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姓名 拟录取专业 总成绩 初试成绩 复试成绩
思想政治
理论考试

拟录取类型 备注

余梦颖 民族学 83.63 404 172.90 ∕ 学术型

聂宁 民族学 86.55 418 179.00 ∕ 学术型

刘美辰 民族学 88.38 407 190.70 ∕ 学术型

何马璐涵 民族学 79.93 365 173.70 ∕ 学术型 少民骨干计划

陈云 考古学 83.90 414 170.00 ∕ 学术型

李潇檬 考古学 83.00 405 170.00 ∕ 学术型

李蒙 考古学 80.90 394 166.00 ∕ 学术型

秦亚萍 考古学 81.20 401 164.40 ∕ 学术型

杜京城 考古学 77.20 360 164.80 ∕ 学术型

黄甜雪 考古学 77.95 357 169.00 ∕ 学术型

郑爽 考古学 86.10 416 178.00 ∕ 学术型

黄梦雨 文物与博物馆 73.90 364 150.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考
古学调剂

黄雯 考古学 84.30 413 172.00 ∕ 学术型

陈思佳 中国史 81.93 390 171.70 ∕ 学术型

王淋 中国史 80.23 378 169.70 ∕ 学术型

赵春燕 中国史 81.68 368 179.50 ∕ 学术型

赵银龙 中国史 86.15 397 185.80 ∕ 学术型

俞宽 中国史 80.98 380 171.90 ∕ 学术型

任森 中国史 80.05 376 169.80 ∕ 学术型

黄堃 中国史 83.40 394 176.00 ∕ 学术型

赖舒豪 中国史 82.50 391 173.60 ∕ 学术型

张颖 中国史 83.83 386 180.90 ∕ 学术型

施远 中国史 82.73 391 174.50 ∕ 学术型

张悦 中国史 83.33 397 174.50 ∕ 学术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2019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第 1 页，共 7 页



考生姓名 拟录取专业 总成绩 初试成绩 复试成绩
思想政治
理论考试

拟录取类型 备注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2019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张璐盈 中国史 82.15 374 179.00 ∕ 学术型

胡天鹏 中国史 81.13 383 171.30 ∕ 学术型

傅冠雄 中国史 81.43 369 178.10 ∕ 学术型

胡西良 中国史 84.53 387 183.30 ∕ 学术型

宁浩 中国史 85.40 394 184.00 ∕ 学术型

彭阳 中国史 80.68 370 174.70 ∕ 学术型

徐豪 中国史 83.93 400 175.70 ∕ 学术型

刘文波 中国史 83.28 391 176.70 ∕ 学术型

寇攀 中国史 83.28 392 176.30 ∕ 学术型

王阳 中国史 84.80 389 183.60 ∕ 学术型

王玉珏 中国史 81.73 380 174.90 ∕ 学术型

任冠宇 中国史 66.18 295 146.70 ∕ 学术型 援藏计划

张仕维 世界史 74.49 328 166.75 ∕ 学术型

钟国章 世界史 75.24 337 166.17 ∕ 学术型

卢浩南 世界史 81.10 362 179.58 ∕ 学术型

毕崇港 世界史 78.66 357 171.83 ∕ 学术型

彭德胜 世界史 76.35 341 169.00 ∕ 学术型

任绘羽 世界史 77.23 351 168.50 ∕ 学术型

刘苏芳 世界史 76.51 343 168.83 ∕ 学术型

陈砚朵 世界史 79.43 351 177.33 ∕ 学术型

张星 世界史 77.76 338 175.83 ∕ 学术型

吴浩菡 世界史 75.17 324 171.08 ∕ 学术型

胡家馨 世界史 75.49 332 169.17 ∕ 学术型

蒋畅 文物与博物馆 75.55 353 161.00 ∕ 专业型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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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倩 文物与博物馆 78.50 390 158.00 ∕ 专业型 全日制

