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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国际文化学院(盖章)制表日期：2018-04-08 
 

序号 考生编号 姓 名 考试方式 志愿类别 专项计划 
初试 复试 最终 是否 

拟录取专业 学习方式 录取类别 备注 成绩 成绩 成绩 拟录取           

1 105748000000725 张雪婷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0.0 75.5 71.75 是 (040102)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 105748000000784 郑云超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23.0 68.15 66.38 是 (040102)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 105748000001221 禤颖怡 全国统考 校内调剂 无专项计划 351.0 70.75 70.48 是 (040102)课程与教学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 105748000004671 麻莉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88.0 82.0 79.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 105748000004800 郑君仪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89.0 81.25 79.5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 105748000004832 邱敏敏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81.0 82.75 79.4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加 10分 

7 105748000004714 蒋婵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81.0 82.65 79.4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8 105748000004608 李丽霞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78.0 81.95 78.7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9 105748000004651 郑玉馨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74.0 82.25 78.5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0 105748000004649 王璐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70.0 82.6 78.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1 105748000004597 冯艺斐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8.0 84.65 78.1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2 105748000004699 周弯弯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83.0 79.6 78.1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3 105748000004725 刘欣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80.0 80.15 78.0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4 105748000004605 陈钰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6.0 82.55 77.8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5 105748000004602 何雨佳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9.0 83.35 77.5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6 105748000004647 陈佳妮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8.0 81.4 77.5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加 10分 

17 105748000004804 易诗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6.0 81.65 77.4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8 105748000004716 蔡晓媛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9.0 80.5 77.15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9 105748000004628 黄碧芬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73.0 79.2 76.9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0 105748000004679 唐青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75.0 78.6 76.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1 105748000004620 胡靖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4.0 82.55 76.6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2 105748000004676 冯迪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76.0 77.95 76.5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3 105748000004697 孙悦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2.0 82.55 76.4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4 105748000004783 李迟露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8.0 81.0 76.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5 105748000004692 熊瑶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9.0 78.0 75.9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6 105748000004637 陈丽红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77.0 76.3 75.85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7 105748000004666 完颜金丽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8.0 80.05 75.8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8 105748000004762 严秋文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3.0 78.75 75.6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9 105748000004614 鲁倩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6.0 78.05 75.6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0 105748000004726 庄淑妮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3.0 78.15 75.3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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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5748000004830 左玲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83.0 73.85 75.2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2 105748000004641 黄云祥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1.0 77.8 75.0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3 105748000004787 欧丽娥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71.0 75.5 74.85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加 10分 

34 105748000004690 陈芳子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2.0 78.9 74.65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5 105748000004754 伍淑仪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1.0 77.0 74.6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6 105748000004835 贺震东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4.0 78.15 74.4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7 105748000004704 杨希旦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9.0 78.7 74.25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8 105748000004672 刘影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6.0 75.25 74.2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9 105748000004717 向导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1.0 78.25 74.2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0 105748000004599 王丽云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3.0 75.8 74.2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1 105748000004633 程泽楠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0.0 76.25 74.13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2 105748000004631 刘日林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5.0 77.2 74.1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3 105748000004813 王丹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1.0 75.9 74.05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4 105748000004731 魏静仪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8.0 75.6 73.6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5 105748000004733 黎玉珍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4.0 74.0 73.4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6 105748000004805 冷欣悦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8.0 76.2 72.9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7 105748000004683 吴奇凡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8.0 76.15 72.88 是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8 105748000004777 邓若芬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0.0 73.4 72.7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49 105748000004668 涂雪雪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0.0 72.7 72.35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0 105748000004773 杨丽君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7.0 72.8 72.1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1 105748000004803 薛冰洁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66.0 71.0 72.1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2 105748000004675 潘利梅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9.0 74.05 71.93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3 105748000004700 张露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6.0 74.35 71.78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4 105748000004638 张雅萍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6.0 74.15 71.68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5 105748000004686 李贞丽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6.0 73.35 71.28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6 105748000004817 胡蝶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1.0 71.2 70.7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7 105748000004688 侯茂源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6.0 72.0 70.6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8 105748000004696 胡纯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3.0 70.25 70.43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59 105748000004654 段灿灿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8.0 70.9 70.25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60 105748000004691 任丹丽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7.0 70.95 70.18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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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05748000004837 傅婷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7.0 69.15 69.28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62 105748000004660 王琳琳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59.0 65.85 68.83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63 105748000004682 李晓昀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7.0 67.55 68.48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64 105748000004822 翟紫筠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7.0 67.45 68.43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65 105748000004833 邵溪溪 全国统考 第一志愿 无专项计划 344.0 67.45 68.13 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候补录取 

66 105748000001102 袁俊莉 全国统考 校内调剂 无专项计划 340.0 63.1 65.55 是 (0501Z1)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7 100338434130044 张强 全国统考 校外调剂 无专项计划 352.0 79.95 75.18 是 (0501Z1)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8 103848213701082 李一凡 全国统考 校外调剂 无专项计划 338.0 68.5 68.05 是 (0501Z1)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9 102698113010148 代阿鑫 全国统考 校外调剂 无专项计划 331.0 64.35 65.28 是 (0501Z1)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70 105118104300609 范颖佳 全国统考 校外调剂 无专项计划 328.0 69.25 67.43 否 (0501Z1)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71 102718201803979 郇嘉慧 全国统考 校外调剂 无专项计划 366.0 0.0 36.6 否 (0501Z1)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72 105598210013761 韦晓惠 全国统考 校外调剂 无专项计划 351.0 0.0 35.1 否 (0501Z1)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73 106108045300278 屈杉杉 全国统考 校外调剂 无专项计划 321.0 0.0 32.1 否 (0501Z1)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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