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证件号码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王** 3102**********0928 人文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卞** 3206**********9627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陈** 3101**********7026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黄** 3205**********5023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李** 4111**********4022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林** 3101**********4521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罗** 4502**********2444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潘** 3102**********0045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张** 4305**********0041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周** 3102**********0420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朱** 3102**********0420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高** 3101**********4811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韩** 3101**********1617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袁** 3101**********2023 人文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程** 3410**********4209 人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史** 3407**********1022 人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田** 4228**********1684 人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吴** 5002**********152X 人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陈** 3101**********051X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梁** 3101**********7220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韦** 5202**********0026 人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戴** 3213**********220X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董** 3706**********402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黄** 3101**********401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金** 3101**********604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邱** 3209**********6020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施** 3425**********482X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徐** 3101**********0436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许** 3101**********0824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刘** 3212**********3024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刘** 1423**********0046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梅** 3101**********2522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沈** 3102**********2247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邵** 3101**********4016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王** 3212**********4027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王** 3209**********022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杨** 3101**********283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杨** 3101**********202X 教育学院 初等教育学
王** 1402**********6519 教育学院 基础心理学
陆** 3101**********1029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王** 3101**********4320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钱** 3424**********4726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陈** 3424**********0328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戴** 3211**********5329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贾** 1401**********061X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马** 3402**********2826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徐** 3402**********0022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庄** 3208**********0028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单** 3306**********6368 音乐学院 音乐
徐** 1401**********0628 音乐学院 音乐
杨** 3401**********1026 音乐学院 音乐
张** 3203**********6163 音乐学院 音乐
牟** 3711**********7841 影视传媒学院 新闻学
李** 3209**********5022 影视传媒学院 传播学
钱** 3101**********5028 影视传媒学院 传播学



姚** 3209**********062X 影视传媒学院 传播学
许** 3101**********3623 影视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沈** 2101**********2321 影视传媒学院 戏剧
晏** 5101**********0738 影视传媒学院 戏剧
李** 1401**********0621 影视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
黄** 3305**********5726 美术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潜** 3325**********0029 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
田** 1427**********7246 美术学院 设计学
吴** 3205**********7426 美术学院 美术
吴** 3202**********1528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戴** 3102**********131X 数理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唐** 3601**********0913 数理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曹** 3101**********1022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陈** 3101**********1624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刘** 3102**********1822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刘** 3209**********3420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张** 3305**********5428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方** 3101**********0028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方** 3410**********0228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杜** 3101**********3917 数理学院 基础数学
金** 3102**********0415 数理学院 计算数学
王** 3426**********2516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邹** 5221**********0821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庞** 3102**********0023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丁** 3101**********1910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刘** 4303**********0017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陈** 3402**********1217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黄** 3304**********0025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卢** 3303**********0040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苗** 1404**********0044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荣** 4205**********0016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俞** 3101**********4818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林** 3101**********0522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顾** 3101**********3826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张** 3102**********0029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候** 3101**********7325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杨** 4130**********3020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朱** 3101**********7230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胡** 3426**********1815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王** 3101**********0429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张** 3101**********2812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黄** 3202**********4269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李** 3307**********1634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王** 1401**********3040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赵** 1401**********3028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