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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 推荐类型

201721020110 何宇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硕一体化

201741040115 焦天娟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硕一体化

201751010121 马金红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硕一体化

201751010208 韩艳丽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硕一体化

201751010217 刘晓英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硕一体化

201751010347 周凤鸣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硕一体化

201751010418 马鑫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硕一体化

201751010434 杨晓玲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本硕一体化

201751010343 杨晋峒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51010411 康亚芸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51010124 马燕燕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125 马展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126 秦奋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202 才让拉毛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218 李瑶瑶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253 甄锐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324 李瑛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341 王雪莉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412 李阿璇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419 马晓兰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420 马秀兰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433 姚佩君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农村师资

201751010106 董露艳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137 王忠丽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138 向晶晶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147 张凯亮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216 李小琴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221 任有婷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304 程瑞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306 豆芳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第 2 页，共 19 页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 推荐类型

201751010342 薛丹阳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354 赵泽薇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403 董芳军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410 康文蓉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413 吕宝弟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421 马翌寒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51010424 石文升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61010122 杨楠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75070119 靳彦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普通

201761010114 王婧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本硕一体化

201761010207 高敏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本硕一体化

201761010214 巨欣然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本硕一体化

201761010246 赵敏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本硕一体化

201761010345 杨妍欣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本硕一体化

201761010344 杨倩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本硕一体化

201761010315 陆晓斌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61010118 王燕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农村师资

201761010310 韩月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农村师资

201761010321 马梅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农村师资

201733010206 段安莉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61010111 秦钰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61010117 王申元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61010120 徐宵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61010201 曹淏月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61010210 郝静娴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61010212 何灵芳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61010216 李帆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61010331 秦亚妮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61010343 杨珂馨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1 历史学 普通

201741010222 王桂花 教育学院 040101 教育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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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020103 陈慕轩 教育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普通

201741010102 杜雅佳 教育学院 040101 教育学 普通

201741010103 郭诗怡 教育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普通

201741010104 寇柯 教育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普通

201741010204 郭延婷 教育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普通

201741010206 贾欣远 教育学院 040101 教育学 普通

201741010209 梁璐 教育学院 040101 教育学 普通

201741010231 张正轩 教育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普通

201741020120 李福霞 教育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普通

201741020150 张凡凡 教育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普通

201741020151 周力娟 教育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普通

201741020154 赵瑶瑶 教育学院 040106  学前教育 普通

201741040109 范雯婷 教育学院 040108 特殊教育 普通

201741040133 俞婧 教育学院 040108 特殊教育 普通

201741040134 余嘉欣 教育学院 040108 特殊教育 普通

201777010205 曹师静 心理学院 071102 应用心理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77010213 胡佳丽 心理学院 071102 应用心理学 普通

201777010101 边昊天 心理学院 071102 应用心理学 普通

201777010127 王晨 心理学院 071102 应用心理学 普通

201777010140 朱一萌 心理学院 071101 心理学 普通

201777010217 金云馨 心理学院 071102 心理学 普通

201777010231 王婉玉 心理学院 071102 应用心理学 普通

201777010233 吴艺玲 心理学院 071102 应用心理学 普通

201731010111 郭彦妍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本硕一体化

201731010138 王甜甜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本硕一体化

201731010209 马冰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本硕一体化

201731010220 年更尕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本硕一体化

201731020105 邓西延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本硕一体化

201756010139 张亚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本硕一体化

201731010208 廖艳冰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辅导员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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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1010127 马洋洋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农村师资

201731010140 王亚欣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农村师资

201731010212 马丽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农村师资

201731010219 马玉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农村师资

201731010118 况莹莹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

201731010123 李燕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

201731010125 缪小晶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

201731010136 王欢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

201731010142 徐阳阳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

201731010210 马长珍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

201731010215 马小琴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

201731010230 韦婷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

201732030203 陈亮红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32010126 扎翠红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302 社会工作 普通

201732010129 赵杨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030302 社会工作 普通

201732030107 黄雪凤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2 行政管理 普通

201732030111 刘波波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2 行政管理 普通

201732030204 董锦雲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普通

201732030210 韩晓妹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2 行政管理 普通

201732030215 李惠惠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2 行政管理 普通

201732030227 王诗怡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4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普通

201733010123 李润林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533010266 朱梁伟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普通

