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院系专业 学号 姓名 考生签名 任课教师 备注

1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627031012 刘莲 李家永

2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01 储韵杨 李家永

3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02 董婷婷 李家永

4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03 高文秀 李家永

5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04 何金玲 李家永

6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05 金晓荣 李家永

7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06 刘春雪 李家永

8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07 刘明月 李家永

9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08 刘雪润 李家永

10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09 刘源 李家永

11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0 马丽 李家永

12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1 马苗苗 李家永

13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2 王晓芳 李家永

14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3 王新惠 李家永

15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4 王真 李家永

16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5 许雪迪 李家永

17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6 杨丽丽 李家永

18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7 杨雯媛 李家永

19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8 赵亚儒 李家永

20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19 折丹 李家永

21 哲学学院学科教学（思政） 201727031020 朱娜 李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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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01 邓孟迪 李家永

23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02 方妤 李家永

24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03 冀璐 李家永

25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04 蒋馨茹 李家永

26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05 李融 李家永

27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06 李小红 李家永

28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07
麦麦提阿卜
杜拉·安外

李家永

29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08 牛红柳 李家永

30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09 邱楠楠 李家永

31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10 屈茗 李家永

32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11 陶楚 李家永

33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12 王瑶 李家永

34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13 杨楠 李家永

35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14 尹诗 李家永

36 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201727060015 张艳 李家永

37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627070003 胡天航 李家永

38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01 曹何 李家永

39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02 程汉 李家永

40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03 蒋发发 李家永

41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04 李梅 李家永

42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05 李卫 李家永

43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06 罗伟杰 李家永

44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07 马永清 李家永

45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08 毛凯 李家永

46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09 綦思豪 李家永

47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0 石鑫 李家永

48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1 唐光周 李家永

49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2 唐杰 李家永



50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3 田红彬 李家永

51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4 王明星 李家永

52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5 王维强 李家永

53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6 王怡琅 李家永

54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7 王义鹏 李家永

55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8 熊超 李家永

56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19 尹隆兵 李家永

57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20 张立伟 李家永

58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21 郑翔宇 李家永

59 体育与运动学院学科教学（体育）201727070022 周训林 李家永

60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01
阿米娜·麦
麦提艾力

李家永

61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02 陈鸿飞 李家永

62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03 陈涛 李家永

63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04 陈晓霞 李家永

64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05 陈茵 李家永

65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06 储春爱 李家永

66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07 杜文逸 李家永

67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08 符惠惠 李家永

68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09 高杨 李家永

69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0 龚静苹 李家永

70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1 韩思雨 李家永

71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2 韩煜 李家永

72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3 侯智睿 李家永

73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4 黄霏 李家永

74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5 金万明 李家永

75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6 拉巴次仁 李家永

76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7 李玲 李家永

77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8 李远凤 李家永



78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19 林玉敏 李家永

79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0 刘佳敏 李家永

80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1 刘恋 李家永

81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2 陆倩倩 李家永

82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3 马璐瑶 李家永

83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4 马青杰 李家永

84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5 彭丽云 李家永

85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6 任步云 李家永

86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7 戎雪 李家永

87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8
肉山古力·
托合尼亚孜

李家永

88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29 唐雅素 李家永

89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0 王宝 李家永

90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1 王婵 李家永

91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2 王梦婷 李家永

92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3
吾勒曼·巴
合别勒干

李家永

93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4 杨丽 李家永

94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5 杨梅 李家永

95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6 杨洋 李家永

96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7 于俊杰 李家永

97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8 张皓 李家永

98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39 张丽园 李家永

99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40 张石峰 李家永

100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41 张婷婷 李家永

101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42 张艳 李家永

102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43 张耀武 李家永

103 数学科学学院学科教学（数学）201727130044 赵四 李家永

104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627200001 白玛次珍 李家永

105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627200006 冯琦 李家永



106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627200022
吐送古丽·
木太力甫

李家永

107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01 巴桑次仁 李家永

108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02 冯虹 李家永

109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03
姑丽尼格尔
·阿布力米

李家永

110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04 韩克强 李家永

111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05 霍婷 李家永

112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06 贾培培 李家永

113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07 黎莎 李家永

114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08 李晶 李家永

115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09 李娜娜 李家永

116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0 罗佳婧 李家永

117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1 马慧楠 李家永

118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2 马金兰 李家永

备注：此表一定返回教育学部教学办施玉茹老师处，电话：58804715。



序号 院系专业 学号 姓名 考生签名 任课教师 备注

1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3 马静 李家永

2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4
麦尔外特·
托列吾汗

李家永

3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5 潘晓雨 李家永

4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6 庞婷 李家永

5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7 盛李 李家永

6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8 孙孝衡双 李家永

7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19 唐诗诗 李家永

8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0 王敏 李家永

9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1 吴键军 李家永

10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2 吴丽娜 李家永

11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3 伍密 李家永

12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4 谢占鸿 李家永

13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5 徐璐 李家永

14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6 杨冬 李家永

15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7 尹炫植 李家永

16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8 张路 李家永

17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29 赵楼 李家永

18 生命科学学院学科教学（生物）201727200030 钟曼娜 李家永

19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623010005 赵琳琳 周钧

20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623010011 于洋 周钧

21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623010029 任敏 周钧

22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623010060 冯丹 周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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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01 陈露露 周钧

