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淮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第一批）

拟录取学院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领域） 姓名 录取类型 备注

政法学院 105428322205563 思想政治教育 吕湘湘 学术型 调剂

政法学院 107108141458040 思想政治教育 周慧娟 学术型 调剂

政法学院 105118101400317 思想政治教育 曾红霞 学术型 调剂

政法学院 106978142008250 思想政治教育 刘琦 学术型 调剂

政法学院 107308021013841 思想政治教育 陶执青 学术型 调剂

政法学院 10270800000778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李智慧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11178210009512 文艺学 陈婧婷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3738212500426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秦小凤 学术型 一志愿

文学院 111178210008068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刘畅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3198512619514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唐青海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0328050102371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刘亚茹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4878000133011 汉语言文字学 杜微微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11178210008774 汉语言文字学 陈娜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5118108406508 汉语言文字学 黄超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3198321808816 中国古典文献学 朱晨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2708000005636 中国古典文献学 陈惠敏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3738212700434 中国古代文学 刘璐璐 学术型 一志愿

文学院 105428340606960 中国古代文学 冯慧慧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3948210072409 中国现当代文学 刘慧慧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3948210072307 中国现当代文学 刘亚雯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00288140900053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薄丽娜 学术型 调剂

文学院 118468007002101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袁笑 学术型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3578210010258 基础数学 段博韬 学术型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5748000007375 基础数学 刘思琴 学术型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3738213100479 基础数学 仇恒方 学术型 一志愿 

数学科学学院 103738213200484 计算数学 张蔓蔓 学术型 一志愿 

数学科学学院 10373821330049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王伟杰 学术型 一志愿 

数学科学学院 103738213400496 应用数学 赵殿英 学术型 一志愿 

数学科学学院 103738213400500 应用数学 王敬敬 学术型 一志愿 

数学科学学院 103738213400499 应用数学 赵敏 学术型 一志愿 

数学科学学院 103738213500503 运筹学与控制论 曹尹平 学术型 一志愿 

数学科学学院 103738213500504 运筹学与控制论 李文杰 学术型 一志愿 

数学科学学院 105118111408945 课程与教学论 王蕊 学术型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0288412300016 课程与教学论 涂冬雪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28 有机化学 赵贝贝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32 有机化学 从飞虎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30 有机化学 于威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35 有机化学 孙佳兵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22 有机化学 张文杰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27 有机化学 刘琦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38 有机化学 徐海龙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25 有机化学 孙明利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40 有机化学 孙莉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26 有机化学 王志鹏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34 有机化学 朱陈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23 有机化学 纪鑫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600511 无机化学 朱世从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600510 无机化学 朱威威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600512 无机化学 胡一也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578210010720 无机化学 任小高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2858211511078 无机化学 杨帆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2478340610877 分析化学 何琳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39 分析化学 朱雪皎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700516 分析化学 吕洁茹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700515 分析化学 李娇娇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2868340611949 物理化学 朱兆伟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4598411610005 物理化学 单珂昕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2858211511069 物理化学 姜珊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31 物理化学 潘卫东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1458000009401 物理化学 吴惠惠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900544 物理化学 蒋慧莹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900541 物理化学 陈男男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2878210606352 物理化学 唐传凯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198342213314 物理化学 韩会娟 学术型 调剂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4000548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王涛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4000549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张航宇 学术型 一志愿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0373821380052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魏涵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3738210500025 教育学原理 李丽丽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500022 教育学原理 秦晓杰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500023 教育学原理 赵蕾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600038 课程与教学论 张蕾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600031 课程与教学论 耿超群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700056 学前教育学 陈晨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700050 学前教育学 袁沫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700054 学前教育学 邓少雯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800069 高等教育学 吕婉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800065 高等教育学 陈茜茜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800063 高等教育学 陈会玲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0800060 高等教育学 杨雯雯 学术型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2868321608553 高等教育学 王娅诺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3578210003817 高等教育学 马晓悦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4458690000419 高等教育学 宋吉凯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6358305039353 教育技术学 张玲慧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3458215505134 教育技术学 尹爽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3708210001305 教育技术学 江佳琪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6358305045100 特殊教育学 汤青青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5118104402783 特殊教育学 袁美英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1658000000819 特殊教育学 徐林康 学术型 调剂

