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准考证号 调剂学院 调剂专业 备注
李芹 104877000130722 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李玉玺 107307021013496 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程庆富 105207666608169 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吴祥 105117136412018 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章文雅 102957212404414 政法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李佳楠 105117101400165 政法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宋雯 103707210003653 政法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赵杨 103197342211430 政法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张雪媛 103577260002160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张珺 103587260007297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周惠红 102767263700708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蒋海波 102807260010790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宋雪 103577260002138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王桦 103587260007304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杨超 103577260001856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丁静 102807260010633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邱伟伦 103197320802506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周胜楠 102467260018987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张雨 100537261011998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杨益晨 103197321807585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梁卫士 104597410550152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骆澜 103577260002301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闫笑笑 105207666605735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王自娟 104877000132602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刘龙飞 106117523030377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崔菂 103197340109932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赵涵 103577260002144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刘倩妹 100347229880221 政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赵恂 102907260901116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王晶晶 100557333307109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张可心 103577210002551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张晓梅 102867340310403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郑凤竹 104847410002424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孙梦祥 105207666607070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王宸来 106107030100630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晏志远 106527351021944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开金英 103197322108696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朋琪 105207666608265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徐梦婕 102767210100180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蒋凯 102867370112239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吴云强 103197370913526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张守坤 107307026009325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刘洋 104597410560562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朱余辉 105207666608389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吴鑫 103577210002495 政法学院 法律（法学）
王琳 102007210201377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吕卫东 105117101400629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鲁阳 103707210003688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邓鹏飞 105117101400083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郭丽琴 101667100000715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张国锦 101127001105604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庄萍 103197322108815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王璐 105117101400355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任红梅 104457690003376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高晋豫 105117101400384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裴丽珍 103197142001260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李婷 100947010000044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宋晓纯 105747000007673 政法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周丹丹 105117107404164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姚嵩 10414705010500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余星童 103707210001162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张坚作 10542743150920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马浪浪 105117107404331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滕静静 104457690005366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徐雁珊 102707000004275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王秋瑞 102857210603660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李娟 10574700000788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瞿小庆 103707210000992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徐蕊 103517211200011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刁晓敏 11078704510302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栾鑫 10200721040176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田林 10370721000101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路正杰 102857210603645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李传刚 10445769000549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唐美玲 105747000008305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厉梦琪 104457690001180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赵俊慧 103707210001161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钱保会 106357308029486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殷陈力 105117107404279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李娇娇 103707210001054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张慧中 10285721060357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韩璐 10183721121102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张慧 107307021006604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汪亮亮 103707210001027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骆杨 103737210000241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顾宁静 102857210603414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徐浩 111177210104113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张若琳 105747000007923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胡盼盼 103707210001111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周静 103707210001121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郑雅文 103577210003210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马园园 107307021006603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非全日制
何自如 103197340610800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张雅琼 105597210000608 文学院 文艺学
颜佳丽 111177210104130 文学院 文艺学
林彤 103207210800255 文学院 文艺学
徐倩 103707210001431 文学院 文艺学
李抒韦 111177210106996 文学院 文艺学
顾倩 102007210402041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赵越 103707210001282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刘婕 104877000132430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丁冀荣 105427360105337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龚子登 102707000004160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智杰 100327050102304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古玉莹 111177210107019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王肖肖 103947210071727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张永慧 111177210104728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江婷婷 104037030380002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郝苗苗 100327050103003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樊学敏 101087210001771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张纪辉 100287620900008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梁晨静子 103577210004585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穆树荣 111177210104732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陈斯柔 111177210106184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徐慧敏 103207210803086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镡银银 107307021006984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周青 103197320802954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钟梦婷 100327050106126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杜东妮 102007210402271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许潼 105127210460360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彭亚茹 102807210013748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彩蓉 104037030410095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真 102807210010298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靳莹晖 102697101060060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张露洋 103577210004623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康健 106107050100065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陈华玉 102707000004173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许玲 103197322108821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袁根福 103197320804654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黄亚青 103947210153892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方成 103947210050392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孙菁 103207211202950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董娜 140987210400078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非全日制
郑桦 103197340811004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李婷婷 104767000120237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王梦竹 103197322008619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刘天宇 102007211104764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周心馨 102707000004330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张雨彤 101657000003003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王璐 103207211202951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刘芯彤 102007211104708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谢舒婷 101657000002933 数学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李王 103077888880760 数学科学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邓芹 102907210805334 数学科学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梅有胜 105617000006593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有机化学
陈爱娟 103197141301064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张巧巧 10251721000550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李梅 100567013612160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窦仁好 103587210002359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杨倩倩 102907210405288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李梁 102907210405074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王紫群 106107070300073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祁梦宇 104597411070006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王想想 102807210010296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袁楠楠 102907211805298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杨曼玉 103197340410533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王煦林 10280721001072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邓庆华 103577210009744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张福庆 10359721000332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凡小云 102717000002115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徐昭东 102867330609822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丁敏 103197340610748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范亚男 107187140405681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于飞 103197320803383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金弘烨 103197440616080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王书恬 10319722070169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洪娟 10542743260199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荣光耀 103197322108766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徐奕菊 103197340110009 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