24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02 陈亦雯 周钧

25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03 冯国蕊 周钧

26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04 冯欣 周钧

27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05 纪圣婴 周钧

28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06 梁颖新 周钧

29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07 罗德宏 周钧

30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08 骆宇洁 周钧

31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09 宋颖 周钧

32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10 王晨 周钧

33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11 谢然 周钧

34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12 许晓晴 周钧

35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13 杨文青 周钧

36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14 张立佩 周钧

37 教育学部教管原理 201728010015 张迎春 周钧

38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数学） 201728010016 韩亚玲 周钧

39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数学） 201728010017 刘喜荣 周钧

40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数学） 201728010018 潘立平 周钧

41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数学） 201728010019 武静 周钧

42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数学） 201728010020 赵红梅 周钧

43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化学） 201728010021 刘蕊 周钧

44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化学） 201728010022 刘彦 周钧

45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化学） 201728010023 刘真真 周钧

46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化学） 201728010024 王赛 周钧

47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地理） 201623010175 姜严 周钧

48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地理） 201623010178 方元 周钧

49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地理） 201728010025 李心柔 周钧

50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地理） 201728010026 李泽秀 周钧



51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地理） 201728010027 吕薇 周钧

52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地理） 201728010028 聂世俊 周钧

53 教育学部学科教学（地理） 201728010029 郑奇 周钧

54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627010004 何春丽 周钧

55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627010008 苏华东 周钧

56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627010012 张云云 周钧

57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01 曹峰 周钧

58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02 高玺 周钧

59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03 娟娟 周钧

60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04 李趁 周钧

61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05 李通德 周钧

62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06 李婉璐 周钧

63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07 刘晓 周钧

64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08 马海 周钧

65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09
唐乔丽凡·
那斯甫汗

周钧

66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10 许晏宁 周钧

67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11 杨晓燕 周钧

68 教育学部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010012 张晓敏 周钧

69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 201727010013
阿提开姆·
约麦尔

周钧

70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 201727010014 索昂文毛 周钧

71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 201727010015 谢姣 周钧

72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 201728010030 陈思琪 周钧

73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 201728010031 刘炼红 周钧

74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 201728010032 秦慧敏 周钧

75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 201728010033 沈文琴 周钧

76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 201728010034 吴洁 周钧

77 教育学部特殊教育 201728010035 郭颖 周钧

78 教育学部特殊教育 201728010036 何建平 周钧



79 教育学部特殊教育 201728010037 刘少坤 周钧

80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627150005 达娃 周钧

81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627150011 李丹丹 周钧

82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627150014 李燕 周钧

83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627150028 袁仲平 周钧

84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627150032 张昕喆 周钧

85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01
布买热依木
·阿不都热

周钧

86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02 陈苗 周钧

87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03 邓群 周钧

88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04 丁娜 周钧

89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05 樊文君 周钧

90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06 方娟雯 周钧

91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07 房群 周钧

92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08 高冰 周钧

93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09 高绮哲 周钧

94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0 高艳艳 周钧

95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1 龚珊 周钧

96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2 巩明雪 周钧

97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3 缑晓艳 周钧

98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4 胡斯洋 周钧

99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5 黄蓉蓉 周钧

100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6 兰杨 周钧

101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7 李峰 周钧

102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8 李琳 周钧

103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19 李梦思 周钧

104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0 李秋菊 周钧

105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1 刘敏 周钧

106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2 刘志杰 周钧



107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3 马旻 周钧

108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4 马嫣然 周钧

109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5 彭瑞 周钧

110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6 强玉 周钧

111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7 荣媛 周钧

112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8 司艳云 周钧

备注：此表一定返回教育学部教学办施玉茹老师处，电话：58804715。



序号 院系专业 学号 姓名 考生签名 任课教师 备注

1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29 王敬 周钧

2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0 王丽君 周钧

3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1 王玲洁 周钧

4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2 王瑞萍 周钧

5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3 王雅鑫 周钧

6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4 韦标东 周钧

7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5 肖文明 周钧

8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6 闫丽 周钧

9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7 杨坤 周钧

10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8 尹高雷 周钧

11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39 于文静 周钧

12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40 曾繁继 周钧

13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41 张富 周钧

14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42 张胜杰 周钧

15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43 张婷婷 周钧

16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44 朱景润 周钧

17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45 朱小玲 周钧

18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46 朱旭 周钧

19 化学学院学科教学（化学） 201727150047
组丽皮亚·
阿力木

周钧

20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01 曹俊 周钧

21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02 陈星源 周钧

22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03 杜文文 周钧

23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04 段明远 周钧

北京师范大学考试考场记录表

考试科目：当代教育改革思潮           考试地点：教八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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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05 高晓青 周钧

