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习/工作单位 学习阶段
1 陈聪 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硕士
2 丁友德 上海海事大学外院 硕士
3 孙超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硕士
4 曹扬 波兰雅盖隆大学新闻系 硕士

5 曹邱霞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6 曹同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硕士
7 曾雲濤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博士

8 查伟懿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9 陈红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 硕士

10 陈慧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1 陈明珠 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 硕士
12 陈瑶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博士

13 陈之童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4 陳佳媛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5 代兆凤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 硕士
16 杜祥涛 上海交通大学 博士

17 方芹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8 房宇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 硕士
19 冯睿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20 陶智华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21 高仁刚 南京大学哲学系 硕士
22 韩加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
23 郝乙遥 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硕士
24 黄亮 池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博士

25 黄子洪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26 季春雨 兰州大学文学院 博士
27 孔德杨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基础部 硕士

28 孔艳坤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

29 徐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博士

30 雷婷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31 李灿灿 上海海事大学外院 硕士
32 李鸽鸽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33 李佳 哈尔滨师范大学 西语学院 硕士

34 李龙庆 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

35 李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硕士

36 李羽涵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博士

37 李子璇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38 梁亚卿 西安交通大学外院 博士

39 凌旭峰 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学系 硕士

40 刘兰敏 湖南师范大学 外院 硕士

41 刘伟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42 刘羽军 英国雷丁大学 硕士

43 龙珍贵 洛阳外国语学院 硕士

44 卢新苗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硕士

45 陆金银 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硕士

46 罗一璐 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47 马春梅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硕士

48 马庆霞 釜山外国语大学 博士

49 缪思思 湖南师范⼤学外院 硕士

50 裴珊珊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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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任小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博士

52 荣正浩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硕士

53 邓世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博士

54 刘思瑶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55 寿鑫梅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硕士

56 宋啟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 硕士

57 宋心怡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博士

58 孙雪凡 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59 陶世龙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60 陶亚婷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英语系 硕士

61 田雅琴 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硕士

62 佟彤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博士

63 王丁莹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 硕士

64 王鹤 天津外国语大学 硕士

65 王璐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博士

66 王艳萍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67 吴琪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68 吴睿麟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 硕士

69 吴扬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 硕士

70 夏川越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硕士

71 肖欣 江西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硕士
72 薛书玉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73 闫卫芳 吕梁学院外语系 硕士

74 严瑶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系 博士

75 颜宏光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硕士
76 杨钦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博士

77 杨言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博士

78 杨艳芳 河南师范大学 硕士

79 杨泽圆 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硕士
80 叶湘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博士
81 尹丽君 南开外国语学院 硕士
82 于艳春 黑龙江大学 博士

83 袁强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

84 苑启明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硕士

85 岳翎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硕士
86 臧翠翠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87 张佳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硕士

88 张萌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89 张天歌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硕士

90 张喜东 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 硕士
91 张孝莲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92 张伊楠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 硕士

93 郑杨彤 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 硕士

94 邹文婕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硕士

95 彭佳慧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96 陈旺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
97 曹静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98 曾利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99 陈馨雷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硕士

100 戴颖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硕士
101 方云 韩国全北大学 博士

102 付乂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硕士

103 时兰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硕士

104 胡銮琼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05 郭文佳 香港浸会大学英文 硕士



106 韩雨秀 深圳大学 硕士

107 黄瀚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

108 李昊 中国传媒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硕士

109 刘蒙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

110 刘慕瑶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11 刘晓一 哈尔滨工业大学俄语系 硕士

112 桑红艳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13 申邱如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14 郑家嘉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15 沈翔宇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硕士

116 伍慧贤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17 田润润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18 王建梅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院 硕士

119 王肖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20 熊馨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硕士
121 张欣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22 张志楠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23 赵浩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博士

124 周冰 武汉大学文学院 博士

125 陈燕霞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26 先芸莹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27 黄嘉乐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28 徐坤培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29 陈晓瑾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30 关丽妹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硕士
131 吴虚凡 南安普顿大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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