教育学院 101658000000809 特殊教育学 徐子淇 学术型 调剂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738214500565 材料物理与化学 柯晓春 学术型 一志愿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738214500566 材料物理与化学 潘申成 学术型 一志愿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598210001876 材料物理与化学 王俊松 学术型 调剂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2878210606356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凯峰 学术型 调剂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588210000305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李苗 学术型 调剂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738214600570 材料学 梅飞飞 学术型 一志愿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738214600568 材料学 李青松 学术型 一志愿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738214600572 材料学 胡康 学术型 一志愿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378210005683 材料学 徐倩倩 学术型 调剂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738214700576 材料加工工程 祝晶晶 学术型 一志愿

生命科学学院 103738214100550 植物学 杨雨 学术型 一志愿

生命科学学院 103738214100553 植物学 张苗苗 学术型 一志愿

生命科学学院 107128134061624 植物学 曹琪琪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3078020181124 植物学 赵恒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3078020184341 动物学 徐继伟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6998370815827 水生生物学 梁艳红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2698132010056 水生生物学 王梓燕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3198321909300 水生生物学 张菲云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3738214200559 微生物学 乔洁 学术型 一志愿

生命科学学院 105118115411539 微生物学 高文慧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5598210002108 微生物学 余婷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5598210002113 微生物学 许海涛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2698134050092 遗传学 陈思晓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3578210011016 遗传学 徐雯洁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6358317121803 遗传学 穆方方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373821440056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于江珊 学术型 一志愿

生命科学学院 103578210011039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孟雪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285821231599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汪萌 学术型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4228510910575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张岩 学术型 调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3738214800597 软件工程 谷鹏 学术型 一志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3738214800584 软件工程 冯照石 学术型 一志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3738214800578 软件工程 赵文竹 学术型 一志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2908211706264 软件工程 刘凡 学术型 调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3578210013046 软件工程 丁雪红 学术型 调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03578210013047 软件工程 朱远洋 学术型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38213000470 中国史 刘士伟 学术型 一志愿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38213000469 中国史 高磊 学术型 一志愿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38213000461 中国史 许珂 学术型 一志愿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38213000476 中国史 黄端胜 学术型 一志愿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38213000450 中国史 金瑞 学术型 一志愿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38213000444 中国史 任震宇 学术型 一志愿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4768001110081 中国史 和乐乐 学术型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2848211013974 中国史 张文琪 学术型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08210003159 中国史 钟燕 学术型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08210003145 中国史 江智健 学术型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08210003088 中国史 胡灿 学术型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2858210908060 中国史 杨锐 学术型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6978340606213 中国史 赵问 学术型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3708210003160 中国史 常宗陈 学术型 调剂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19 美术学 姚明睿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37 美术学 蔡青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42 美术学 张智源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41 美术学 张景丽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44 美术学 刘帅克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30 美术学 方莉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46 美术学 胡如如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26 美术学 宋利勤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35 美术学 郝靖靖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54 美术学 祝泗玉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16 美术学 张嘉雯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38215100647 美术学 许亚菁 学术型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08210002577 美术学 陈昕妍 学术型 调剂

美术学院 104598411830101 美术学 郭畅 学术型 调剂

体育学院 103738211100082 体育教育训练学 郭盛楠 学术型 一志愿 

体育学院 103738211100088 体育教育训练学 贾富米 学术型 一志愿 

体育学院 103738211100099 体育教育训练学 魏登科 学术型 一志愿 

体育学院 103738211100086 体育教育训练学 王健雄 学术型 一志愿 

体育学院 103738211100110 体育教育训练学 陈长江 学术型 一志愿 

体育学院 103738211100089 体育教育训练学 汪艳将 学术型 一志愿 

体育学院 103738211100087 体育教育训练学 孙幸兰 学术型 一志愿 

体育学院 103738211100100 体育教育训练学 任若晨 学术型 一志愿 

体育学院 103738211100096 体育教育训练学 张明来 学术型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0600034 课程与教学论 何广宁 学术型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0600028 课程与教学论 杨晓琳 学术型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2900443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曹凡 学术型 一志愿

音乐学院 103738210600041 课程与教学论 陈艺玮 学术型 一志愿

经济学院 1037382101000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谢飞梦 学术型 一志愿



经济学院 1037382101000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夏梦 学术型 一志愿

