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证件号码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封** 3212**********5429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郭** 3101**********1428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何** 3102**********1221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黄** 3205**********7126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康** 3101**********0027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李** 3101**********1626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陆** 3102**********2427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倪** 3101**********3229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祁** 3203**********7327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孙** 3101**********0440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王** 3408**********6721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张** 3101**********5622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甘** 3101**********0018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温** 3607**********0076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南** 4115**********7622 人文学院 文艺学
高** 3501**********1945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张** 3402**********0042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吴** 4521**********0027 人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柏** 3101**********5019 人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孙** 3101**********0026 人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易** 4301**********5164 人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 3425**********722X 人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陈** 4107**********1628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程** 3623**********1524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丁** 3305**********0828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牛** 4101**********1520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周** 3101**********0621 人文学院 专门史
张** 3101**********0410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郑** 3101**********3927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 3202**********902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程** 3209**********342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黄** 3101**********001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陆** 3101**********2620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谢** 3101**********142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张** 3101**********681X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张** 3101**********2835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姚** 3201**********1811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施** 3302**********1323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陈** 3102**********4426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陆** 3102**********4423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姜** 3101**********1510 教育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赵** 3102**********1249 教育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余** 5329**********1926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
蔡** 3102**********4963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李** 2103**********062X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徐** 3101**********4442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徐** 3101**********0829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诸** 3102**********004X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董** 3101**********302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尹** 4127**********8760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袁** 3203**********2223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张** 3101**********1521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金** 3209**********5747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路** 4108**********0025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吕** 3412**********112X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张** 3101**********7225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朱** 3422**********1625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顾** 3101**********0028 音乐学院 音乐
何** 1402**********3228 音乐学院 音乐
廖** 3625**********0820 音乐学院 音乐
吕** 3623**********0024 音乐学院 音乐
陶** 3404**********042X 音乐学院 音乐
王** 3305**********1025 音乐学院 音乐
吴** 3504**********5028 音乐学院 音乐
郑** 3205**********0928 音乐学院 音乐
耿** 6201**********1321 影视传媒学院 新闻学
朱** 3102**********4024 影视传媒学院 传播学
荆** 3102**********0059 影视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
宗** 3101**********0147 影视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
王** 2311**********7525 影视传媒学院 戏剧戏曲学
焦** 3206**********8729 影视传媒学院 戏剧
赵** 3101**********2420 影视传媒学院 戏剧
张** 3206**********841X 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郑** 5329**********0021 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段** 1403**********0026 商学院 会计学
冯** 3101**********1722 美术学院 美术
宋** 3708**********052X 美术学院 美术
金** 3101**********4428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承** 3204**********6025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李** 3625**********2027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唐** 3101**********0824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王** 3102**********0429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吴** 3102**********6044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薛** 3102**********2628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张** 3101**********0623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赵** 3206**********7566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陈** 3425**********5415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刘** 3713**********1140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张** 3390**********2911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马** 3101**********4422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徐** 3101**********332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魏** 3715**********6127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顾** 3206**********8525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 5221**********0040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苗** 4114**********4821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沈** 3205**********4527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 3707**********0722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 4101**********0014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达** 3101**********0824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奚** 3101**********2934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严** 3401**********6702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杜** 3625**********0325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侯** 4108**********654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雍** 5202**********2020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杭** 3390**********2924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周** 3101**********0026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李** 6205**********3508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宋** 2310**********3247 对外汉语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曾** 5221**********12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金** 3101**********33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