201733010120 李红娟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普通

201733010137 宋田田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普通

201733010138 邵文琪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普通

201733010154 张致浩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普通

201733010203 白翰琪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普通

201733010232 马小明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普通

201733010247 杨佳璇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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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3010249 禹晓丽 法学院 030101  法学 普通

201721020139 周义珺 经济学院 020101 经济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21030129 王妍 经济学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21040102 陈江 经济学院 020301 金融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21020107 高先巧 经济学院 020101 经济学 普通

201721020108 黄晨曦 经济学院 020101 经济学 普通

201721020126 唐正淇 经济学院 020101 经济学 普通

201721030131 王雅桃 经济学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

201721030138 郑艺童 经济学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普通

201721040108 杜佳旭 经济学院 020301 金融学 普通

201721040116 刘津萍 经济学院 020301 金融学 普通

201721040130 马雪莲 经济学院 020301 金融学 普通

201721050102 陈嘉怡 经济学院 020102  经济统计学 普通

201721050105 陈庭瑶 经济学院 020102  经济统计学 普通

201721050136 杨青 经济学院 020102  经济统计学 普通

201721050139 朱江捷 经济学院 020102  经济统计学 普通

201732010127 赵利云 经济学院 020301 金融学 普通

201722010137 张红 商学院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22050107 何晶晶 商学院 120601 物流管理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22050133 张金兰 商学院 120601 物流管理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22010104 付蕊蕊 商学院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普通

201722010113 刘楠楠 商学院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普通

201722010136 岳文利 商学院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普通

201722020121 任玺蓉 商学院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普通

201722020128 王一凡 商学院 120201 工商管理 普通

201722020129 魏咏琪 商学院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普通

201722020224 苏天菊 商学院 120201 工商管理 普通

201722020209 邝贝贝 商学院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普通

201722020240 张昊源 商学院 120201 工商管理 普通

201722020242 张钰 商学院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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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2030121 牛露露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22030122 潘秋香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22030124 石小丽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22030216 刘永祺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22030217 马娟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22030222 邱玉倩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22030305 陈雨洁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22030322 孙鹤翔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22050106 何春贵 商学院 120601 物流管理 普通

201722050114 刘鹏 商学院 120601 物流管理 普通

201722050115 雷琪 商学院 120601 物流管理 普通

201742010147 张玉莹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74010110 葛情 商学院 120203 会计学 普通

201752010104 柴跟弟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本硕一体化

201752010219 吴瑛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本硕一体化

201752010301 成慧娟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本硕一体化

201752010503 付凤珍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本硕一体化

201752040110 刘捷 外国语学院 050261  翻译 本硕一体化

201770010224 王悦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本硕一体化

201422010126 孙浩然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大学生服兵役计划

201752010211 马文霞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52010217 吴少羽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52010513 冉娥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622020135 尤瑞瑞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102 程端端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112 王芬芬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121 于秀芳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123 周佳荣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215 谭星雨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302 达拉草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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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010312 李瑶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401 贠丽丽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409 卢春艳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424 袁玲霞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515 苏茂荣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518 王爱霞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10520 王敏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40220 杨蕾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752050115 马晓雪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农村师资

201642010105 丁丹丹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642010109 董子畅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721030117 芦文婷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752010108 罗文妍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752010304 杜仕琴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752010309 梁磊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752010420 乌红萍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752010422 吴嘉慧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752010523 尹军霞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752020102 安小霞 外国语学院 050202 俄语 普通

201752020120 于娜 外国语学院 050202 俄语 普通

201752030101 陈雯 外国语学院 050207 日语 普通

201752030116 王操 外国语学院 050207 日语 普通

201752040111 李昭昭 外国语学院 050261 翻译 普通

201752040116 苏雪 外国语学院 050261 翻译 普通

201752040207 马晞茹 外国语学院 050261 翻译 普通

201752040225 朱雪涵 外国语学院 050261 翻译 普通

201752050114 马晓霞 外国语学院 050206 阿拉伯语 普通

201771010220 马风娇 外国语学院 050206 阿拉伯语 普通

201774010425 张庆荷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 普通

201753020124 李一炘 音乐学院 130201 音乐表演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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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3020234 王琦 音乐学院 130201 音乐表演 普通

