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号 学院 专业

1 赵梦洁 2013111201000004 哲学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2 姜纯 2013111201000011 哲学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何建娇 2013111201000023 哲学学院 伦理学

4 关云波 2013111201000033 哲学学院 宗教学

5 NGUYENTHINGOAN2014181102000002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6 王晓贞 2013111102000061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7 付友莎 2013111102000077 文学院 文艺学

8 曹冬妮 2013111102000078 文学院 文艺学

9 黄昭茜 2013111102000092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10 徐娅婷 2013111102000104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11 刘耀玲 2013121102000004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12 孙德杰 2013111110000148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代史

13 孙捷 2012111110000160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

14 董俊青 2013111110000153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

15 杨利 2013111110000163 历史文化学院 档案学

16 李珍 2013111101000168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7 梅凯龙 2013111101000165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8 汪婕 2013111101000175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刑法学

19 彭书琴 2013111101000179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民商法学

20 张思祺 2013111101000197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外政治制度

21 许扬眉 2013111101000199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

22 杨彬彬 2013111101000246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

23 李锋 2013111101000272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

24 吕岳恒 2011111101000282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

25 陈丽华 2013111101000274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

26 张茹 2013111103000492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7 何伟康 2013111111000557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28 肖罡 2011121111000193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

29 张亚斌 2012111114000550 艺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30 刘希 2014121114000273 艺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31 张思静 20121111170005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2 丁玉梅 20131111170005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33 邓艳芳 201311111700058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34 逯兰婷 201411111700057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35 刘珍 20131111170006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36 李余三 2013111102000105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37 陈实 2013111102000122 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

38 郑雪丽 2013111102000123 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

39 胡志军 2013111104000616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应用统计

40 杨倩倩 2013111104000639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基础数学

41 王辉 2013111104000648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应用数学

42 邓昊 2013111104000650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应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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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杨铃林 2014121104000401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44 孙锡亮 2013111105000676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光学

45 田轶群 2013111105000712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46 谢剑 2013111105000716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47 姜强 2013111106000748 化学化工学院 无机化学

48 叶梦林 2013111106000749 化学化工学院 无机化学

49 梅鹤 2013111106000770 化学化工学院 物理化学

50 詹园 2013111106000774 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51 彭聪 2013111106000783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52 楚兴 2013111106000787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53 张探 2013111106000789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54 李玮明 2013111106000792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55 严倩 2013111107000814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56 李晖 2013111107000829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

57 吴迪 2013111107000830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

58 张欣然 2013111107000823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

59 王雨 2013111107000827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

60 周娇 2013111107000840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61 江诗洋 2013111107000875 生命科学学院 作物

62 李燕慈 2013111107000881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63 李小翠 2013111107000886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64 蔡昊 2013111109000897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65 程桂芳 2013111109000928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66 胡玉贤 2013111109000931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67 聂顺泽 2013111109000912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68 胡倩 2013111108000966 资源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学

69 耿晓丽 2013111108000975 资源环境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70 李彦静 2013111108000978 资源环境学院 生态学

71 秦慧元 2014121108000465 资源环境学院 农业信息化

72 金崎 2014121108000464 资源环境学院 农业信息化

73 程若曦 2013111108000988 资源环境学院 农业信息化

74 王向红 201311111300100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75 陈明 201311111300104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76 田进 201311111300104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77 徐建军 201312111300032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78 刘培战 201311111300105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79 金帆 201311111300105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80 谢子卓 201112111300020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81 唐文龙 2013111105000691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路与系统

82 陈锟 2013111105000693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路与系统

83 邱爽 2013111104000673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84 胡勇 2013111104000665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