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地校友会联系方式

序号 校友会 联系人 Email

1 安徽校友会 何宏葆 1037124904@qq.com

2 安徽马鞍山校友会 袁  庆 1209028450@qq.com

3 安徽蚌埠校友会 黄夕虎 805138901@qq.com

4 北京校友会 梁晓艳 xyanliang@163.com

5 重庆校友会 王传燕 18156970@qq.com

6 福建校友会 章  敏 295261872@qq.com

7 福建厦门校友会 张良友 43407041@qq.com

8 甘肃校友会 高佑化 1243953493@qq.com

9 广东广州校友会 肖素芬 1619332234@qq.com

10 广东深圳校友会 陈雪萍 844370734@qq.com

11 广东珠海校友会 邹  萍 195367639@qq.com

12 广东佛山校友会 杨景原 yjy9099@126.com

13 广东惠州校友会 刘昆仑 526351648@qq.com

14 广东汕头校友会 何  敏 962644194@qq.com

15 广西校友会 黄文勇 dhwy28@163.com

16 广西梧州校友会 邓  颖 dyok@sohu.com

17 贵州校友会 谢国靖 664207608@qq.com

18 海南校友会 刘扶梅 405181073@qq.com

19 河北校友会 侯文霞  hebei_whuer@126.com

20 河南校友会 郭  宁 765029805@qq.com



21 河南安阳校友会 张海亮 ayfxbzhl@126.com

22 河南开封校友会 罗全胜 hhsylqs@126.com

23 河南南阳校友会 张国良 zhangguoliang555@126.com

24 河南三门峡校友会 李保民 bm_lee@sohu.com

25 黑龙江哈尔滨校友会 黄  杨 71716102@qq.com

26 湖北武汉校友会 程  凤 cheng.feng@wuhankq.com

27 湖北宜昌校友会 江  晖 778022191@qq.com

28 湖北十堰校友会 张  永 zy968@163.com

29 湖北恩施校友会 柯昌英 es.whu@qq.com

30 湖南长沙校友会 王  蓉 83981125@qq.com

31 江苏校友会 许斌 xubinwuda@163.com

32 江苏常州校友会 蒋俊杰 248343005@qq.com

33 江苏苏州校友会 余小兵 yuxiaobing@wlsholdings.com

34 江苏无锡校友会 冉承龙 187237448@qq.com

35 江西校友会 叶  旋 410276428@qq.com

36 辽宁大连校友会 崔  巍 cwsll@163.com

37 辽宁沈阳校友会 王一鑫 yixin_whu@163.com

38 内蒙古校友会 李树云 9031551@qq.com

39 内蒙古包头校友会 杨育林 yyl5322@163.com

40 内蒙古巴彦淖尔校友会 王利云 nmgxywly@163.com

41 宁夏校友会 顾靖超 16340002@qq.com

42 青海校友会 史正清 szq00052@163.com

43 山东校友会 姜玖华 44556602@qq.com

44 山东青岛校友会 侯新军 283224153@qq.com



45 山西校友会 杨  堃 tyyk@sina.com

46 西安校友会 王江科 wjkwhu@foxmail.com

47 上海校友会 肖强海 michaelshore@163.com

48 四川校友会 吴卓立 wu_zhuoli@qq.com

49 四川乐山校友会 唐书怡 76025459@qq.com

50 四川宜宾校友会 侯冬梅 30360346@qq.com

51 天津校友会 李静 834706896@qq.com

52 西藏校友会 华成硕 976743859@qq.com

53 新疆校友会 王明学 654410622@qq.com

54 云南校友会 张衍辉 527729770@qq.com

55 浙江校友会 赵  杰 office@whuzj.com

56 浙江湖州校友会 成  逸 17672858@qq.com

57 浙江宁波校友会 尉宾娟 2231455076@qq.com

58 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 熊莹睿 451209526@qq.com

59 武汉大学EMBA校友会 梅  玲 meiling@daton.com.cn

60 武汉大学MBA校友会 黄恩东 690039956@qq.com

61 澳门校友会 钟  立 zhongli@mc.icbc.com.cn

62 香港校友会 张萧宇 sharon.zhang@szlegal.com

63 台湾校友会 刘荣辉 herbertliu43@gmail.com

64 奥地利校友会 钱发强 faqiang.qian@gmail.com

65 澳大利亚校友会 姜博文 jiangbowen1204@gmail.com

66 丹麦校友会 张  晨 Zhangchen1983@gmail.com

67 德国校友会 占  坤 seriouszhan@gmail.com

68 法国校友会 谌  利 lichenx@msn.com



69 加拿大南安省校友会 柯璇  xuan_ke@hotmail.com

70 加拿大大多区校友会 聂广海 Guanghai.nie@gmail.com

71 加拿大渥太华校友会 李  翘 lq.letitia@gmail.com

72 加拿大温哥华校友会 徐海燕 helenx@hotmail.com

73 加拿大卡尔加里校友会 杨洪洲 yanghongzhou2011@gmail.com 

74 加拿大蒙特利尔校友会 索  菲 sophielu.lu@gmail.com

75 加拿大埃德蒙顿校友会 陈凌云 lingyun.chen@ualberta.ca

76 美国大纽约地区校友会 info@nywhu.org

77 美国波士顿校友会 蔡玉 sallycai0109@gmail.com

78 美国华盛顿地区校友会 黄亮 Owlyxx@yahoo.com

79 医学部海外校友会 彭晓青 xq.peng2011@gmail.com

