　云 瞿　明
萧东光 蔡礼堂 林添孝 马　红女 贾金锋 陈俊江 苏建华

金　鹰 高庆生 孙文俊 方旭辉

光　学 王　姝女 赵宏岩女 王堂余 邓志红 白荣坡 钱永芳 韩乐平

梁　煜 李敬宏 黄　凯 张德兴 王有才

１９８７年（博士生）
张文斌 王恩哥 王怀玉 吴　放 黄海新 张立群 胡红波 孙　弘女
戴长虹

１９８８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夏后晖 王信东 丁小宏 卢　为 周国荣 赵正姬女 周鸿军

高　毅 王心强 冉延华 钟庆丰 丁恩勇 王先智 孙秋山

固体物理 李燕芳女 马明芳女 陈　彤女 张海波 王承章 王　峰　 李海林

彭清智 刘千里 高　蔚女 罗　彬 夏　斌 李国良 刘让蛟

王敬华 蒋　文 陈燕栋 刘金华 金　鑫 刘奇志 施　梁
郭晓峰女 殷　正 李科研 王颖纯 郝延明 胡毅飞 黄健康

赵沧桑 姜宏伟

光　学 朱宝强 郑英俊 郭　波 张晓明 安　理 闫　宏 林金龙

１９８８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刘怀民 张　东 孟　杰 范祖辉女 陈　涛
固体物理 黄明雄 刘　越 孔麟书 蒋振新 江华明 鲍震雷 贾勇强

１９８９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吕才典 张文宁女 金太浩 潘　松 施发健 覃绍京 周　霞女

陈国新 方　晶女 徐　璺 雷奕安 胡梁宾

固体物理 张明厚 盖　峥女 詹红兵 尹忠斌 王振满 周亚平 于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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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海 江旭东 高山虎 蒋连化 陈孔军 董生智 云小燕女

陈　军 周云松

光　学 凌志弘 曹　军 兰　胜 赵　鹏 黄文中 田测产 吴巨星

安宏林

１９８９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廖　力 刘经华

固体物理 张晓东 彭初兵 贾金锋 金　鹰 苏　伟 陶　江
１９９０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张春立 隋成忠 尹仁源 孙　斌 蒋开明 赵明华 汪　灏

鹿　斌 刘大伟 杨晓峰 孙肇群

固体物理 张　云女 袁国辉 李国红 杨丹坤 李志钢 潘　琪 葛久元

黄治国 高　强 林江涛 李兴权 赵文兵 郝学军 郑培辉

王克阳 刘　峰 侯永田 王中泽 宋海智 王海萍女 何国山

袁　洪 萧　铭 宁　莹女 许晓风 刘振华

１９９０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何　斌 王玉成 喻纯旭 楼郑华

固体物理 吴泽宇 徐东升 赵清太

１９９１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陈经民 陈南光 汤　建 范旭东 胡敬亮 陈学雷 刘先忠

马丙现 黄远明 何勇斌 潘　斌 周　登 何　平 杜伟亭

吴文庆 文建舟 宋中庆 蒋开明

凝聚态物理 王　昕 冯小兵 刘桑田 赵　粮 王永华 林　军 李　玺
张晓东 王荣明 党小忠 谭　坚 宗柏青 闵　剑 宋　巍
曹志良 张　胜

光　学 姜缘开 张松宾 高兴宇 袁　平 陈章渊 徐自亮 张　昀
胡才勇

１９９１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吕才典 卢　为 高　毅 张庆辉

凝聚态物理 董生智 盖　峥女
１９９２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张兴军 易智勇 陈　莹 朱守华 刘玉泉 孙国良 魏心俊

罗佐明 龙　伟 黄　波 刘立军 付子文 牛　成 古　英女
徐剑波

凝聚态物理 胡永建 刘丛笑 何　谊 何　翔 彭卫群 邹　钢 王　敏
洪宇光 王宝贵 王志明 杨昌黎 何东风 吕劲 周旭冰

余雪平 汪　际
光　学 李学平 吕振东 崔德龙 孙宇星 钟灿涛 孙锋青 葛昌保

１９９２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方　晶女 徐　璺 雷奕安 金太浩 黄翰文 胡海明 卢兰春

凝聚态物理 郝学军 宋海智 李国红 田测产 兰　胜 潘　琪 江旭东

周亚平 施发健 陈　军
１９９３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易亚沙 朱世琳 周　洪 俞蔚明 李　刚 李　松

