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录取学院名称 拟录取专业名称 姓名 复试成绩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 汤煜琪 91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 缪宗霖 90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学 张良娜 86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学 许军洁 85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人口学 何中慧 89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崔楚茜 90.4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法律（法学） 李慧 83.4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冯聪 91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姚晔映 89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梁建旖 86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田毓霖 85

国际商学院 理论经济学 王颜 93.4

国际商学院 理论经济学 康雨洁 90.6

国际商学院 理论经济学 应鑫如 89.8

国际商学院 理论经济学 郝文晶 79

国际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南早红 96

国际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张思宇 96

国际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丁佳琦 95

国际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张欣 94

国际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梁雅昆 93

国际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向雨潼 92

国际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朱彦歌 92

国际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余乐山 89

国际商学院 应用经济学 路玲 61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龚郡燚 94.2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陈佳佳 93.2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张文静 92.6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仝旭岩 92.6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王珂钰 92.4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李笑笑 92.2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李越 92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段珂 91.4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祖恬航 91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李亚萍 87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魏佳聪 85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冶辉 81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赵明艳 79

国际商学院 公共管理 王淑芬 70

国际商学院 会计 王思 89.8

国际商学院 会计 赵佳美 89.6

国际商学院 会计 王晓婷 88.6

国际商学院 会计 王佳璠 87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宁颖 86.2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孟冠秀 84.8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张莉涓 83.8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张靖翌 80.8

国际商学院 会计 武新科 78.8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孙丽婷 85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孙娟 92.67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吴优 65

教育学院 教育史 杜雅佳 9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王彦淇 90.7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寇柯 89.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高佳宇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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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录取学院名称 拟录取专业名称 姓名 复试成绩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学 杨瑷萍 85.4

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学 李海英 93

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学 路秀艳 90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白瑞 88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曹倩 84

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王雪晴 80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姜寅秋 87.5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周力娟 84.2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郭沁苑 82.3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张箫 81.5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王海英 74.1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刘蔚 90.83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曾宇 76.67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高彤 74.3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王霞 91.67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丁明锐 90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林银婷 89.8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李耔萱 89.3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陈俊宇 93.7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杨欣含 91.2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张红霞 90.4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潘妍宇 93.3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申依婧 93.2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王越 93.1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杨舒婷 92.8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张珂 92.6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梁少怡 92.4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金雨晨 90.9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曹涵 89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王怡宁 86.9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邓杰颖 86.9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杨丽婷 86.5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张旭雯 85.8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贺碧 82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李柠洪 77.8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李少清 75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王静 73.5

新闻与传播学院 出版 刘晓烨 88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李艺琳 92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汪闽豪 91.7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汪琦 90.5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刘姿含 87.07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行潇然 83.8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高慕昂 83.2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王琛 82.4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吕蓉 82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弓玥 81.2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王亭蕴 81.07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徐胜杰 78.3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阚乐文 76.8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 段海茹 90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 赵芯懿 88.22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 赵玲玲 84.67

国际汉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李文玉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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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录取学院名称 拟录取专业名称 姓名 复试成绩

国际汉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朱子旭 84

国际汉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罗雅丹 81.5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吕汶瑾 87.33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金清源 86.83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于来特 80.92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蒋克欣 79.33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张跃廷 77.6

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岳天 74.7

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 王天幕 92.58

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 陆子骏 92.5

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 吴倩倩 8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孙煜杲 89.75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杜成乾 89.5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樊碧远 84.92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张升 84.83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郭嘉玮 84.67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刘莹莹 84.42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张龙海 84.42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孟克 84.08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周杰怡 83.92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李赟靖 81.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叶悦 81.8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曲玥 81.8

体育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学 孙亚琼 84.25

体育学院 学科教学（体育） 刘泓江 81.75

体育学院 学科教学（体育） 侯建羽 78.25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陈熔亿 82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刘雨童 85.92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蒿立哲 84.5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谭晓莹 83.83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齐容鑫 83.5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赵梓丞 80.5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黄俊杰 95.6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王宇英 92.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王香元 91.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刘祖良 91.6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刘天怡 91.4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马致琳 91.2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李鸿婕 90.8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陈蕊蕊 90.6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王苗 89.4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庞沙沙 88.4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马昕悦 87.6

文学院 学科教学（语文） 向秋霖 87.4

文学院 文艺学 雍莉 92

文学院 文艺学 陈欣然 80.8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林娟 91.6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林晓诗 91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朱熠琳 82.6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薛丹阳 80.6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张李敏 94.4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臧雪薇 92.2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乔榕 90.6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邢子巍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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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宋蕾 90.2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陆煜 89.2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韩君钰 87.4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孙琳音 83.6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豆芳 81.4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王子璇 80.8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马舒影 79.6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孙欣悦 94.6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马伊卓 94.4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俊龙 92.2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郝家玉 91.6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林静雯 90.8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何沛阳 82.8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刘雨欣 93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卢燃 92.6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佳欣 91.2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杨甜甜 93.33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胡亚婷 91.33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张雨露 89.33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惠子仪 88.6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张钰潇 88.6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张筱宁 88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海峥岩 87.6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邹妍瑾 87.33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关棋 86.33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刘珊宏 86.33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沈静怡 84.67

