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研究生FIST课程学员登记表
（校外学员及复旦本科生适用）

课程代码：EDU737001  课程名称：新时代教育改革与科学思维培养 

开课院系：高等教育研究所 主讲教师：包雷、田凌晖

总学时：18学时 上课时间：  7   月   25   日至  7   月   27   日

序号 姓名 编号 就读院校/工作单位
学员身份

（按选项选
填）

1 李鸿见 FIST2201 南京市江宁区龙都中心小学 其他

2 黄小军 FIST2202 南京市文靖东路小学 其他

3 应从祥 FIST2203 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小学 其他

4 陶武 FIST2204 南京市江宁区铜山中心小学 其他

5 杨菁馨 FIST2205 南京市清水亭学校 其他

6 周琦 FIST2207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滨江分 其他

7 彭坚 FIST2208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其他

8 翟传蒙 FIST2209 南京理工大学 研究生

9 彭宏宇 FIST2210 上海交通大学 本科生

10 于庆 FIST2211 南京市翠屏山小学 其他

11 孙娟 FIST2212 南京市上元小学 其他

12 王佳莹 FIST2213 南京市麒麟中心小学 其他

13 蒋寅凡 FIST2214 南京晓庄学院 本科生

14 李菲 FIST2215 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 其他

15 伍晓敏 FIST2216 南京紫东江宁学校 其他

16 奚梦雅 FIST2217 南京大学 研究生

17 王文娟 FIST2218 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 其他

18 顾晔 FIST2219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其他

19 韩菲 FIST2220 安徽师范大学 青年教师

20 李强 FIST2221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中心小学 其他



21 袁洋 FIST2222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其他

22 王贤平 FIST2223 南京市上元小学 其他

23 许宇翔 FIST2224 南京市东山小学 本科生

24 梅新芝 FIST2225 上海海洋大学 研究生

25 吴晔滨 FIST2226 上海市北蔡中学 其他

26 苏群 FIST2228 中央美术学院 研究生

27 张舰月 FIST2229 上海市三灶学校 其他

28 宋建飞 FIST2230 南京大学 研究生

29 曹阳 FIST2231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其他

30 俞和静 FIST2232 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 其他

31 罗瑞敏 FIST2233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学校 其他

32 杨玥 FIST2234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中心小学 其他

33 庄菲菲 FIST2235 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孔镇小学 其他

34 张牧文 FIST2236 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 其他

35 谷凝华 FIST2237 南京市月华路小学湖山路校区 其他

36 杨婷 FIST2238 南京师范大学 本科生

37 薛仪婷 FIST2239 南京大学 研究生

38 黄春英 FIST224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闵行蔷薇小学 其他

39 施捷波 FIST2241 南京市东山小学 其他

40 方琼 FIST2242 \ 其他

41 贺雯倩 FIST2243 南京市觅秀街小学 其他

42 王子羊 FIST2244 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 其他

43 张倩 FIST2245 南京市将军山小学 其他

44 高静 FIST2246 上峰中心小学 其他

45 杭德宝 FIST2247 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小学 其他

46 夏全猛 FIST2248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 其他

47 顾晓璇 FIST2249 东北大学 本科生



48 石凤玲 FIST2250 海南师范大学 青年教师

49 浦琳琳 FIST2251 浙江大学 研究生

50 刘德云 FIST2253 南京市江宁区教学研究室 其他

51 张骏 FIST2254 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 其他

52 饶婷婷 FIST2255 安徽师范大学 研究生

53 陈兴兰 FIST2256 实验学校 其他

54 宫卿 FIST2257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

55 姜玲 FIST2258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其他

56 彭卓群 FIST2259 安徽师范大学 研究生

57 夏玥然 FIST2260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 其他

58 李朝阳 FIST2261 山西财经大学 本科生

59 陈有志 FIST2262 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其他

60 吴娟 FIST2263 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

61 董伊宁 FIST2264 私立国际学校教学助理 其他

62 荣波 FIST2265 产品经理 其他

63 毛正健 FIST2266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 其他

64 陈金铎 FIST2267 上海大学 研究生

65 李坤 FIST2268 比什凯克国立大学 研究生

66 旷珍妮 FIST2272 湖南工业大学 本科生

67 陆璐 FIST2273 南京市高淳区教师发展中心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