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分流专业
1 王鹤锦 公共事业管理
2 黄心怡 公共事业管理
3 侯东良 公共事业管理
4 陈建彤 公共事业管理
5 郑燕萍 教育技术学
6 李炎卓 教育技术学
7 宋义深 教育技术学
8 孙铭泽 教育技术学
9 吴唯赫 教育技术学
10 刘研竹 教育技术学
11 廖婉婷 教育技术学
12 马安瑶 教育技术学
13 李文硕 教育技术学
14 赵茜 教育技术学
15 郭璐文 教育技术学
16 刘晋良 教育技术学
17 白荐楠 教育技术学
18 吴可斐 教育技术学
19 梁语薇 教育技术学
20 吴杨凤 教育技术学
21 于舒 教育技术学
22 李思雨 教育技术学
23 郭子涵 教育技术学
24 高乃谦 教育技术学
25 李涵 教育技术学
26 阮文凯 教育技术学
27 左昭 教育技术学
28 黄睿妍 教育技术学
29 李宇涵 教育技术学
30 赵雅琪 教育技术学
31 施航伊 教育技术学
32 吴磊 教育技术学
33 李雨馨 教育技术学
34 安炫珉 教育学
35 安周恩 教育学
36 郑相珍 教育学
37 修宪如 教育学
38 彭诗茹 教育学
39 黎宇洲 教育学
40 张子硕 教育学
41 李裕兰 教育学
42 韦湧波 教育学
43 张婷婷 教育学
44 唐逸文 教育学
45 李彦洁 教育学
46 杨佳 教育学
47 蔡鸣凤 教育学
48 肖文轩 教育学
49 杨亚烽 教育学
50 方恺茜 教育学
51 杨子谦 教育学
52 王子麒 教育学
53 乔丹桔 教育学
54 董文卓 教育学
55 蒲素素 教育学
56 王家琪 教育学
57 何家驹 教育学
58 陈泠璇 教育学
59 刘佩玥 教育学
60 张钰扬 教育学



61 李文佳 教育学
62 刘飞宏 教育学
63 乔世明 教育学
64 张予潇 教育学
65 李昕怡 教育学
66 罗羽薇 教育学
67 尹雪力 教育学
68 沈子曰 教育学
69 许译丹 教育学
70 慕怀举 教育学
71 孙筝 教育学
72 樊星辰 教育学
73 王艺凝 教育学
74 罗家淇 教育学
75 李亿杰 教育学
76 向佳雯 教育学
77 陈雯茜 教育学
78 许心怡 教育学
79 朴美景 教育学
80 李博深 教育学
81 刘璐 教育学
82 王雨彤 教育学
83 龚思桦 教育学
84 邸玥 教育学
85 彭云其 教育学
86 苏雨涵 教育学
87 王京欣 教育学
88 赵玥 教育学
89 白若雪 教育学
90 蔡瑀澜 教育学
91 李梓怡 教育学
92 曹建哲 教育学
93 孙浩辰 教育学
94 李昱霖 教育学
95 司晓晗 教育学
96 张嘉桐 教育学
97 高莹琪 教育学
98 王莲 教育学
99 杨胜猛 教育学
100 王祎琳 教育学
101 程娅惠 教育学
102 王瑞珊 教育学
103 付羿雨 教育学
104 袁依玲 教育学
105 段诗瑶 教育学
106 黄悦 教育学
107 关潇 教育学
108 张曹梦骆 教育学
109 杨子婷 教育学
110 蒋世杰 教育学
111 束姿颖 教育学
112 邵芊涵 教育学
113 周莹莹 教育学
114 冉楚琪 教育学
115 李依洋 教育学
116 任佳妮 教育学
117 叶琼 教育学
118 宋欣玥 教育学
119 陈依林 教育学
120 汤坤意 教育学
121 李多荣 教育学



122 李楚斌 教育学
123 姜韩松 教育学
124 吴翠姗 教育学
125 柳旻志 教育学
126 加景皓 特殊教育
127 郝佳颖 特殊教育
128 张钰廑 特殊教育
129 董宇晗 特殊教育
130 段览山 特殊教育
131 冯倍恩 特殊教育
132 黄义航 特殊教育
133 许释文 学前教育
134 林雅铭 学前教育
135 卢娜婷 学前教育
136 方世新 学前教育
137 黄小倩 学前教育
138 王星曌 学前教育
139 邱月 学前教育
140 孟怡菲 学前教育
141 郭冰玄 学前教育
142 罗瑾滢 学前教育
143 郭惟成 学前教育
144 戴舒婷 学前教育
145 陈家雯 学前教育
146 杨婉璇 学前教育
147 冯雲梦 学前教育
148 崔雅贤 学前教育
149 李叡本 学前教育
150 丁礼媛 学前教育
151 崔恩善 学前教育
152 陈如仪 学前教育
153 潘俐洁 学前教育
154 冯穗慧 学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