蒋寻涯 周　俊 王　蔚 张何林 何　刚 汪　洋 王文勇

凝聚态物理 张天骄 王敬毅 夏　榆 张立东 胡　川 李文君 黄贵松

刘国良 吴　峰 马　勇 郑延斌 高　波 王　勇 余永乐

吴军桥 于洪滨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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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学 金　榕 袁　景 王鹏谦 胡益民

１９９３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刘家福 乔从丰 何勇斌

凝聚态物理 张亚雄 孙久勋 贾　霖 冯小兵 党小忠 林　军 赵文兵

１９９４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田　琳 丁　锰 王华明 李　龙 宋建刚 杜元泰 龙　文女

缪春晖 赵诗华 娄继忠 姜　海 徐家胜 梁桂文 陈一雄

霍武军 冯　波 胡佐贤

凝聚态物理 修　凯 李晓卫 崔　波 毛伟华 黄福敏 张宇生 李晓莅

郭九苓 董厚勇 杨晓强 叶林晖 王永忠 王瑞方 张　彤
杨　星

光　学 温鹏越 郑　军 康志峰 张　斌 秦元东 王志军

１９９４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叶红星 陈　莹 龙　伟
凝聚态物理 吕　劲 安宏林 马书懿女 李安平 李美亚

光　学 徐自亮

１９９５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高　木 贾　宇 马立强 孙　笛 孙庆丰 姚权力 袁　烽

周　为 闫志涛 刘树新

凝聚态物理 白国锋 白卫平 卑延京 蔡晓磊 陈　夏 陈解涛 程　磊
韩　强 蒋巨涛 李碧波 李海涛 林　勇 毛祥军 梅时中

屈建勤 任万万 宋　健 王　波 王红梅 吴　韬 谢飞翔

张　勃 张学东 朱力强 刘志宇 朴海镇 刘　筠女 孙　鲁
光　学 操传顺 陈志坚 傅立斌 李建良 钱　卫 谭　谷 王晶晶

１９９５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刘玉玺 薛秋寒女 易亚沙 赵　强 朱世琳 朱守华

凝聚态物理 曹志良 陈　 何东风 李　云女 杨金波 戴　伦女
光　学 王丛方女 王鹏谦

１９９６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曹庆宏 陈　钢 陈花胜 杜尚锋 李中华 刘　威 刘　勇

曹庆宏 陈　钢 陈花胜 邵建飞 杨亚声 於筱青女

凝聚态物理 杜　序 杜胜望 白志刚 陈汉栋 陈庭勇 丁　 高　岩女
杭青岭 李　非 鲁　立 秦小川 宋鹏程 辛永春 周丽霞女

王启亨

光　学 邢　杰女 林　立 王　刚 王树峰 谢晓波 薛亦元 张洪洲

张克明

１９９６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龙　文女 辛晓滨

凝聚态物理 董光炯 李　涛 毛伟华 余雪平 赵学应 李　景 童玉珍

光　学 张铁桥 闫　宏
１９９７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戴　柬 董卉 郝立昆 金立刚 李长辉 刘洪轩 刘四明

路　宇 魏霁昆 吴　涛 吴从军 叶　涛 张　斌 张永军

凝聚态物理 王　宇 邓鹏翅 费　腾 康　健 李乐愚 刘　峰 刘钧钧女

龙　涛 聂惠芬女 沈玉民 孙永科 王　浩 王国忠 王继纯

王艳兵 王志海 危　健 鲜于海清 谢成城 尹　彦 张　帆
张　凡 张　伟 张　宇 赵国念 周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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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学 邓宇俊 刘东风 王　令
１９９７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孙庆丰 徐家胜 杨胜东 袁　烽 朱红波女 俞慧丹女

凝聚态物理 韩　强 衡成林 姬长国 刘　刚 刘志宇 孙文红 谢飞翔

杨志坚

光　学 傅立斌 钱　卫 秦元东

１９９８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昂　勤 高东峰 黄东浩 马忠彪 孟颜志 田　雨 王　刚

萧志广 余程钢 张　栋 张鸿涛 张景山 朱　星 朱　煜
田金荣

凝聚态物理 王　玮 蔡　明 葛四平 黄钧伟 刘　伟 刘蕴宏 石玉娇女

涂修文 王大军 王基刚 王孙涛 谢大若 阎　研 杨爱英女

于立平 袁海江 张　林 张宇锋 甄　阳 周江峰 晏　浩
张纪才

光　学 陈　帅 何勇志 黄文涛 刘婷婷女 孙　锴 张　波 刘　慧女
杨　宏女

１９９８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刘树新 萧振军

凝聚态物理 常　虹女 冉广照 谢　刚 杨凯华女 张　爽
光　学 王树峰

１９９９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秦广友 饶洪湖 何建阳 刘　鹏 曾定方 宋忠智 张俊华女

