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语言大学2021年硕士推免生拟录取名单

姓名 证件号码 毕业单位 录取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复试成绩

孙雪菁 3302*****0029 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语口译 阿拉伯语同声传译 90.00
王曾翊铜 5104*****0915 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阿拉伯语言与文化 94.00
蒲春艳 5003*****5323 兰州交通大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阿拉伯文学 93.00
原康杰 1427*****0610 天津外国语大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阿拉伯文学 91.67
范炅玟 3707*****8126 北京语言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 93.33
杜河汉 5108*****1738 北京语言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西文论与文化研究 93.00
滕芷萱 2102*****4929 辽宁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视野下的文学经典研究 87.33
刘婉眉 1101*****0822 北京语言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研究 85.67
李森 3607*****8911 北京语言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研究 70.00

岑玉雪 5001*****8328 北京语言大学 朝鲜语口译 朝鲜语同声传译 92.33
于诗佳 2103*****092X 山东师范大学 朝鲜语口译 朝鲜语同声传译 77.00
尹丽燕 4305*****4528 北京语言大学 传播学 国际传播 90.33
徐玉然 3203*****7327 西安外国语大学 俄语笔译 俄语应用笔译 77.00
何晓雪 1306*****2123 东北林业大学 俄语笔译 俄语应用笔译 73.00
张格格 3401*****4125 天津外国语大学 法语笔译 法语应用笔译 88.00
冯小璇 4419*****198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语笔译 法语应用笔译 85.00
段晓娜 4112*****902X 河南师范大学 法语笔译 法语应用笔译 84.00
叶柳滢 4401*****0020 中山大学 法语口译 汉法口译 88.00
马殊 4405*****234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语口译 汉法口译 88.00

朱银莹 3302*****3029 浙江师范大学 法语口译 汉法同声传译 85.00
轩园园 4127*****1047 北京语言大学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学 85.00
兰庭宇 2102*****2228 辽宁大学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学 82.00
闾亦为 4306*****2015 西南民族大学 翻译学 口笔译研究（法语） 90.00
赵鲁 1309*****1240 内蒙古大学 翻译学 口笔译研究（英语） 88.67
莫尧 4408*****1247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 92.00

国艺莹 5227*****0046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舆论战与政治传播 95.00
朱衍行 4127*****1516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 93.33
余金帆 4208*****4589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 93.00
叶高洁 3303*****2225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 91.33
袁春蕾 4103*****2520 哈尔滨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85.33
莫沁妮 4305*****3326 湘潭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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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宇倩 4114*****3382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77.67
张津铭 4404*****9058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方言学 91.00
徐瑕 5115*****5828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字学 87.33

武丽雯 1404*****0447 哈尔滨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语法学 87.00
李若彤 2301*****4123 哈尔滨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语法学 84.33
潘雪 1101*****1864 北方工业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古文字学 78.00

林安琪 4452*****2441 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词汇学 73.00
韩开 1406*****7242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图形图像处理 97.00

孙嘉黛 3302*****2327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94.33
薄琳 4211*****004X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94.00
王雯 5303*****0042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90.00

吴思仪 5301*****1122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 跨境金融 95.33
王文 4114*****574X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 金融分析 93.67

刘宇轩 1302*****8017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 金融分析 90.00
唐诗琪 2101*****492X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 跨境金融 87.33
邢嘉宁 1301*****2422 北京语言大学 美术 中国美术与国际传播 93.60
李俞霖 1424*****7556 北京语言大学 美术 书法创作与国际传播 87.40
姜雨萌 2107*****2427 北京语言大学 欧洲语言文学 意大利语语言、文学、文化 94.67
刘一坤 3403*****0023 西安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学 意大利语语言、文学、文化 94.67
王佳慧 2108*****0525 北京语言大学 日语口译 汉日同声传译 95.00
李孝秋 5001*****2523 北京语言大学 日语口译 汉日同声传译 90.00
刘敏莉 3602*****8021 江西财经大学 日语口译 汉日同声传译 85.00
宋大巍 4105*****0059 北京语言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本文学 93.33
姚可心 1303*****5126 黑龙江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本文学 85.00
张雯璐 4103*****2526 河南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本文学 75.67
刘磊磊 4304*****7279 贵州医科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 93.67
张可欣 6123*****0022 西安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92.67
张悦 3706*****2224 黑龙江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90.33

敖雨彤 1101*****8620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89.00
邓春雨 5103*****7028 西南财经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81.33
梁磊 1523*****601X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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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安安 2101*****1225 辽宁大学 文艺学 中西文论比较 84.00
石钰佳 5101*****3020 西南科技大学 西班牙语笔译 西班牙语应用笔译 88.00
张嘉程 3723*****0028 北京语言大学 西班牙语笔译 西班牙语应用笔译 79.67
王书凝 6105*****6529 外交学院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西班牙语文学 90.67
张珂 3422*****4547 安徽大学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西班牙语文学 67.67

罗晓薇 1101*****6324 北京工商大学 新闻学 国际新闻 92.33
陈嘉慜 3302*****6148 武汉科技大学 英语笔译 本地化管理 80.67
何梓锴 4413*****1016 西华大学 英语口译 会议同声传译 83.00
刘佳仪 3702*****5025 山西财经大学 英语口译 英语高级口译 82.33
郑婧妍 3701*****1420 山东科技大学 英语口译 英语高级口译 81.33
李涵晴 1101*****8623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口译 英语高级口译 76.00
曾跃章 3506*****0050 集美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90.20
尚诗淇 1401*****3667 北方工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89.60
牛佳欣 1302*****002X 辽宁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84.60
孙钰萌 3703*****0045 上海理工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美国文学 83.60
张心怡 4409*****0321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80.00
徐美煊 2113*****0022 辽宁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96.67
王宏杰 3306*****4234 浙江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96.67
姜雨昕 2108*****1020 辽宁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96.67
姜道颖 2224*****0625 延边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 95.33
冯丽萍 4417*****0021 汕头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95.00
罗佳丽 6102*****0249 陕西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94.00
王姝蕾 6125*****0043 华侨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实验语音学 93.67
包安静 2109*****4621 陕西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93.33
陈晓娟 1407*****0101 山西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89.67
杨歌 3707*****0020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89.33

陈毅敏 3502*****1023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词汇语义学 88.67
何少薇 3705*****0424 曲阜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88.00
贾伟 1307*****0045 河北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 87.67

王昕蕾 3701*****3349 山东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 87.00
甘平 3429*****5523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测试 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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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萱 4306*****5085 石河子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86.33
崔心悦 1401*****0023 山西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86.00
王伟妮 6228*****0643 西北民族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85.75
卜庭菲 4103*****0027 河南科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85.67
高岚菁 5301*****0628 云南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 83.00
姬凌波 4107*****1024 新疆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实验语音学 80.25
李紫叶 5139*****0649 海南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79.67
聂简荻 2201*****1228 东北师范大学 语言与人脑科学 生物语言学 88.60
赵徐慧 3701*****0023 吉林大学 语言智能与技术 语音工程 90.00
刘经语 3209*****0063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87.00
张凡叶 4104*****2827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唐宋文学 85.67
吕陆曦 5303*****182X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84.33
翟羽耀 1403*****3678 山西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83.00
陈梦雅 3301*****5629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女性文学研究 94.00
杨瑞莲 3406*****0022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88.33
胡佳敏 3426*****3305 集美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女性文学研究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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