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语言大学2019年推免生拟录取考生名单
姓名 录取专业 毕业单位 毕业专业 总分 是否录取
彭珮 025100金融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学 89.50 拟录取

李乾坤 030206国际政治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91.40 拟录取
孟繁智 030206国际政治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90.10 拟录取
段彤彤 040102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1.60 拟录取
董小娇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东北石油大学 汉语言文学 73.00 拟录取
费献欧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英+西”复语) 82.00 拟录取
甘嘉铭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7.90 拟录取
梁熙媚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江西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3.50 拟录取
欧炳珍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深圳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90.50 拟录取
施梦泽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北京语言大学 翻译(英语方向) 90.10 拟录取
杨立梦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海南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75.80 拟录取
于明慧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大连海洋大学 日语 91.20 拟录取
占田田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苏州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9.00 拟录取

郑逍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四川大学 汉语言文学(基地班) 82.60 拟录取
冯耀琳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云南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9.90 拟录取
高倩倩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8.80 拟录取

李谨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学 87.60 拟录取
骆香莹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4.20 拟录取
任婧瑶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山西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4.30 拟录取
唐倩倩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8.00 拟录取
王雪纯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辽宁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87.70 拟录取

肖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吉林大学 汉语言文学 91.10 拟录取
张旭蕾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云南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9.30 拟录取
李舒馨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8.70 拟录取
谷小蕾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9.30 拟录取
李艳婷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西北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 69.80 拟录取
刘科拉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南昌大学 汉语言文学 88.60 拟录取
庞镕榕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0.20 拟录取
王芊芊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安徽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84.70 拟录取
谢永慧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山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78.00 拟录取

张睿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南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8.20 拟录取
陈洁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宁夏大学 汉语言文学(文秘) 78.70 拟录取

陈昳可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浙江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6.90 拟录取
陈子凡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苏州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2.80 拟录取
姜林宏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山东师范大学 汉语言 85.80 拟录取
卢方红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浙江工业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2.50 拟录取
秦帅杰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河南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88.30 拟录取
孙瑾娴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安徽大学 汉语言文学 82.00 拟录取
谈日星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85.50 拟录取
李雪阳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学 84.10 拟录取
乔金秋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学 88.00 拟录取
张咏言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学 85.70 拟录取
朱晓玲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天津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84.60 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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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玉茁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河北大学 广告学 82.80 拟录取

马瑞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学 84.90 拟录取
何芳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学 88.80 拟录取

李静晗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西南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 90.10 拟录取
李玮蓉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学 83.60 拟录取
汤洁岩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河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86.80 拟录取
王伟雅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河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78.00 拟录取

玉郴 0501Z2语言智能与技术 陕西师范大学 秘书学 83.60 拟录取
张宇晴 0501Z2语言智能与技术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 89.50 拟录取
才博雯 0501Z4语言病理学 北京语言大学 特殊教育 93.10 拟录取
陈菀怡 0501Z4语言病理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92.30 拟录取

王萌 0501Z4语言病理学 北京语言大学 特殊教育 91.00 拟录取
何晓奕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西南民族大学 英语 81.40 拟录取
买文静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英语 81.00 拟录取
郑连菲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曲阜师范大学 英语(师范) 77.90 拟录取
申莎娜 050202俄语语言文学 北京语言大学 俄语 84.20 拟录取
杨雪楠 050202俄语语言文学 辽宁大学 俄语 85.40 拟录取
邓昱雯 050203法语语言文学 湘潭大学 法语 84.90 拟录取
刘帝君 050203法语语言文学 三峡大学 法语 80.40 拟录取
冯锶宇 050205日语语言文学 燕山大学 日语 81.00 拟录取
李安琪 050205日语语言文学 辽宁大学 日语 80.10 拟录取
辛乐晨 050207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北京语言大学 西班牙语 90.10 拟录取
韩心蕾 050208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山东师范大学 阿拉伯语 81.10 拟录取

沈硕 050208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阿拉伯语 86.60 拟录取
张文华 050210亚非语言文学 延边大学 朝鲜语 83.60 拟录取

陈烨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 88.20 拟录取
高洁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天津理工大学 英语 79.50 拟录取

解镇宇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 84.90 拟录取
骆弟雪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遵义医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 76.50 拟录取
马晓彤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河北农业大学 英语 75.80 拟录取
王秋梅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天津商业大学 英语 71.90 拟录取
赵媛霞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 78.00 拟录取
郭春莹 0502Z2翻译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英语 78.70 拟录取

张羽 0502Z2翻译学 燕山大学 日语 88.10 拟录取
李婧 050302传播学 天津医科大学 英语(医学方向) 90.50 拟录取

卢海婷 050302传播学 北京语言大学 新闻学 93.60 拟录取
危欢 050302传播学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学 79.80 拟录取

刘玲玲 055101英语笔译 北京语言大学 翻译(本地化) 86.70 拟录取
岳圣雅 055101英语笔译 北京语言大学 翻译(本地化) 75.50 拟录取
张雪薇 055101英语笔译 河北经贸大学 商务英语 81.30 拟录取

姬娜 055102英语口译 黑龙江大学 英语 73.40 拟录取
尉建楠 055102英语口译 山西师范大学 英语 75.60 拟录取
张泽润 055102英语口译 首都师范大学 英语 77.40 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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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悦 055103俄语笔译 大连外国语大学 俄语 89.80 拟录取
孙璐 055106日语口译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语 86.60 拟录取

吕利贝 055107法语笔译 河南大学 法语 82.40 拟录取
周彦婕 055108法语口译 湖南师范大学 法语 82.60 拟录取
张晶云 055111朝鲜语笔译 延边大学 朝鲜语 86.70 拟录取
马颖睿 055112朝鲜语口译 大连外国语大学 朝鲜语 93.40 拟录取
周筱璇 055112朝鲜语口译 中央民族大学 朝鲜语 92.90 拟录取

李琳 055113西班牙语笔译 北京语言大学 西班牙语 88.40 拟录取
王月瑶 055113西班牙语笔译 北京语言大学 西班牙语 94.90 拟录取
马小菁 055115阿拉伯语笔译 西北师范大学 阿拉伯语 79.40 拟录取
赵涌盛 055116阿拉伯语口译 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语 85.00 拟录取
郝宇星 081203计算机应用技术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学 87.60 拟录取
谢婉莹 081203计算机应用技术 北京语言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81.30 拟录取

韩静 125300会计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8.10 拟录取
刘杨帆 125300会计 北京语言大学 会计学 80.60 拟录取
马笑梅 125300会计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92.90 拟录取

郭睿 135107美术 北京语言大学 绘画 88.20 拟录取
刘欣蕊 135107美术 北京语言大学 绘画 85.50 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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