裴丹丹 106117004040028 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
喻竹西 102937211302749 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
王成柱 105117104402555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学
潘日余 102697151090066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学
闫竹青 103457210000646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学
李霞 106357305012445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吴悦 102937211603204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曹宇婷 103197320803479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朱士蓉 103197432616016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许夏露 104597410790074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纪强林 100757040000048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
赵立新 100757040000047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
牛朋朋 102857210402018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潘露佳 100287112800433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刘桂荣 104767001020915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刘哲 104467700000696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孙婕 102707000004153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陈丽琴 103207210500557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高喜婴 104767000920287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于金丽 104757045300026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张志军 106357316048961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
方舟 103707210001640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王丹 110787045101212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张同珍 102707000001072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金卉 140987210100021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非全日制
颜华阳 111177210503272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陈露 103707210000447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非全日制
卞雨馨 103207211003015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丁红艳 100287112802028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夏秀青 106367045115034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程婷 104757045115043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赵梦可 104757045115070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王东兴 101657000000450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张梦娣 103707210000456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非全日制
叶灵芝 111177210703317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非全日制
林婧 103197141901185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夏爱玲 107187620212595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杨婕 106357305016602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胡美娜 100287371300051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曹素芳 104757045108050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非全日制
丁宁 105747000001406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非全日制
汪凡 103197342911593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屈阳阳 105747000001401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王青 102947100906911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陆双杰 104757077101026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曹珍萍 104757077102042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李胜楠 105427410808540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肖枫 100347229920119 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房媛 107187360108737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非全日制
昝丛丛 104457690004305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卓靓婷 103947210050423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程菁 10319734061079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朱文静 11117721070559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李怡晨 10574700001067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汪攀 104457690003785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非全日制
于飞 103197320803383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赵悦 102007210100957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赛明倩 101657000000917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
高晓娟 106377020220341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
杜怡霖 100277218040952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
王春荣 106357306024124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
张雪琴 106357305017457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
高猛 101657000000684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
王强强 102937210103870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徐荣荣 103007211001169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陈韵秋 103577210010497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袁浩然 104977400337108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程青青 103577210010335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刘一瑾 102167003000108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孙前进 103007211001141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李璨 102917212002493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张文静 103007211002206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刘亚军 102957211905307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董坤 102917210604263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王家伟 102997211305174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张萝献 102907210607469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林英新 102167003000048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陈中秋 102937210102789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纪艳艳 103847213412551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孙佰玲 100197022073320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孙雨琛 103577210010041 生命科学学院 水生生物学
张婷婷 103077888881669 生命科学学院 水生生物学
戈敏 103077888881038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
王奕然 105117115409587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
徐金同 105337431511973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学
李志超 110657850007310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张孝春 103597210000526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张婉君 105617000007478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高龙健 10357721001155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曹萍萍 10252721000168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王橙橙 10357721001059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侯金秋 10019703406396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王梦月 10294710070663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褚梦玉 10280721001023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陈诚 10511712141058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郭耀丹 10255700000094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朱涛 1016570000041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王倩 10252721000034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刘扬利 102857210905923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廖长伟 105427370109515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刘劲松 107187612202761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顾雪梅 103197613917020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刘雪 102857210905933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何爽 102007210502394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田美玲 105117109405389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肖洋 105427411509524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杨柳 107187141907120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聂文静 111177210206635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高丹丹 103197322309409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许珂 104767001110140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周梅因 105747000009718 历史与社会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李瑞飘 104767001110137 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史
党彩霞 107187142007181 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史
薛添天 111177210205516 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史
郭鹏杰 107187140906074 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史
林琳 103357000913161 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史
高月宝 105117109405573 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史
张子硕 103197322008515 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史
秦敏杰 105427414501643 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史
鲁涛 107187140906077 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史
陈蒙蒙 104757130400040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刘位东 103707210002116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牛青青 103197320805241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陈哲 103707210002085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王婧娴 103317210601288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钟浩然 104187210120015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孙媛媛 104457690005310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吕晨 107277161380120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崔北坤 103197340610783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颜善青 100717030700708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王晓静 105747000003074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孟凡生 102777210000891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关向前 102857210503118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丁远台 100437171031464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蒋臣 103707210000751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夏琪 10043717103142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许杰 111177210704824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成婧婧 103457210001714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金书娟 10445769000619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宋鹏 104187210090023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郭振雷 102697151010251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代和平 103207211002775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徐沛雯 10370721000164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石磊 103457210001930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杨星星 10027799804177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陈丹丹 103737210000190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栗青青 105117110406394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高远 103707210001746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王小燕 106377050331676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高原 10359721000035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吴章立 107187150107310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徐萌 10718734080853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孙露露 106027045108064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代和平 103207211002775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王丹 110787045108254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林瑞昕 106367045108054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赵赛洁 10346700000155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邓家政 103457210001715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孙元元 10346700000149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李文珠 103207211003060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非全日制
刘慧 103787212700205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段浩 103787212700178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梦宇 809017120502006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仅 102907210704285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