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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笔划排序) 

姓 名 工作单位 

丁时进 华南师范大学 
小巴桑次仁 西藏大学 
马如云 西北师范大学 
王  健 上海市延安中学 
王万义 内蒙古农业大学 
王小云 清华大学 
王天泽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王长平 福建师范大学 
王卿文 上海大学 
王跃飞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韦  维 贵州民族大学 
韦增欣 广西大学 
支丽红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尹建华 海南大学 
邓明立 河北师范大学 
叶向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田  刚 北京大学 
田  淼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田立新 南京师范大学 
史恩慧 苏州大学 
史福贵 北京理工大学 
付永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包  刚 浙江大学 
冯志刚 上海中学 
冯新龙 新疆大学 
边保军 同济大学 
吉国兴 陕西师范大学 
曲安京 西北大学  
吕广世 山东大学 
朱长江 华南理工大学 
朱传喜 南昌大学 
朱培勇 电子科技大学 
向淑文 贵州大学 
刘民千 南开大学 
刘贤宁 西南大学 
刘官厅 内蒙古师范大学 
刘建亚 山东大学 
刘建州 湘潭大学 
刘祖汉 扬州大学 
刘铁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米据生 河北师范大学 
汤建钢 青海师范大学 
许志强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孙笑涛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扶  磊 南开大学 
李  松 浙江大学 
李  星 宁夏师范学院 



李  勇 吉林大学 
李万同 兰州大学 
李伟固 北京大学 
李孝裕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 
李学良 南开大学 
李俊平 中南大学 
李胜宏 浙江大学 
李海梁 首都师范大学 
李嘉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增沪 北京师范大学 
杨凤文 北京四中 
杨汉春 云南大学 
杨有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杨孝平 南京大学 
杨健夫 江西师范大学 
杨联贵 内蒙古大学 
肖冬梅 上海交通大学 
吴  军 华中科技大学 
吴  臻 山东大学 
吴佃华 广西师范大学 
何诣然 四川师范大学 
邹文明 清华大学 
邹永魁 吉林大学 
冶成福 青海师范大学 
宋  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 
宋春伟 北京大学 
张  祥 上海交通大学 
张伟年 四川大学 
张庆灵 东北大学 
张林波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张诚一 海南师范大学 
张建文 太原理工大学 
张思明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陈  敏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陈  群 武汉大学 
陈大岳 北京大学 
陈杰诚 浙江师范大学 
陈焕贞 山东师范大学 
邵方明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林亚南 厦门大学 
易  媛 西安交通大学 
易东云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罗懋康 四川大学 
周  展 广州大学 
周汝光 江苏师范大学 
周焕松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赵  春 天津师范大学 
赵会江 武汉大学 
赵胜芝 辽宁大学  
胡泽军 郑州大学 
段海豹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侯立瑛 天津市耀华中学 
娄增建 汕头大学 

洪佳林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洪奕光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姚一隽 复旦大学 
姚正安 中山大学 
骆顺龙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秦厚荣 南京大学 
袁亚湘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袁光伟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耿  直 北京大学  
聂玉峰 西北工业 
徐  晨 深圳大学 
徐大川 北京工业大学 
徐文兵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徐运阁 湖北大学 
高小山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高随祥 中国科学院大学 
郭  震 云南师范大学 
郭玉峰 北京师范大学 
郭军义 南开大学 
郭坤宇 复旦大学 
郭真华 西北大学 
郭翀琦 青海大学 
唐春雷 西南大学 
谈胜利 华东师范大学 
陶  剑 东北师范大学 
黄正海 天津大学 
曹进德 东南大学 
曹建文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曹道民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常  安 福州大学 
常彦勋 北京交通大学 
崔景安 北京建筑大学 
麻希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梁丽平 人大附中 
彭双阶 华中师范大学 
彭岳建 湖南大学 
彭济根 西安交通大学 
彭联刚 四川大学 
蒋  威 安徽大学 
韩茂安 上海师范大学 
韩惠丽 宁夏大学 
程  晋 复旦大学 
谢资清 湖南师范大学 
靳  祯 山西大学 
雷天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雷逢春 大连理工大学 
穆春来 重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