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证件号码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洪** 3303**********3148 人文与传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钱** 3101**********0320 人文与传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田** 4228**********2585 人文与传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 3101**********2123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金** 3311**********2989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明** 3209**********0868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师** 1402**********0049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刘** 4228**********0028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李** 3601**********412X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宁** 3401**********2087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祁** 3402**********322X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钱** 3101**********2468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 3204**********7026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 3101**********3028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易** 4307**********4657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郭** 4128**********2318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梁** 3101**********3024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薛** 1404**********482X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戴** 3425**********4625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田** 3701**********4124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朱** 3101**********2429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朱** 3102**********0021 人文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朱** 3101**********392X 人文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周** 3101**********1630 人文与传播学院 历史文献学
朱** 3101**********0318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
荣** 6201**********1028 人文与传播学院 艺术学理论
陆** 3101**********1916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姜** 3708**********5810 人文与传播学院 电影学
盛** 3102**********0064 人文与传播学院 电影学
顾** 3102**********6220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陆** 3102**********5424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申** 1411**********0024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郁** 3101**********4040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张** 3101**********3245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邹** 3101**********444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杨** 6201**********5320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石** 4110**********3021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倪** 3102**********4142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冷** 3425**********5122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吴** 3203**********1860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杨** 3101**********5521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张** 4105**********1523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张** 3101**********211X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蔡** 3212**********142X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杨** 3424**********684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许** 3102**********5422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
陆** 3102**********0020 教育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成** 3101**********2529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盛** 3101**********0427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张** 3101**********1225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宋** 3101**********0526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顾** 3102**********0027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金** 3102**********0045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朱** 3101**********1025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曹** 3601**********0028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姜** 3308**********4423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赵** 3101**********2826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郑** 3302**********0349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乐** 3102**********6026 音乐学院 音乐
张** 3405**********0229 音乐学院 音乐
唐** 1302**********1256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戏剧
赵** 2101**********0028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戏剧
黄** 4308**********8226 商学院 会计学
洪** 3302**********0043 美术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冯** 3310**********0022 美术学院 美术
霍** 2112**********0046 美术学院 美术
田** 3706**********5525 美术学院 美术
张** 3101**********2844 美术学院 美术
褚** 3102**********2446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胡** 3402**********2027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陈** 3305**********4524 数理学院 应用统计
韩** 4114**********8041 数理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赵** 3101**********8624 数理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朱** 3102**********0425 数理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沈** 3102**********1483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王** 3306**********1573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张** 3102**********4025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何** 3101**********3224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范** 3102**********0029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何** 3309**********3425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莫** 3305**********3317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赵** 3206**********3548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顾** 3102**********0025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张** 3101**********4920 旅游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谢** 4130**********3022 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朱** 3101**********1022 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沈** 3212**********1660 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陈** 3101**********212X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贾** 1426**********0020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鲍** 3302**********6721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谢** 3102**********1128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李** 3102**********002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吴** 5113**********2711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张** 3101**********4227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王** 4127**********0542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丁** 3607**********0122 哲学与法政学院 政治学理论
韩** 3412**********1064 对外汉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朱** 3302**********3319 对外汉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李** 4114**********8424 对外汉语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申** 4106**********00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李** 4128**********26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