25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06 黄倩倩 周钧

26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07 江攀 周钧

27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08 廖桑永 周钧

28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09 廖伊雯 周钧

29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0 刘敏 周钧

30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1 陆德容 周钧

31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2 马倩 周钧

32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3
玛依拉·吐
尔逊

周钧

33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4 苗淼 周钧

34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5 彭竞贤 周钧

35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6 任小莹 周钧

36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7 王薇 周钧

37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8 向思群 周钧

38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19 杨文琴 周钧

39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20 钟大泽 周钧

40 地理科学学部学科教学（地理）201727170021 周泽威 周钧

41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627080028 聂叶妮 刘敏

42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627080031 汪含冬 刘敏

43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01 阿依登 刘敏

44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02
阿依提古丽
·热西提

刘敏

45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03 巴音珊 刘敏

46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04 宝文娟 刘敏

47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05 陈桦青 刘敏

48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06 陈赛 刘敏

49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07 陈瑶 刘敏

50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08 丁秀琳 刘敏

51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09 冯晓捷 刘敏

52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0 高文 刘敏

53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1 高燕荣 刘敏

54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2 郭宏艳 刘敏



55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3 韩晓媛 刘敏

56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4 黄颖 刘敏

57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5 颉肖萌 刘敏

58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6 李佩芸 刘敏

59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7 李秀萍 刘敏

60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8 梁瑞飞 刘敏

61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19 梁月 刘敏

62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0 林晶晶 刘敏

63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1 刘厚超 刘敏

64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2 罗巧丽 刘敏

65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3 马泽玉 刘敏

66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4 买西旦 刘敏

67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5 牛变过 刘敏

68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6
努尔孜汗·
包拉提

刘敏

69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7 齐苗苗 刘敏

70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8 邱琳 刘敏

71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29 孙婷 刘敏

72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0 万芸芸 刘敏

73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1 王璐 刘敏

74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2 王随军 刘敏

75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3 吴海鹏 刘敏

76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4 吴继 刘敏

77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5 徐道唐 刘敏

78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6 薛义 刘敏

79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7 杨虹 刘敏

80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8 余季璇 刘敏

81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39 张瑞洁 刘敏

82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40 张译之 刘敏

83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41 周修港 刘敏

84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42 周燕 刘敏

85 文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201727080043 朱思琪 刘敏



86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627100011 侯竞茜 刘敏

87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627100021 刘岩 刘敏

88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627100028 唐小婷 刘敏

89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627100041 郑涵 刘敏

90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01 陈晓莉 刘敏

91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02 贺心怡 刘敏

92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03 贺媛 刘敏

93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04 胡贺晴 刘敏

94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05 华思思 刘敏

95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06 黄绮 刘敏

96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07 吉星 刘敏

97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08 计珂 刘敏

98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09 李佳佳 刘敏

99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0 李莉婷 刘敏

100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1 刘汉清 刘敏

备注：此表一定返回教育学部教学办施玉茹老师处，电话：5880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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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2 刘曼 刘敏

2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3 龙波 刘敏

3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4 鲁荣荣 刘敏

