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证件号码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窦** 3702**********3525 人文与传播学院 社会学
宋** 3102**********4824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汪** 3408**********1356 人文与传播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吴** 3102**********362X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徐** 3206**********9124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周** 3101**********444X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倪** 3102**********696X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石** 3101**********4428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范** 3522**********0048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华** 3101**********702X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路** 3403**********1027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沈** 3206**********1463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邰** 2107**********2426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王** 3410**********0225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王** 3204**********0040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韦** 4522**********0014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黄** 3101**********0825 人文与传播学院 都市文化学
陈** 4128**********2222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范** 3212**********0062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潘** 1401**********1888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杨** 3302**********0060 人文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方** 3102**********2329 人文与传播学院 历史地理学
周** 3101**********2929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史
穆** 3101**********6049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贝** 3101**********362X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郭** 4290**********512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陆** 3102**********242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石** 3703**********1025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孙** 3702**********3025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叶** 3213**********136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张** 3101**********002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胡** 3623**********0021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赵** 3707**********3279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陈** 3101**********0524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张** 4103**********2523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戴** 4207**********0026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王** 3401**********4688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吴** 3206**********2163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虞** 3425**********2226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张** 3101**********0460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孔** 3101**********192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朱** 3205**********042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梅** 3101**********1226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汤** 3101**********0827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郭** 3404**********2427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朱** 3101**********0827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陈** 3101**********0024 音乐学院 音乐
沈** 3101**********4024 音乐学院 音乐
董** 3408**********5649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戏剧戏曲学
洪** 4208**********0019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戏剧戏曲学
刘** 6201**********4625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戏剧戏曲学
任** 2110**********4888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戏剧戏曲学
郭** 1401**********0018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戏剧
刘** 6501**********2314 商学院 金融
沈** 3301**********3023 美术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钱** 3305**********5722 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
丛** 3706**********4628 美术学院 美术
沈** 4212**********358X 美术学院 美术
衣** 3702**********4822 美术学院 美术
曹** 3101**********2421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丁** 3102**********0340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胡** 3403**********024X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谈** 3204**********0228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陈** 3101**********3220 数理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许** 3102**********2623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汤** 3101**********3826 数理学院 计算数学
侯** 5224**********3423 数理学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赵** 4401**********2311 数理学院 应用数学
赵** 3102**********5950 数理学院 凝聚态物理
夏** 3101**********4523 数理学院 天体物理
施** 3101**********2131 数理学院 教育技术学
林** 3302**********0025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应** 3307**********0027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朱** 3102**********2944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肖** 4301**********4224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 3101**********282X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环境科学
戴** 3101**********2825 旅游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张** 3101**********4824 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顾** 3102**********0828 旅游学院 企业管理
翁** 3309**********1229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朱** 3101**********4326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刘** 3715**********212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刘** 3303**********4328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徐** 3102**********2315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张** 2102**********6928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张** 3422**********0025 哲学与法政学院 民商法学
蒋** 2107**********0642 哲学与法政学院 行政管理
逄** 3702**********2123 哲学与法政学院 行政管理
蔡** 3101**********7226 对外汉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陈** 3101**********0417 对外汉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王** 2302**********0019 天体物理研究中心 理论物理
张** 4113**********05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