张建强 李　微女 李念北 萧庆航

凝聚态物理 管　炜 葛　颂 邓　鹏 齐　志 唐英杰 毛有东 靳小皔

李升华 周朝显 黄　波 席　峦女 汪　澎 李文杰 姜金龙

罗志全 罗　康 陆　敏 李光临 李年华 王　昕 隋文辉

栾　峰 孟树超 郝景山 包春玉 张升原 杨　锟 唐学体

金艳波

光　学 罗　乐 吴赛骏 李卫华 王爱民 向　红 王　欣女 任海振

１９９９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戴　柬 郝立昆 张永军 杨亚声

凝聚态物理 周　劲 刘新元女 杨　帆 刘　蓉女 陈　源 王建朝

光　学 王丹翎女

２０００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陈继周 巩小博 顾　波 胡　亮 华　靖 李柏青 刘建军

吕　准 孟　策 孟祥明 苗　洪 穆良柱 冉文祺 苏　剑
汤　杰 魏志鹏 吴焰立 张宏宝 张清俊 周舰航

凝聚态物理 陈喜红女 郭宏宇 胡成余 纪安春 贾圣果 黎子兰 李思昊

凌　健 刘跃伟 陆　曙 吕文波 马玉彬 史敬元 孙学锋

王　京 王　科 王　锐 王淑霞女 吴江文 向　斌 谢　旭
徐耿钊 杨宇锋 赵子正 朱彦武 朱正路 陈　科

光　学 陆伟新 冯秀程 郭亨长 郭红沧 黄毛毛 李　文 吕国伟

马　日 沈景山 孙　泉 王大威 王振伟 吴松江 张会荣女

２０００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金立刚 刘魁勇 马忠彪 田　雨 朱　煜
凝聚态物理 葛四平 刘　伟 许恒毅

光　学 黄文涛 刘婷婷女 吴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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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硕士生）
理论物理 常　雷 巢静宜女 杜希宁 郭光煜 黄　峰女 黄鹏志 金春来

