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证件号码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金** 3101**********5026 人文与传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朱** 2102**********6321 人文与传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王** 1309**********7127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章** 3601**********0026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祝** 3422**********8223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边** 3703**********0746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陆** 3101**********2420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孙** 3101**********5021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张** 1404**********5615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赵** 3202**********0022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刘** 3624**********3525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鲁** 3101**********1626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岳** 5137**********0686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王** 3425**********0806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刘** 3607**********0926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彭** 3310**********3186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乔** 3101**********2821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盛** 3404**********0025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顾** 3101**********8327 人文与传播学院 都市文化学
袁** 4114**********3964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王** 3101**********2420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专门史
孙** 3101**********3448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
吴** 3429**********424X 人文与传播学院 外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佘** 3101**********2011 人文与传播学院 电影学
王** 3101**********6842 人文与传播学院 电影学
孔** 3101**********3628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
张** 3101**********8079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
薛** 3101**********2126 法政学院 民商法学
马** 3304**********0826 法政学院 行政管理
施** 3307**********1925 法政学院 行政管理
薛** 3101**********402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张** 3101**********0823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张** 3101**********442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郜** 3209**********0465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孔** 4109**********162X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陈** 3101**********7013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赖** 4409**********6122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 3101**********0526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丁** 3425**********4829 教育学院 教育史
陈** 3101**********3526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曹** 4101**********0121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缪** 3102**********162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王** 3307**********002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袁** 3101**********0813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周** 3402**********1526 教育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李** 4128**********9023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
俞** 3310**********031X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
季** 3102**********0425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陆** 3401**********467X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吴** 3102**********024X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章** 3425**********0025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郑** 3302**********3620 音乐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金** 3101**********4725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王** 3407**********0016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谢** 4205**********1328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柳** 3304**********0028 音乐学院 音乐
于** 1401**********3028 音乐学院 音乐
原** 4108**********8025 音乐学院 音乐
张** 3101**********1626 音乐学院 音乐
葛** 3101**********082X 商学院 国民经济学
黄** 3102**********6420 商学院 国民经济学
樊** 4105**********0022 商学院 金融
徐** 4401**********1226 商学院 金融
高** 3702**********6227 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
谢** 3102**********3623 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
方** 3102**********2921 美术学院 美术
马** 3210**********5423 美术学院 美术
王** 3302**********5028 美术学院 美术
龚** 3307**********4322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姜** 3209**********2724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宁** 5103**********0527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秦** 3703**********0725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徐** 4201**********3627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胡** 3102**********0723 数理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季** 3101**********561X 数理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施** 3101**********5623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俞** 3101**********1518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朱** 3102**********1641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庄** 3102**********0345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潘** 3101**********4017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朱** 3101**********0047 数理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杜** 3102**********0019 数理学院 基础数学
瞿** 3206**********3668 数理学院 基础数学
高** 2110**********0823 数理学院 教育技术学
徐** 3209**********6363 数理学院 教育技术学
陈** 3209**********0861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邢** 3303**********7829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植物学
高** 3101**********2818 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高** 3101**********0546 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汪** 3101**********3220 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楚** 4102**********7156 旅游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宋** 3706**********5221 旅游学院 企业管理
李** 1408**********0042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石** 1525**********4525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曲** 3702**********4027 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
宋** 3707**********3676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殷** 3101**********5625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诸** 3102**********036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傅** 3101**********3519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王** 1311**********0412 对外汉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胡** 3426**********8546 对外汉语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 3101**********44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张** 3101**********29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