201753020238 杨婷婷 音乐学院 130201 音乐表演 普通

201753020239 张秋芳 音乐学院 130201 音乐表演 普通

201753020312 李玲 音乐学院 130201 音乐表演 普通

201753020317 刘泳贝 音乐学院 130201 音乐表演 普通

201753020320 李争虎 音乐学院 130201 音乐表演 普通

201754040226 杨玉萍 舞蹈学院 130205 舞蹈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54040102 段文婷 舞蹈学院 130204 舞蹈表演 普通

201754040103 杜小莹 舞蹈学院 130205 舞蹈学 普通

201754040129 周雁南 舞蹈学院 130205 舞蹈学 普通

201754040208 刘思佳 舞蹈学院 130205 舞蹈学 普通

201754040221 武亚雪 舞蹈学院 130204 舞蹈表演 普通

201754040305 花祖恩 舞蹈学院 130204 舞蹈表演 普通

201754040310 刘洋泽 舞蹈学院 130205 舞蹈学 普通

201754040324 岳乃杰 舞蹈学院 130205 舞蹈学 普通

201555010309 侯梓腾 美术学院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大学生服兵役计划

201755010323 王晓晓 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55010404 冯美荣 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55010102 董骏骄 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55010111 李姿霖 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55010115 王映洁 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55010227 张颖 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55010307 李树峰 美术学院 130402  绘画 普通

201755010318 涂佳丽 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55010322 武姣姣 美术学院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普通

201755010324 吴宜航 美术学院 130503 环境设计 普通

201755010409 刘俪纬 美术学院 130503 环境设计 普通

201755010506 刘晶 美术学院 130402  绘画 普通

201755010508 孟君梅 美术学院 130503 环境设计 普通

201755010522 余洁 美术学院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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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5010604 陈奕彤 美术学院 130402  绘画 普通

201755010606 范晨 美术学院 130402  绘画 普通

201755010614 马杰 美术学院 130503 环境设计 普通

201755010628 朱雅兴 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55010726 殷天雨 美术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55120108 梁婧文 美术学院 130405 书法学 普通

201755120125 鲜光鹏 美术学院 130405 书法学 普通

201743040118 尹明涛 体育学院 040204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543010240 王志雨 体育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普通

201743010103 常国霞 体育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普通

201743010106 陈小虎 体育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普通

201743010205 常磊 体育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普通

201743010208 陈晓睿 体育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普通

201743010216 李军丽 体育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普通

201743010240 余娜 体育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普通

201743010241 杨茜雯 体育学院 040201 体育教育 普通

201743030108 高玉飞 体育学院 040202 运动训练 普通

201743030118 李玉婷 体育学院 040202 运动训练 普通

201743030131 郁敏萱 体育学院 040202 运动训练 普通

201743040103 郭瑞霖 体育学院 040204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普通

201622010126 瓦娟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0010120 尹丽娟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0010201 白苹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0010218 尚琳琳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0010410 古丽格娜·亚尔买买提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0010412 郭瑞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0020101 安慧珍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4010410 李训雷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0010222 田玉凤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70010335 杨铮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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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0010125 张海瑞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127 张佳敏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208 黄瑶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209 井萱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240 张亚飞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307 邸晋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310 高晓婵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317 吕宏强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322 麻碧娟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332 苏小鹏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413 尕让卓玛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415 李文红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418 马东霞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10431 马香萍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农村师资

201770020132 曾朝红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农村师资

201622050108 黄锦霞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10122 杨荣霞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10212 李果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10231 姚淑芳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10311 韩盼盼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10315 刘冰倩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10337 赵君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10416 李云霞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10429 马晓梅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10451 周学花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20112 刘东鑫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20113 李凡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20130 于涛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20134 张铭源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普通

201770020135 张晓蕾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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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0020136 邹扬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0020138 周洋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

201771010240 张珂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5 物联网工程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71020109 贾爽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71010113 李婷华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

201771010123 汪慧和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

201771010127 王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

201771010131 王之泰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

201771010205 丁能能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5 物联网工程 普通

201771010210 李琛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5 物联网工程 普通

201771010238 杨艳娟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5 物联网工程 普通

201771020113 李军强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普通

201771020125 孙义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普通

201771020137 姚芙蓉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普通

201771020139 赵东婕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普通

201771020215 李诗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普通

201771020221 刘子瑶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普通

201771020235 杨慧颖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普通

201771020246 詹子俊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2 软件工程 普通

201771030120 王嫄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

201771030130 张芹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

201772010116 王苗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2010245 杨红娟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2010249 岳永霞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2010320 马海霞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2010332 谭子琳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2040109 黄春连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402 材料物理 本硕一体化