外国语学院 学科教学（英语） 黎培培 71.67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张樱颉 92.67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韩汶珊 91.67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朱晓宇 90.67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胡攀 89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林湘涵 88.33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刘萍萍 85.67

外国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 田欣雅 97.33

外国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 曹卓楠 96

外国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 田珂欣 91.75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张馨元 92.67

外国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罗铭星 92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李雅静 91.33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房建慧 91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马若情 90.67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董雪冉 89.67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蒋静静 87.33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尹军霞 87.33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刘花荣 87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李佳宁 82.33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石亦洁 90.33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曹颖 89.33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苏雪 88.33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刘淑浩 87.67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蔡毅君 87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芦文婷 86.67

外国语学院 英语笔译 李艳梅 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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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译 张可鑫 92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译 王一翔 88.33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高沁馨 92.06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郭陈龙 91.39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周潇雨 91.06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王刚毅 90.13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王晨梦 90.07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王琬琳 89.73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刘怡雯 88.63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冯欣姝 88.39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闫梦楠 86.93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王煦阳 86.6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郭丁丹 81.73

音乐学院 音乐 张雅静 96.14

音乐学院 音乐 孙建虎 94.86

音乐学院 音乐 宋承鸿 94.4

音乐学院 音乐 邓硕方 94

音乐学院 音乐 张爱敏 93.68

音乐学院 音乐 卫婉蓉 93.52

音乐学院 音乐 彭伏年 93.4

音乐学院 音乐 马晨铭 93

音乐学院 音乐 李磊 92.43

音乐学院 音乐 吴依蔓 91.86

音乐学院 音乐 连茜茜 91.85

音乐学院 音乐 王柯予 91.14

音乐学院 音乐 王玉梦 90

音乐学院 音乐 李瑾昱 88.85

音乐学院 音乐 冯金艺 87.56

音乐学院 音乐 杨婷婷 86.14

音乐学院 音乐 王荔尧 84.2

音乐学院 音乐 黄琼 82.57

音乐学院 音乐 欧海诗 82.14

音乐学院 音乐 冯雨 80.8

音乐学院 音乐 王怡梦 77

音乐学院 音乐 杨青美 76

音乐学院 音乐 侯小迪 76

音乐学院 舞蹈 明楚楚 91.39

音乐学院 舞蹈 花祖恩 88.73

音乐学院 舞蹈 孔维松 87.4

音乐学院 舞蹈 赵婷婷 86.33

音乐学院 舞蹈 张舒婷 85.93

音乐学院 舞蹈 白冰雪 85.73

音乐学院 舞蹈 刘雨欣 81.27

音乐学院 舞蹈 施晓楠 73.33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王媛 84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陶瑞 80.5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张佩玉 79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任晓希 76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刘清彦 75

美术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施奕欣 71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孙彩琪 84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孙震 84

美术学院 美术学 李哲 82

美术学院 美术学 陈艺菲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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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录取学院名称 拟录取专业名称 姓名 复试成绩

美术学院 美术学 石守猛 81.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江远婷 80

美术学院 美术学 陈亚男 79.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张旭东 79.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郭榕 79

美术学院 美术学 陈丽婵 79

美术学院 美术学 王映洁 79

美术学院 美术学 李艳艳 79

美术学院 美术学 王洁 78.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李雪莹 78.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陆宣潼 78

美术学院 美术学 曹圣洁 77

美术学院 美术学 杜晓丰 76.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卢嘉慧 7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宋泉毅 72.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高玉娟 71.5

美术学院 美术学 朱雅兴 70

美术学院 美术学 闫涵涵 69

美术学院 设计学 仵思如 81

美术学院 设计学 麻幸梓 79

美术学院 设计学 蔡丹丹 79

美术学院 设计学 高祎 78

美术学院 设计学 李沁玲 77.5

美术学院 设计学 辛盈 77.5

美术学院 设计学 周雨骐 77.5

美术学院 设计学 姜小璇 76.5

美术学院 设计学 何玲钰 76.5

美术学院 设计学 陶海玉 74.5

美术学院 美术 杜傲雪 84.5

美术学院 美术 曾淼薇 82.5

美术学院 美术 王莉 82

美术学院 美术 陈淋淋 81.5

美术学院 美术 焦美晨 81

美术学院 美术 王艳红 80

美术学院 美术 王开拓 80

美术学院 美术 康震 80

美术学院 美术 刘琦琦 69.5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荣宇洁 83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张艺苗 81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耿嘉惠 80.5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张本佳 80.5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闫晗 80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孔熙 79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任思琦 79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李明享 72.5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申德钰 63.5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中国史 王婷婷 94.67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中国史 张筱群 91.67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中国史 刘芳媛 89.33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中国史 李一凡 89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中国史 刘美甥 89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中国史 刘亚晴 84.67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中国史 冯向婷 78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徐荆慧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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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录取学院名称 拟录取专业名称 姓名 复试成绩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李镕芸 91.2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鲍佳琪 92.6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张静 92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吕多琳 91.3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王利 88.6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蒋峥 88.36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李丽欣 88.32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张玲玲 88.22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郑瑞杰 88

