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渠道 优秀校友
优秀校友
工作者

校友工作
贡献奖

序号

1 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 叶露中 李北华 耿朝宏

2 北京大学澳门校友会 周兴挺 黄滋才

3 北京大学河北省校友会 张琰 胡士杰 吴兰斌

4 北京大学青海校友会 胡安良 张泰尊 王健

5 山东省北京大学校友会 吴立新 傅有德 王伟

6 台北市北京大学校友会 廖学茂 林保全 张朝凯

7 北京大学徐州校友会 高翔羽 任君

8 北京大学云南校友会 刘晓为 陈小霞

9 北京大学珠海校友会 刘扬 江玲 詹天佐

10 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 唐洪英 姚学刚 何戎

11 北京大学青岛校友会 孟强

12 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 吕朝 许晨 郭英武

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大学校友会 聂宁 赵伟

14 山西北京大学校友会 任菲 周峰 苏红平

15 深圳市北京大学校友会 厉伟

16 北京大学吉林校友会 李龙 李兵

17 北京大学贵州校友会 赵曙光 林燕 薛涛

18 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 杨锋 薛德星 黄琨

19 北京大学天津校友会 郑春阳 李月红 李海波

20 中国北京大学台湾校友会 傅亚建 李正言

21 北京大学鞍山校友会 陈斌 温淼 徐冰

22 北京大学厦门校友会 杨瑞祥 郭仁德 洪斯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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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连市北京大学校友联谊会 胡振开 李雪梅 赵华信

24 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 黄辉 赖正维 程诗鸿

25 广西北京大学校友会 齐璐 唐小媚 苏怡森

26 北京大学江西校友会 陈英奇 李小勇 刘红英

27 晋中北京大学校友会 冀鹏丞 段政 马龙

28 北京大学南京校友会 薛涛 宋峰 熊康生

29 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大学校友会 王俊山 张晓萍 乌兰图雅

30 四川省北京大学校友会 刘凤祁 林野 田洪田

31 北京大学台湾校友总会 周业昌 卫道弘 刘君毅

32 唐山北京大学校友会 范铠铭 陈桂芝

33 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有限公司 林彦军 唐芳 林芬

34 芜湖市北京大学校友会 戴兆国 童劭琼 陶庭鸿

35 北京大学西安校友会 王建良 苏联菊 吴衡

37 北京大学浙江（杭州）校友会 吴舒 全海峰 王浩

38 广东省北京大学校友会 袁古洁 胡兵 邵宝华

39 西藏北京大学校友会 巴桑卓玛 张宸 舒大军

40 北京大学洛阳校友会 任庆鹏 陈巍 吴进卿

42 北京大学海南校友会 黄景贵 祝晓丽 郑丹

43 北京大学湖南校友会 唐瞻贵 刘  军 袁涛

44 北京大学苏州市校友会 袁建栋 杨筱东 旷攀峰

45 甘肃北京大学校友会 王国文 聂佃忠

46 宁夏北京大学校友会 卫忠 孙任哲 贾铭琳

47 湖北省北京大学校友会 邱小杰 杨三文 刘萌

序号

1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友会 高准 鲁昕鑫 何鑫

2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院友会 傅小兰 赵心

3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校友组织 李曼丽 王涛 于越

4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友会 赖小卫 向德军 李一奎

校内院系



5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友会 李子奇 雷鸣

6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友会 王宇

7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校友会 刘逢春 张趁利 郝祥林

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李达 金英

9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友会 齐宏 秦大河 胡兆量

10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院友会 高铭 陈建民 李银会

1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 钟梓欧 李寒梅 李红杰

1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友会 莫锋 姚静仪 李永新

13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友会 吴庆梁 张琳娜

14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友会 吴先红 毛彦斌 游烈峰

15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友会 贾峰 柴发合 杨小毛

16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友会 李斌

17 北京大学数学校友会 阳振坤 鲍琪凤 李一铮

18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校友联谊会 赵宁 徐一方 张佳平

19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友会 黄震 吴施雨 董晓华

20 北京医科大学校友会（医学部）
廖康雄
任瑞宝

郭辉
柳晓辉

孟坚
郭雷

21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友会 徐吉峰 康玉琳 朱振旗

序号

1 北京大学德国校友会 罗梅君 王燕

2 北京大学国际校友联络会
欧阳凯
Kyle

Obermann
李慧芬 王勇

3 北京大学蒙特利尔地区校友会 松颖

4 北京大学新英格兰校友会 田天 张璐丹

5 北京大学芝加哥校友会 薛世坤 王汝一

6 圣地亚哥北京大学校友会 高远 王水龙 李京红

海外组织



7 北京大学墨尔本校友会 徐少英 杜晓峰 苏怀德

8 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柴洋 陈默 沈众

9 北京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 杨文艳 潘竹君 丁雷

10 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 杨文汇 黄琳 应少冬

11 北京大学加拿大校友基金会 马斌 董方鹏 游小燕

12 北京大学全英校友会 马大青 陈焕发 韩冰

13 北京大学休斯顿校友会 陈和平 张旭 刘开剑

14 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 金璎 吕小洲 张建辉

序号

1 北京大学校友摄影俱乐部 黄永山 吴春梅 朱晖

2 北京大学校友爱乐俱乐部 张亚莉

4 北京大学校友羽毛球俱乐部 肖军

5 北京大学校友足球联合会 王惠德 金雪舟 陈继伟

6 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 陆磊 乔永远

7 北京大学校友书画协会 郭俊杰 龙红放 莫达勇

8 北京大学校友创业联合会 王志东 陈畅 郦红

9 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校友会 董新保 王义虎 张文青

序号

1 孙陶然 王胜地

2 张羽

3 周南

北京大学校友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校友会秘书处

行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