政法学院 104878000134629 法律（非法学） 程宇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3578260002325 法律（非法学） 沈玉红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3198340512441 法律（非法学） 程玉娇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5208666606513 法律（非法学） 张春红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5208666606028 法律（非法学） 刘祥辉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3588260008238 法律（非法学） 邓柳君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3198320803223 法律（非法学） 杨明洋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3198340612586 法律（法学） 张贺雨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3198320802942 法律（法学） 渠美美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3198340212016 法律（法学） 徐含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4848410060525 法律（法学） 武瑶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2858210302163 法律（法学） 翁秀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4878000132808 法律（法学） 张继芹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2808210012647 法律（法学） 王静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6528301030132 法律（法学） 侯晓寅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6528301062205 法律（法学） 武高坤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3738211300143 学科教学（思政） 葛婕婕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政法学院 103738211300140 学科教学（思政） 杨玉婷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政法学院 103738211300148 学科教学（思政） 魏亚萍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政法学院 102708000005755 学科教学（思政） 杨玉萍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3738211400194 学科教学（语文） 王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57 学科教学（语文） 陈留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58 学科教学（语文） 张陶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73 学科教学（语文） 崔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86 学科教学（语文） 孙辰迪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59 学科教学（语文） 陈蒙蒙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87 学科教学（语文） 裘雪霏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79 学科教学（语文） 彭佳美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69 学科教学（语文） 文世业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68 学科教学（语文） 耿雪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62 学科教学（语文） 刘希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90 学科教学（语文） 李赛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88 学科教学（语文） 朱柳园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70 学科教学（语文） 赵冰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2708000009608 学科教学（语文） 史晨阳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2708000002571 学科教学（语文） 王怡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1658000001155 学科教学（语文） 马明晶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7188612202258 学科教学（语文） 屈佳瑞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5748000010731 学科教学（语文） 高佳欣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7188211308382 学科教学（语文） 潘婷婷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5748000010331 学科教学（语文） 徐瑞敏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2708000004119 学科教学（语文） 李一聪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7198061432172 学科教学（语文） 李文婧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7188140906498 学科教学（语文） 王雅楠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2708000007357 学科教学（语文） 许常艳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1658000001193 学科教学（语文） 孟妍宏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3708210001383 学科教学（语文） 汪智惠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4468700000268 学科教学（语文） 于文斌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3578210003925 学科教学（语文） 李芹敏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5748000010391 学科教学（语文） 于晓可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2708000005656 学科教学（语文） 蒋晨玥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3708210001337 学科教学（语文） 侯敏敏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5118111408982 学科教学（数学） 李昊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5118111409053 学科教学（数学） 祁若南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4458690008317 学科教学（数学） 叶金鑫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7188370409877 学科教学（数学） 王晓艳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5748000011156 学科教学（数学） 李佳佳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2708000002635 学科教学（数学） 郑蕾聪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数学科学学院 103738211500195 学科教学（数学） 孟莹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1200130 教育管理 潘倩倩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1200123 教育管理 周静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1200120 教育管理 张一迪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45 小学教育 吴婷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41 小学教育 刘瑞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28 小学教育 郭孝倩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29 小学教育 韩丽荣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292 小学教育 吴倩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293 小学教育 杨婷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43 小学教育 陆德红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12 小学教育 陈莎莎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02 小学教育 周娟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59 小学教育 宗纯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291 小学教育 何明珠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63 小学教育 安淑子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1668100001823 小学教育 胡蓉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5118104403214 小学教育 范瑶瑶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2708000000359 小学教育 肖世荣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7188612201876 小学教育 刘蕊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3198360114143 小学教育 梁翰青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3198340612644 小学教育 刘亚培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11178210008217 小学教育 邓秋蕊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1658000002806 小学教育 梁童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2708000007892 小学教育 张贝杰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3738212200376 心理健康教育 李晓莉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200373 心理健康教育 张轶娜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200370 心理健康教育 王金凤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4758077103127 心理健康教育 刘皓宇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4758077103132 心理健康教育 王金丽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6358306071629 心理健康教育 沈春莉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7188414611647 心理健康教育 程文杰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2698116040407 心理健康教育 李淼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2178000130064 心理健康教育 栾艳红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3708210000455 心理健康教育 张鹤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5118105403680 心理健康教育 刘亚飞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5118104402381 学前教育 张亚南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2708000005654 学前教育 胡瑞月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6358305041110 学前教育 林娴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3738212300390 学前教育 杨梦竹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300402 学前教育 樊梦茹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300382 学前教育 郑欣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300387 学前教育 马天洁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300396 学前教育 昝增敏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300398 学前教育 张琳雁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400421 特殊教育 陈宣池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400422 特殊教育 冯秋燕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1658000001055 特殊教育 