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证件号码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徐** 3102**********0028 人文与传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周** 3101**********2012 人文与传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华** 3101**********0546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王** 4102**********2026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王** 3412**********6008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肖** 4228**********0066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展** 3101**********4815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汪** 3401**********3027 人文与传播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田** 1424**********4221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吴** 3101**********3925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张** 4306**********2528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何** 4522**********2727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钱** 3101**********0423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 3404**********0027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 3206**********1244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邵** 3206**********0028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汪** 3410**********0061 人文与传播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柳** 5301**********0367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李** 3101**********4024 人文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李** 2307**********0926 人文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邱** 3305**********2225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古代史
陈** 3101**********0024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世界近现代史
胡** 6205**********0026 人文与传播学院 艺术学理论
徐** 3102**********1322 人文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田** 3101**********3012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
茅** 3101**********2013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刘** 3207**********774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浦** 3101**********1021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陶** 3102**********342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余** 3101**********1921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赵** 3101**********4029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朱** 3102**********362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丁** 3703**********0327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蔡** 3101**********3728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钱** 3102**********001X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董** 3101**********0883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叶** 3102**********0044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张** 3101**********0024 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薛** 3201**********284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曹** 3202**********0029 教育学院 初等教育学
郭** 3102**********372X 教育学院 初等教育学
王** 3307**********1829 教育学院 初等教育学
蔡** 2106**********4621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
蔡** 3102**********0026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吴** 3509**********0028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张** 3102**********3827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罗** 2305**********181X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郭** 3304**********0022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李** 6228**********0612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马** 3101**********2844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林** 1302**********1817 音乐学院 音乐
刘** 3416**********0222 音乐学院 音乐
秦** 3405**********022X 音乐学院 音乐
沈** 3101**********3626 音乐学院 音乐
宋** 3702**********2044 音乐学院 音乐
王** 3301**********1120 音乐学院 音乐
杨** 3102**********4328 音乐学院 音乐
殷** 3704**********6122 音乐学院 音乐



张** 2305**********0022 音乐学院 音乐
刘** 3101**********2423 美术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吴** 3203**********3525 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
毕** 3702**********701X 美术学院 美术
肖** 3202**********3827 美术学院 美术
高** 3714**********7320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童** 3101**********4040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陆** 3101**********0428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毛** 3101**********0523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吴** 3101**********3828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杨** 3101**********4426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袁** 3101**********3612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张** 3101**********5214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朱** 3102**********4324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陈** 3306**********2163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孙** 3101**********1626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唐** 3101**********0042 数理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林** 4306**********3514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胡** 3101**********0020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李** 3102**********0018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姚** 3101**********1010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张** 3101**********1222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姚** 3102**********1825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郑** 6221**********0621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 3101**********0829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生态学
王** 3101**********5726 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胡** 3401**********3523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庞** 1521**********3629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张** 4115**********0027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王** 3408**********0832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李** 3707**********3124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邹** 3325**********7129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何** 3709**********121X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吴** 3101**********3922 哲学与法政学院 法律（非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