201772010212 龚履婷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72040122 王菊强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677010214 李海军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农村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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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2010112 宋亮霞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农村师资

201772010130 赵阳阳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农村师资

201772010237 田妍华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农村师资

201772010244 杨兵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农村师资

201772010250 张彬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农村师资

201772010330 宋乐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农村师资

201772010109 马蒲芳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10126 赵娟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10129 张颖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10216 何述强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10225 卢翔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10226 李先娣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10239 王世军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10314 蒋蕊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10319 李卓慧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10342 张铭键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70201 物理学 普通

201772020129 项海锋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普通

201772020137 张飘平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普通

201772040117 鲁义东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402 材料物理 普通

201772040124 王磊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402 材料物理 普通

201772050106 董佳宝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普通

201772050110 郭佑霖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普通

201772050138 张文文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普通

201773010220 杨兴龙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3010224 赵雪莲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3010305 李洁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3010317 王芳琳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3010418 陆金桂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3010434 马玉霞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3030102 曹锦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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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3030127 荀萌萌 化学化工学院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642010102 曹会霞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农村师资

201773010107 方欢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农村师资

201773010112 刘晓春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农村师资

201773010321 赵仁蓉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农村师资

201773010423 马芳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农村师资

201773010448 严婷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农村师资

201773010449 张雪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农村师资

201773020122 杨代红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农村师资

201772040105 邓菁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2050117 刘儒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2050142 张粤容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10110 刘佩佩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10113 刘笑雨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10131 张慧慧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10212 李娜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10306 李俊梅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10409 冯雅薇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10414 康小梅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10426 马俊才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10429 马倩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20109 廖嘉琪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1 化学 普通

201773020111 罗兰 化学化工学院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普通

201773020115 马思怡 化学化工学院 081301 化学工程与工艺 普通

201773030115 兰亚丽 化学化工学院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普通

201773030123 王丽娜 化学化工学院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普通

201774010211 何艳凤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4010218 刘露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生物技术 本硕一体化

201774010240 周婧雯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4010317 马瑞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本硕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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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4010341 徐颖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4010418 王菊花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4010234 岳瑞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74010421 王琦玲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74010104 冯斌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生物技术 农村师资

201774010108 郭富强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生物技术 农村师资

201774010118 李欢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4010133 王勇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生物技术 农村师资

201774010321 普华措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4010349 张永亮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4010427 郑小丽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4010428 张旭妹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6010121 王方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生物技术 农村师资

201732030221 石毛宁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42010144 张桃桃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10111 郭婷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10123 孙夕思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生物技术 普通

201774010137 杨朝丽曼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生物技术 普通

201774010138 姚宏瑞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10326 苏洁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10327 史文静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10329 沈悦萌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10334 吴刀知才让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10404 郭雷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10412 龙彦伊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10413 李泽瑞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201774040106 胡芳芳 生命科学学院 081302 制药工程 普通

201774040138 曾晓蓉 生命科学学院 081302 制药工程 普通

201774040140 张晓月 生命科学学院 081302 制药工程 普通

201774010423 殷一然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生物科学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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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5010210 李嘉怡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5010301 安佳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5010321 兰雪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5010327 马莉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5060112 雷苗苗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775070127 王锦钰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本硕一体化

201575070145 姚礼堂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3200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大学生服兵役计划

201576010125 陶天民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大学生服兵役计划

201775060130 张娟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75070124 李雅薇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21030119 莫芬霞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31010144 赵宝莉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5010220 宋璐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5010227 王彤彤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5010231 张惠妹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5010235 郑娅赛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5010313 何亚楠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5010331 马玉兰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5010342 雍小雯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5070104 崔玉香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75070121 李瑞娟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农村师资

201741010212 兰云飞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010206 胡宸然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010223 汤瑶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010230 尧文洁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010234 朱可欣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010310 邸洁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010329 穆晓燕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010330 马小燕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050102 陈天舒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82502 环境工程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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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5050114 廉沁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82502 环境工程 普通

201775060111 李磊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普通

201775060133 周陶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普通

201775070109 缑佳佳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普通

201775070110 耿青青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普通

201775110101 陈京平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110118 孟梁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110123 王雪雁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75060114 马欢欢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地理科学 普通