4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5 米燕 刘敏

5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6 索萍 刘敏

6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7 覃红慧 刘敏

7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8 田燕茹 刘敏

8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19 王丽婷 刘敏

9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20 王铸 刘敏

10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21 徐振婷 刘敏

11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22 雅茹 刘敏

12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23 严海颖 刘敏

13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24 杨换荣 刘敏

14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25 杨可 刘敏

15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26 曾元媛 刘敏

16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27 张靖 刘敏

17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科教学（英语）201727100028 张羽 刘敏

18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627120005
古丽加汗·
艾买提

刘敏

19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01 安岚 刘敏

20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02 毕泽雪 刘敏

21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03 曹雪蓉 刘敏

22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04 龚麒 刘敏

23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05 顾爽 刘敏

24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06 郭鑫 刘敏

25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07 郭哲妮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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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08 韩斯雅 刘敏

27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09 靳融 刘敏

28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0 李玥 刘敏

29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1 马燕 刘敏

30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2 牛翠柳 刘敏

31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3 屈蕾 刘敏

32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4
热依拉·买
合木提

刘敏

33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5 桑吉卓玛 刘敏

34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6 孙莹 刘敏

35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7 谭祎 刘敏

36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8 韦德良 刘敏

37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19 魏建之 刘敏

38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20 魏薇 刘敏

39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21 温尼尔敖丹 刘敏

40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22 温艳晨 刘敏

41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23
叶德力·哈
力木别克

刘敏

42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24 叶品岚 刘敏

43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25 游婧琦 刘敏

44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26 张浩敏 刘敏

45 历史学院学科教学（历史） 201727120027 张惟 刘敏

46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627140022 王雁 刘敏

47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01 白乔子 刘敏

48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02 鲍文明 刘敏

49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03
布兰·阿那
尔别克

刘敏

50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04 陈芊宇 刘敏

51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05 陈莹 刘敏

52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06 陈玉 刘敏

53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07 代晓翠 刘敏

54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08 丁芳 刘敏

55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09 付世莲 刘敏

56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0 郭卓卓 刘敏



57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1 黄赋堃 刘敏

58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2 贾浩 刘敏

59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3 郎拉佐 刘敏

60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4 李天佑 刘敏

61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5 刘沛江 刘敏

62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6 刘宇婧 刘敏

63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7 罗铭 刘敏

64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8 马少杰 刘敏

65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19 马泽绵 刘敏

66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0 秦培文 刘敏

67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1 全晓琴 刘敏

68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2 邵韬 刘敏

69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3 汪梦洁 刘敏

70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4 王有智 刘敏

71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5 吴猷 刘敏

72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6 向秀媚 刘敏

73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7 肖飞 刘敏

74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8 徐娇 刘敏

75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29 晏智翔 刘敏

76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30 杨霂 刘敏

77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31 杨絮 刘敏

78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32
玉苏甫江·
艾买尔

刘敏

79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33 袁朝 刘敏

80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34 张慧 刘敏

81 物理学系学科教学（物理） 201727140035 赵柳 刘敏

备注：此表一定返回教育学部教学办施玉茹老师处，电话：58804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