李　戟 李　荣 李文武 刘勤勇 刘言锐 孟广为 苗　川
宋超慧女 宋　明 宋一平 王有纲 徐荣广 杨义峰 袁　玮
张 鹏 赵　俊 周智勇 白永强 陈耀锋

凝聚态物理 陈永军 杜文峰 方智慧 高文胜 何春勇 刘大猛 刘　锴
刘志武 罗旭辉 毛　博 宁振华 任国利 任　谦 史建明

宋现锋 谭忠魁 王世奇 王新峰 吴　杨 熊明渊 杨　华
袁志军 张　莉女 张伟华 张撷秋

光　学 安辉芝女 陈　渝 黄接辉 李　朝 李　智 孙庆青 王　曦女
张　洁女 朱　艳女

２００１年（博士生）
理论物理 陈虹志 丁　勇女 高颖佳 李　强 吴俊宝 陆汉涛

凝聚态物理 虎志明 龙贤哲 王海龙 陆　敏 罗春雄 廖慧敏女 张春霞女

陈志涛 芮险峰 徐向宇 张振生 赵　清女
光　学 刘　娜女 刘　一 陈　帅 安　然 李　霞女 任海振 向　红

　　（四）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研究生毕业生

１９８１年（硕士）
戴问民 丁浩刚 章德海 朱允伦 丁兴富 丁亦兵 张凯慈 卢大海

潘慧玉女 黎和平女 钮金真 刘　庸 田晓岑女 应润杰 管　靖 戴　闻
蔡学榆 邵　凯 魏国柱 蔡　伟 张人佶 程万英 杜为民 周士康

刘光涛 柳树政 奚定平 陈宝振 李国华 冯哲川 汪凯戈 王存达

罗　胜女 裴谐第 蒋　玮女
１９８２年（硕士）
姜王也 钱昆明 汪仲诚 郁明康 张玉林

１９８３年（硕士）
连绍仁 路峻岭

１９８４年（硕士）
上半年 杨夏舟 黄　敏 黄　杰 白建明 李丹宁 刘　力 张　哲

申　江 华宗璐女 林　虹女 赵士平 巫英坚 孙凤国 杨双波

黄洪斌 顾英俊 郭　平
下半年 杨　扬 李灿国 刘要武 李　奇女 段建中女 李大芬女 陈　杰

江启杜 逯贵祯 王晓谦 汤　惠女 刘　江 文　超 成春伟

苏　畅 陆　锋 赵黎捷 万君佐

１９８４年（博士）
下半年 张人佶 刘　庸 蔡学榆 朱允伦

１９８５年（硕士）
上半年 叶　军 王　青 黄业勤 彭铁辉 陈晓林 王晓航 宋　涛
下半年 庞汉彬

１９８５年（博士）
下半年 卢大海

１９８６年（硕士）
苏　玻 李　刚 张伟嘉 顾　辉 高　林 倪秉建 王铁强 任　杰
黄永箴 张西峰 吴　瑾女 牟建勋 李广瀛 林　迪女 陈　翔 李　兰女
赵向荣 赵书来 陈晓波 毕向欣 李子邦 林锦云 王开安 韦　韬
甘　舒 张　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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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硕士）
饶晓雷 丁　凡 王敬山 贾存利 兰　怡女 董　均 彭剑平 黄海新

王笑飞 张玉珂 刘　刚 宋俊峰

１９８８年（硕士）
上半年 赵东晖 汤　漪
下半年 戴东旭 奚小春 孔麟书 盛　毅 罗　强 贾勇强 王　雷

杨春来 谢大 龙　飞 江华明 凌　非 王维义 洪　强
秦毅军 张　苹女 陈虹霈 何　坚 张　鹏

１９８８年（博士）
宋　涛 邓卫真 万　虹女 江启杜 文　超 范祖辉女

１９８９年（硕士）
周艺芳 吴瑾南 何　东 张立波 谢建平 廖　力 杨新民 陈　华
王顺林 曾祥辉 卞　岩 揭斌斌 李俊云 柴自强 谢党恩 彭初兵

查元勃 姚承远 刘　芳女 阳　扬 黄　勇 陈而立 黄智全 张　品
彭德淳 吴玉静女 苏希玉

１９８９年（博士）
熊光成 高原宁 余亚斌 顾　辉 黄永箴 龚旗煌 陈晓林 王福仁

１９９０年（硕士）
雷　波 林　列 楼郑华 王伯林 谢元南 王　姝女 白荣坡 王堂余

李敬宏 廖　清 张立新 萧　云 瞿　明 梁穗琛 陈俊江 苏建华

许　东 高庆生 龚勇平 孙文俊 李海林 马　红女
１９９０年（博士）
王恩哥 王怀玉 陈颖健

１９９１年（硕士）
理论物理 周国荣 赵正姬女 高　毅 王心强 冉延华 丁恩勇 王先智

丁小宏 卢　为
固体物理 马明芳女 陈　彤女 王承章 李国良 刘让蛟 王敬华 刘金华

刘奇志 施　梁 王颖纯 郝延明 胡毅飞 黄健康 赵沧桑

姜宏伟 高　蔚女 李燕芳女

光　学 郭　波 张晓明 闫　宏 林金龙 郑英俊 朱宝强

１９９２年（硕士）
金太浩 潘　松 施发健 陈国新 方　晶女 徐　璺 雷奕安 凌志弘

张明厚 曹　军 王振满 周亚平 于启山 金光海 江旭东 高山虎

蒋连化 陈孔军 兰　胜 赵　鹏 黄文中 田测产 吴巨星 安宏林

胡梁宾 云小燕女 陈　军 周云松

１９９２年（博士）
江华明 廖　力 张晓东 彭初兵 贾金锋 金　鹰
１９９３年（硕士）
许晓风 张春立 尹仁源 孙　斌 赵明华 张　云女 李志钢 许晓风

葛久元 高　强 林江涛 赵文兵 汪　灏 郑培辉 王克阳 刘　峰
侯永田 王中泽 王海萍女 何国山 刘大伟 袁　洪 萧　铭
１９９３年（博士）
刘经华 喻纯旭 张晓东 徐东升

１９９４年（硕士）
曹志良 陈经民 陈南光 陈学雷 陈章渊 杜伟亭 范旭东 高兴宇

何　平 胡才勇 胡敬亮 黄远明 姜缘开 蒋开明 刘桑田 刘先忠

马丙现 宁　莹女 潘　斌 宋中庆 孙肇群 谭　坚 汤　健 王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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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明 王永华 文建舟 吴文庆 徐自亮 杨晓峰 袁　平 张　胜
张松宾 张晓东 赵　粮 周　登 宗柏青