201742010110 郭雪 教育技术学院 040104 教育技术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42010114 靳燕燕 教育技术学院 040104 教育技术学 普通

201742010140 韵俏丽 教育技术学院 040104 教育技术学 普通

201742010207 何添添 教育技术学院 040104 教育技术学 普通

201742010215 李晓霞 教育技术学院 040104 教育技术学 普通

201742010217 马春兰 教育技术学院 040104 教育技术学 普通

201742020116 宋轶 教育技术学院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普通

201742020118 王渊 教育技术学院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普通

201742030107 瞿凡丽 教育技术学院 050307 数字出版 普通

201556020134 王慈 传媒学院 32202 广播电视编导 大学生服兵役计划

201556020253 张永暖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大学生服兵役计划

201556050124 张川 传媒学院 130310 动画 大学生服兵役计划

201756010120 梁蜓蜓 传媒学院 050301  新闻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56020216 康忠好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42020110 李金恒 传媒学院 050301  新闻学 普通

201756010103 崔超瑾 传媒学院 050301  新闻学 普通

201756010112 黄鹰 传媒学院 050301  新闻学 普通

201756010136 祝若邻 传媒学院 050301  新闻学 普通

201756020107 付嘉诚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普通

201756020111 郭自豪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普通

201756020120 李晨雨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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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6020137 王琳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普通

201756020213 郝康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普通

201756020230 骈雅玮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普通

201756020237 王静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普通

201756020249 周昱含 传媒学院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普通

201756040101 陈琪 传媒学院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通

201756040116 李子琪 传媒学院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通

201756040131 张嘉鹭 传媒学院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通

201756050105 陈亚宁 传媒学院 130310 动画 普通

201756050107 郭仪萱 传媒学院 130310 动画 普通

201756050131 赵丰 传媒学院 130310 动画 普通

201776010113 苗馨月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76010120 田力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 普通

201776010125 余燕琪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 普通

201776010127 郑瑞君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 普通

201776010128 张瑞锦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 普通

201776100115 汪涵 旅游学院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普通

201776100118 王思琪 旅游学院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普通

201776100121 杨艳 旅游学院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普通

201776110103 方心雨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104 郭沁苑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105 高万倩蓉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216 刘婷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223 冉晶美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224 任琳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311 金伊铭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312 罗海婷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313 李瑞婷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322 任荟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405 陈洁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第 18 页，共 19 页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 推荐类型

201776110402 邴蓉珍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76110441 朱玲 旅游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校企合作培养) 普通

201757030159 张庆倩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57030104 董路霞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普通

201757030122 李永晴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普通

201757030127 缪莹怡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普通

201757030130 权杰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普通

201757030161 张亦潇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050103 汉语国际教育 普通

201781010124 王学义 敦煌学院 130401 美术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81010108 高玉娟 敦煌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81010118 李艳艳 敦煌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81010135 张晓钰 敦煌学院 130401 美术学 普通

201781020105 胡海军 敦煌学院 130204 舞蹈表演 普通

201781020128 杨福荣 敦煌学院 130204 舞蹈表演 普通

201781040107 郭彤 敦煌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 普通

201781040109 韩静 敦煌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 普通

201781040124 王海桃 敦煌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 普通

201781040139 朱敏 敦煌学院 120901 旅游管理 普通

201731020118 王澍楠 哲学学院 010101  哲学 辅导员专项计划

201731020107 黄逸超 哲学学院 010101  哲学 普通

201731020115 马菁翊 哲学学院 010101  哲学 普通

201756040110 刘杰 传媒学院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研究生支教团

201756040124 徐蕾 传媒学院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研究生支教团

201721050110 胡晓凤 经济学院 020102  经济统计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71010121 唐月晨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生支教团

201756010134 张璟 经济学院 020301 金融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21040107 丁芳 经济学院 020301 金融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21030114 吕萍萍 经济学院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研究生支教团

201770010342 张媛媛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52040206 雒亚敏 外国语学院 050261 翻译 研究生支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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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1010240 杨佼蓉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51010335 陶婷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51010346 臧爱爱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51010142 姚 婷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51010241 叶广利 文学院 050101 汉语言文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77010215 黄湘涛 心理学院 071102 应用心理学 研究生支教团

201753020236 王艺霏 音乐学院 130201 音乐表演 研究生支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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