80 美国俄亥俄州校友会 丘红 h_qiu@hotmail.com

81 美国北加州校友会 巨辉 juhui0419@gmail.com

82 美国南加州校友会 郑亚兰 yalan.zheng@gmail.com

83 美国乔治亚州校友会 罗飞军 frank.luo@gmail.com

84 美国休斯敦校友会 谢  忠 zhong8864@yahoo.com

85 美国芝加哥校友会 周  至 ChicagoWHUAlumni@outlook.com

86 美国达拉斯校友会 张  静 Jingzhang92@hotmail.com

87 美国华盛顿州校友会 肖和民 hermanx@gmail.com

88 美国威斯康星州校友会 康雨豪 yuhao.kang@wisc.edu

89 新加坡校友会 贺玉荣 heyurong001@gmail.com

90 日本校友会 黄星婉
info@whuaa.jp

xxhuang27@qq.com

91 瑞士校友会 石文敏 wenmin.shi@bluewin.ch

92 新西兰校友会 方  玲 breezeinnz@hotmail.com



93 英国校友会 萧  岚 xiao.l@outlook.com

94 爱尔兰校友会 李莎莎 li_sha_sha@hotmail.com

95 荷比卢校友会 朱  丹 danzhu66@gmail.com

96 俄罗斯校友会 高颜秋雨 qgaoyan1@jhu.edu

97 东非校友会 陈  璐 23927542@qq.com

98 尼泊尔校友会
Sarbottam 

Shrestha（塔
姆）

sarbottam@gmail.com

99 斯里兰卡校友会
Wimal 

HEWAMANAGE(维
马)

wimal@bs.cmb.ac.lk

100 老挝校友会
Xayyavong 
Chittavong
（赛亚翁）

xchittavong@gmail.com

101 韩国校友会 崔允瑄 joey5080@naver.com

武汉大学院系校友工作联系方式

序号 院系名称 院系联络人 邮箱地址

1 基础医学院 刘老师 892113554@qq.com

2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唐老师 tanghui@whu.edu.cn

3 电子信息学院 陈老师 shday@whu.edu.cn

4 第二临床学院 孙老师 492538763@qq.com

5 药学院 谈老师 tan@whu.edu.cn

6 医学职业技术学院 吴老师 wdyzzbb@163.com

7 电气与自动化学院 杨老师 395811904@qq.com

8 工业研究院 肖老师 Xiaomi@whu.edu.cn

9 口腔医学院 张老师 578449353@qq.com

10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吴老师 wuyuan@whu.edu.cn



11 印刷与包装系 张老师 737795993@qq.com

12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王老师 1031142531@qq.com

13 第一临床学院 程老师 937329191@qq.com

14 法学院  王老师 37722361@qq.com

15 信息管理学院 傅老师 fuling@whu.edu.cn

16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魏老师 weixiuqin@whu.edu.cn

17 国际教育学院 莫老师 792700525@qq.com

18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老师 00001872@whu.edu.cn

19 医学部机关 黄老师 hyj2929@126.com

2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周老师 zhoujuan@whu.edu.cn

21 动力与机械学院 孙老师 112645768@qq.com

22 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 魏老师 weimin@whu.edu.cn

23 水利水电学院 刘老师 liujiamei@whu.edu.cn

24 文学院 王老师 wangruofei2005@126.com

25 历史学院 屈老师 940645@qq.com

26 城市设计学院 王老师 00200165@whu.edu.cn

27 测绘学院 杨老师 kjyang@sgg.whu.edu.cn

28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老师 281210117@qq.com

29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赵老师 weiz@whu.edu.cn

30 计算机学院 傅老师  jfu@whu.edu.cn

31 社会学院 陈老师 631856536@qq.com

32 新闻与传播学院 朱老师 465192147@qq.com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老师 Sunxiaoling1967@126.com

3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王老师 276797751@qq.com



35 网络安全学院 李老师 63841210@qq.com

36 生命科学学院 余老师 5665001@qq.com

37 健康学院 田老师 610246520@qq.com

38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林老师
52862231@qq.com

39 数学与统计学院 刘老师 liu_yuhui@whu.edu.cn

40 哲学学院 邓老师 52dengliping@163.com

41 艺术学院 张老师 51570391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