历史文化学院 学科教学（历史） 王梦瑶 86.44

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学 周敏 95

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学 张倩 71.9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郑伟凤 92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王晨 90.5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葛思岑 90.5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熊晓莹 90.32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徐宵 89.7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陈璇 88.9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杨思思 88.08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邓雯卿 87.8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梁宇熙 85.24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乔晓伟 85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崔玥 90.84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赵悦 90.4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吴玉雪 90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侯晓攀 93.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夏冰 93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郭新燕 92.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王楠 9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李润 9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高欣华 9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高甜 91.8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毛雅咪 91.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杜嘉灵 91.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数学） 马倩 80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刘燕 93.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禤景威 93.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王小芳 92.7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罗双双 92.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蔺闯 9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张铭 91.7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白小丽 91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魏亚 90.4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李禹鹏 90.2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王乐怡 89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王艳辉 89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段智茜 89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焦金晶 88.8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巩子秀 88.4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郭琴 85.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于祎蔓 85.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周明波 84.7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 班文倩 8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统计学 高升 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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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统计学 刘静 89.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统计学 关飞婷 87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统计学 吴义霞 86.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统计学 朱倩 84.5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邱迪 91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柳如茵 91.2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高月 84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郭倩 83.4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学科教学（物理） 王珩 81.6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理论物理 王强 86.8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理论物理 张杰 85.6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理论物理 李文静 85.2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理论物理 齐楠 83.8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光学 杨瑞 86.4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申秀清 84.8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史永然 84.2

化学化工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向玉 86

化学化工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冯志鲜 90

化学化工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万青青 89

化学化工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朱诗雨 88

化学化工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李婕妤 86

化学化工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郑毓静 85

化学化工学院 学科教学（化学） 李腾新 84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李凤 93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祝晓晗 93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费心蕊 93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田立华 93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但婷婷 92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马喆东 92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张荣荣 92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张瑾瑞 92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聂晓珂 91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贺琬蓉 91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王雅琴 90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施芝菊 90.4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朱迪 89.33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刘安多 88.93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张珊珊 86.67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张丽花 82.27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学科教学（地理） 刘娇辉 80.13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李瑶 93.8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于雯霏 91.13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李嘉宁 88.93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刘亚翡 85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郭艺澍 79.87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张家玮 88.4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张瑶 86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王莎 83.87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余乐水 82.67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乔恩乐 81.6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蒋碧瑶 80.45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马文硕 76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张雅 90.87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马意茹 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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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幸迪 91.73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范晋豪 89.2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蒋倩 89.07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王柯 87.2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卢珉玥 86.4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苏托兄 85.2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王丹丹 84.67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张娜 84.27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吴小巧 79.6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马兰 85.25

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慧玲 85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南孟月 93.4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成璞 93.25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刘婉莹 91.5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郭蓓 86

生命科学学院 学科教学（生物） 王媛媛 85.2

生命科学学院 神经生物学 李茵 92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李英 91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燕丽婷 89.71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陈书婷 88.14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辛雨荷 89.43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杨曦彤 81.67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鲁如月 80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与医药 王鹏 95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李妍 95.3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张园园 92.8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田洪烨 91.8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贾栋丽 91.8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岳晓霞 91.2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李倩楠 91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毛亚州 90

计算机科学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陈可钧 84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悦 89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克敏 88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梁天冕 83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韩静 83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晓昂 83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潇 83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蒲应丹 83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韩宇婷 83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梅君 83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雷松 82.8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吕小姣 82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贾茹 80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佳敏 79.3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文杰 79.3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彭程 79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嘉琪 76

计算机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郝宇梦 89

宗教研究中心 宗教学 赞太 80.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 田聿潇 90.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喆 91.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昌青 9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唐月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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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雷旭若 85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吴胤霖 90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施泳霖 87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李程程 86.5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方心雨 91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乔思远 92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罗昌霖 89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魏晶莹 87.5

心理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褚莉丽 88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 孙敬雯 89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基础心理学 武慧敏 90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周新宇 93.75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静 91.75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柴慧馨 89.2

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实验经济学 李琳 95.2

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实验经济学 刘思燕 91.7

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 生物学 尚晶晶 95

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 生物学 肖严鑫 9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封潇 9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王梦雅 9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高菀婧 8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孔淑慧 88.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王亚红 87.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马毓璘 9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胡琼月 9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吴倩 89.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乔妮 9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李晓沂 9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兰彩凤 9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教学（思政） 王悦涵 82.4

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地理学 高毅华 87.25

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地理学 其力木格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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