马梓熙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0278218041002 特殊教育 岳玲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3738212400420 特殊教育 秦晋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738214900607 电子与通信工程 桑阿凤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738214900606 电子与通信工程 梁勤妹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2868341112253 电子与通信工程 石惠敏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0338140042043 电子与通信工程 胡丽莎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2808210012578 电子与通信工程 胡锋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103378210005687 电子与通信工程 陈正慧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3738211600200 学科教学（生物） 苗娟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生命科学学院 107188530313429 学科教学（生物） 吴长菊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6358317120455 学科教学（生物） 陈林林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4458690009098 学科教学（生物） 潘丽敏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6358317120349 学科教学（生物） 陈庆英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7188370209824 学科教学（生物） 贾俊娟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2708000007101 学科教学（生物） 高艳梅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4468700003491 学科教学（生物） 陈修函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生命科学学院 105748000011750 学科教学（生物） 祁璐璐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5428422411791 学科教学（历史） 吕晨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5428414111782 学科教学（历史） 王琦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4458690008219 学科教学（历史） 吕凯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2708000006703 学科教学（历史） 金鑫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4598411250002 学科教学（历史） 王慧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历史与社会学院 105118109406789 学科教学（历史） 况欣欣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44 学科教学（英语） 焦健成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50 学科教学（英语） 鲁银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11 学科教学（英语） 崔潇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17 学科教学（英语） 齐惠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33 学科教学（英语） 王雨彤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69 学科教学（英语） 郭静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41 学科教学（英语） 刘芝玉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05 学科教学（英语） 管井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54 学科教学（英语） 李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49 学科教学（英语） 李道双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68 学科教学（英语） 胡依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59 学科教学（英语） 任小青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03 学科教学（英语） 高淑敏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71 学科教学（英语） 张盼盼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19 学科教学（英语） 蔡慧敏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22 学科教学（英语） 赵赛洁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61 学科教学（英语） 陈稳会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04 学科教学（英语） 蒋雨婷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39 学科教学（英语） 戴艳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42 学科教学（英语） 吴旋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08 学科教学（英语） 樊星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51 学科教学（英语） 尤雅茹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48 学科教学（英语） 郭清华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02 学科教学（英语） 李晏霆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18 学科教学（英语） 曹泽慧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67 学科教学（英语） 卢桂花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29 学科教学（英语） 赵显显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31 学科教学（英语） 张瑶琦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21 学科教学（英语） 王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01 学科教学（英语） 何锦琳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53 学科教学（英语） 邱成思 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美术学院 103708210002570 学科教学（美术） 秦娜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美术学院 103318210300143 学科教学（美术） 王颖宜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美术学院 107188210708331 学科教学（美术） 王洁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美术学院 104458690008039 学科教学（美术） 于晓晓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美术学院 103318210300808 学科教学（美术） 宫胜男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美术学院 100758089000003 学科教学（美术） 杨紫涵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美术学院 103708210002795 学科教学（美术） 苏静茹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美术学院 102908211905581 学科教学（美术） 陈经伟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美术学院 103198320806371 学科教学（美术） 刘晨 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政法学院 103738211300153 学科教学（思政） 张思蒙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政法学院 103738211300146 学科教学（思政） 蒋午阳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77 学科教学（语文） 何霞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75 学科教学（语文） 余默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67 学科教学（语文） 张莹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66 学科教学（语文） 魏腊梅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3738211400184 学科教学（语文） 赵莉莉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文学院 102858210604744 学科教学（语文） 朱秀芳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0948070570190 学科教学（语文） 张丽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6378040291411 学科教学（语文） 洪雅钰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文学院 102708000005943 学科教学（语文） 侯利芳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3738211200137 教育管理 李学信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1200132 教育管理 肖声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1200125 教育管理 邱书敏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21 小学教育 孙珍珍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03 小学教育 张艳红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46 小学教育 许泉水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56 小学教育 施静静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51 小学教育 李扬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100333 小学教育 李东坤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4468700001338 小学教育 张爽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4468700001449 小学教育 王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5118104401567 小学教育 王雯钰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教育学院 103738212300383 学前教育 胡明明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教育学院 103738212300392 学前教育 米玉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15 学科教学（英语） 冯学莉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65 学科教学（英语） 张宁宁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10 学科教学（英语） 李清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55 学科教学（英语） 付双燕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32 学科教学（英语） 郭若男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3738211700235 学科教学（英语） 林遇慧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外国语学院 104458690007764 学科教学（英语） 高淑芹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外国语学院 103708210001910 学科教学（英语） 彭媛婷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外国语学院 103708210002182 学科教学（英语） 王新璠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外国语学院 103458212002621 学科教学（英语） 李洁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外国语学院 103708210001922 学科教学（英语） 夏雪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外国语学院 103708210001900 学科教学（英语） 李奇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外国语学院 104768000520491 学科教学（英语） 柴素云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外国语学院 104768000520533 学科教学（英语） 刘志平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调剂

体育学院 103738211900283 学科教学（体育） 郑洪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一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