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报名编号 专业学位领域

汪绍海 159202188775 教育管理

管新梅 159202189289 教育管理

丁青松 159202189398 教育管理

卫星 159202189830 教育管理

马骏 159202189540 教育管理

李嫣 159202190517 教育管理

王小刚 159202190518 教育管理

吴鑫 159202190825 教育管理

秦壮 159202191212 教育管理

谢薇 159202190300 教育管理

徐芳 159202190850 教育管理

李杨 159202191564 教育管理

彭生 159202191718 教育管理

陈刚 159202190520 教育管理

董育红 159202192169 教育管理

田芳 159202192477 教育管理

陈凤丽 159202191318 教育管理

周全 159202188859 教育管理

王丹 159202192925 教育管理

党少鹏 159202192961 教育管理

欧天永 159202193197 教育管理

王伟平 159202194509 教育管理

金松涛 159202193702 教育管理

邢警 159202194105 教育管理

岑情 159202191695 教育管理

陈忠良 159202195919 教育管理

黄慧 159202196005 教育管理

张华中秋 159202192949 教育管理

王芹 159202196344 教育管理

罗婷 159202196857 教育管理

秦晓庆 159202196917 教育管理

沈青 159202190310 教育管理

周俊 159202189416 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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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颖超 159202190370 学科教学（思政）

尹萱 159202195755 学科教学（思政）

李永会 159202196858 学科教学（思政）

周欣 159202190650 学科教学（思政）

魏艳艳 169202197580 学科教学（思政）

彭娟 159202189499 学科教学（语文）

李成蕊 159202189674 学科教学（语文）

胡新玲 159202191231 学科教学（语文）

王景妍 159202193046 学科教学（语文）

范姗姗 159202192992 学科教学（语文）

陈丽 159202189774 学科教学（语文）

涂小萍 159202194377 学科教学（语文）

张弯弯 159202194216 学科教学（语文）

李萍 159202194284 学科教学（语文）

杨欣 159202194576 学科教学（语文）

李文华 159202189630 学科教学（语文）

李文莉 159202194984 学科教学（语文）

廖玲 159202195219 学科教学（语文）

程美玲 159202195521 学科教学（语文）

杨飒 159202194545 学科教学（语文）

胡丹丹 159202196025 学科教学（语文）

尹顺姬 159202196232 学科教学（语文）

马爽 159202196397 学科教学（语文）

刘雷 159202195863 学科教学（语文）

刘朋 159202189457 学科教学（数学）

李婷 159202190201 学科教学（数学）

韩鸿浩 159202191565 学科教学（数学）

杨丹 159202194493 学科教学（数学）

赵婷婷 159202194648 学科教学（数学）

张磊 159202195443 学科教学（数学）

任晓娇 159202195601 学科教学（数学）

李娜 159202195823 学科教学（数学）

银秋子 159202195846 学科教学（数学）

贺丽 159202195945 学科教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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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巧燕 159202196178 学科教学（数学）

王帅 159202192062 学科教学（数学）

胡坤 159202189237 学科教学（物理）

李金鹏 159202194824 学科教学（物理）

杜亚会 159202196337 学科教学（化学）

梁爽 159202196815 学科教学（化学）

黄发帅 159202191442 学科教学（生物）

田媛 159202192986 学科教学（生物）

郭小靖 159202194080 学科教学（生物）

李英阳 159202196542 学科教学（生物）

田黎 169202197162 学科教学（生物）

杨帆 159202188846 学科教学（英语）

王庭筠 159202190038 学科教学（英语）

阮瑶 159202190165 学科教学（英语）

占薇 159202190328 学科教学（英语）

石雯雯 159202190816 学科教学（英语）

曹专荣 159202190920 学科教学（英语）

徐湛 159202191125 学科教学（英语）

胡炳怀 159202191479 学科教学（英语）

胡畔 159202191546 学科教学（英语）

刘丹青 159202190207 学科教学（英语）

严青 159202191968 学科教学（英语）

周楚 159202193440 学科教学（英语）

张雪 159202194265 学科教学（英语）

黄云 159202195571 学科教学（英语）

刘芳 159202193363 学科教学（英语）

吴高文 159202193723 学科教学（英语）

刘玉姣 159202196046 学科教学（英语）

徐宁 159202195091 学科教学（英语）

章晓杰 159202196782 学科教学（英语）

秦岚岚 159202196791 学科教学（英语）

韩亮 159202195190 学科教学（英语）

岳磊 159202196936 学科教学（英语）

陈晓 169202197620 学科教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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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燕 159202188853 学科教学（地理）

龙沁 159202192452 学科教学（地理）

王晶 159202196836 学科教学（地理）

杨华 159202191136 学科教学（美术）

张君 159202191260 学科教学（美术）

丁丽 159202189064 学科教学（美术）

王云 159202189269 学科教学（美术）

杨萍 159202193634 学科教学（美术）

靳莹 159202188890 学科教学（美术）

牛馨瑜 159202195354 学科教学（美术）

郭宇霆 159202195330 学科教学（美术）

曾苏娟 159202195951 学科教学（美术）

陆锦凤 159202190776 学科教学（美术）

赵常明 169202197341 学科教学（美术）

韩丹 169202197343 学科教学（美术）

尤长莎 169202197456 学科教学（美术）

黄承娟 159202194676 学科教学（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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