１９９４年（博士）
董生智 卢　为 吕才典 田测产 王玉成 张庆辉 赵清太

１９９５年（硕士）
陈景标 崔德龙 付子文 葛昌保 古　英女 何　谊 何东风 洪宇光

胡永建 黄　波 李学平 刘丛笑 刘立军 刘玉泉 吕振东 罗佐明

牛　成 彭卫群 宋　巍 孙锋青 孙宇星 汪　际 王　敏 王鹏谦

王志明 魏新俊 徐剑波 杨昌黎 易智勇 张　昀 张兴军 赵　刚
钟灿涛 周旭冰 朱守华 邹　钢
１９９５年（博士）
陈　军 方　晶女 盖　峥女 何　斌 黄翰文 江旭东 金太浩 兰　胜
雷奕安 李国红 卢兰春 潘　琪 施发健 宋海智 徐　璺
１９９６年（硕士）
周　洪 余蔚明 李　刚 李　松 蒋寻涯 王　蔚 何　刚 夏　榆
王文勇 张立东 黄贵松 刘国良 吴　峰 马　勇 高　波 王　勇
余永乐 吴军桥 于洪滨 金　榕 丁　锰
１９９６年（博士）
胡海明 刘家福 乔从丰 何勇斌 孙久勋 冯小兵 林　军
１９９７年（硕士）
田　琳女 王华明 李　龙 宋建刚 杜元泰 赵诗华 娄继忠 梁桂文

陈一雄 霍武军 冯　波 缪春晖 姜　海 徐家胜 修　凯 李晓卫

黄福敏 张宇生 李晓莅 郭九玲 董厚勇 杨晓强 叶林晖 王永忠

王瑞方 张　彤 温鹏越 康志峰 张　斌 秦元东 王志军 胡佐贤

杨　星 袁　景
１９９７年（博士）
张亚雄 贾　霖 党小忠 叶红星 陈　莹 龙　伟 吕　劲 徐自亮

李安平 朱世琳 莫　洪
１９９８年（硕士）
高　木 贾　宇 孙　笛 姚权力 闫志涛 白国锋 白卫平 卑延京

蔡星磊 陈解涛 程　磊 蒋巨涛 李碧波 李海涛 林　勇 毛祥军

梅时忠 屈建勤 任万万 宋　健 王　波 王红梅 张　勃 张学东

操传顺 陈志坚 李建良 刘志军 谭　谷 林海镇 刘树新 刘　筠女
孙　鲁 王晶晶 秦小川 刘兴胜

１９９８年（博士）
马书懿女 李美亚 安宏林 刘玉玺 赵　强 朱守华 曹志良 李　云女
杨金波 王丛方女 王鹏谦

１９９９年（硕士）
曹庆宏 陈胜花 杜　序 杜尚锋 杜胜望 李中华 刘　威 邵建飞

杨亚声 於筱青女 白志刚 陈汉栋 陈庭勇 丁　 高　岩女 杭青岭

李　非 鲁　立 宋鹏程 辛永春 王启亨 邢　杰女 林　立 谢晓波

薛亦元 张洪洲 张克明 刘四明 魏霁昆 康　健　 聂惠芬女 王国忠

王继纯 王艳兵 鲜于海清 尹　彦 张　凡 张　宇 赵国念 王　令
１９９９年（博士）
戴　伦女 龙　文女 辛晓滨 董光炯 李　涛 余雪平 赵学应 谢元南

张铁桥 何东风 毛伟华

２０００年（硕士）
金立刚 李长辉 刘洪轩 路　宇 吴　涛 吴从军 叶　涛 张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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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宇 邓鹏翅 费　翔 李乐愚 刘　峰 刘钧钧女 沈玉民 孙永科

王　浩 王志海 危　健 谢成城 张　帆 张　伟 刘蕴宏 王基刚

王孙涛 邓宇俊 刘东风

２０００年（博士）
孙庆丰 徐家胜 袁　烽 衡成林 姬长国 刘　刚 孙文江 谢飞翔

阎　宏 傅立斌 钱　卫 秦元东

２００１年（硕士）
昂　勤 高东峰 黄东浩 孟颜志 王　刚 萧志广 余程钢 张　栋
张景山 朱　星 田金荣 王　玮 蔡　明 黄钧伟 石玉娇女 王大军

于立平 袁海江 张　林 张宇锋 周江峰 晏　浩 张纪才 罗志全

罗　康 李年华 栾　峰 杨　锟 何勇志 孙　锴 张　波 刘　慧女
吴赛骏

２００１年（博士）
朱红波女 俞慧丹女 萧振军 常　虹女 冉广照 谢　刚 杨凯华女 张　爽
王树峰

·２４２· 第一部分　北京大学物理系九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