刘泽旭 文物与博物馆 75.95 337 169.00 ∕ 专业型 全日制

叶攀 文物与博物馆 76.00 365 158.00 ∕ 专业型 全日制

李洵仪 文物与博物馆 72.50 325 160.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钟毅 文物与博物馆 76.85 366 161.00 ∕ 专业型 全日制

左紫薇 文物与博物馆 80.05 383 167.00 ∕ 专业型 全日制

田龙 文物与博物馆 69.45 312 153.00 ∕ 专业型
全日制，退役
士兵计划

李悠然 文物与博物馆 78.95 387 161.00 ∕ 专业型 全日制

宋蕾杰 文物与博物馆 71.30 338 150.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沈蔚 文物与博物馆 80.80 393 166.00 ∕ 专业型 全日制

徐小桐 文物与博物馆 75.70 352 162.00 ∕ 专业型 全日制

黄华姣 文物与博物馆 74.90 339 164.00 ∕ 专业型 全日制

陈燕华 文物与博物馆 75.55 338 167.00 ∕ 专业型 全日制

霍嘉兴 文物与博物馆 73.20 332 160.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徐鹏程 文物与博物馆 75.25 345 163.00 ∕ 专业型 全日制

李芮 文物与博物馆 75.00 360 156.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

李享 文物与博物馆 71.55 328 155.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钱雯 文物与博物馆 71.70 347 148.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王皓天 文物与博物馆 71.50 345 148.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陈思妤 文物与博物馆 73.45 357 151.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陈思洁 文物与博物馆 75.05 363 155.00 ∕ 专业型 全日制

黎媛媛 文物与博物馆 79.40 379 166.00 ∕ 专业型 全日制

张宇 文物与博物馆 71.85 326 157.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

查夏炎 文物与博物馆 76.65 364 161.00 ∕ 专业型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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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 文物与博物馆 76.90 369 160.00 ∕ 专业型 全日制

吴莎 文物与博物馆 71.70 327 156.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

陈程 文物与博物馆 71.45 342 149.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高成龙 文物与博物馆 72.45 337 155.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

雷蕾 文物与博物馆 75.20 347 162.00 ∕ 专业型 全日制

晏梓 文物与博物馆 73.45 367 147.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蔡敏敏 文物与博物馆 72.10 336 154.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

王梦雨 文物与博物馆 75.80 353 162.00 ∕ 专业型 全日制

彭悦 文物与博物馆 77.75 360 167.00 ∕ 专业型 全日制

赵春玲 文物与博物馆 73.95 332 163.00 ∕ 专业型 全日制

刘庄严 文物与博物馆 75.60 346 164.00 ∕ 专业型 全日制

李蓉 文物与博物馆 71.25 320 157.00 ∕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李泱泱 文物与博物馆 80.60 381 170.00 ∕ 专业型 全日制

郝明宇 文物与博物馆 76.80 363 162.00 ∕ 专业型 全日制

谭林怀 文物与博物馆 73.75 330 163.00 ∕ 专业型 全日制

马思琦 酒店管理学 78.53 387 159.30 ∕ 学术型 旅游管理调剂

汪婷婷 旅游管理 80.30 392 164.40 ∕ 学术型

彭聪 会展与节事管理 80.10 395 162.40 ∕ 学术型 旅游管理调剂

李文哲 酒店管理学 78.40 388 158.40 ∕ 学术型 旅游管理调剂

胡中艺 酒店管理学 79.78 398 159.90 ∕ 学术型 旅游管理调剂

张颖 酒店管理学 77.13 391 152.10 ∕ 学术型 旅游管理调剂

赵岑影 旅游管理 82.45 393 172.60 ∕ 学术型

余云云 旅游管理 84.03 410 172.10 ∕ 学术型

赵晨月 旅游管理 83.50 389 178.40 ∕ 学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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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雪莹 旅游管理 80.58 390 166.30 ∕ 学术型

刘康兆 旅游管理 86.58 417 179.50 ∕ 学术型

刘忠俊 旅游管理 81.58 403 165.10 ∕ 学术型

林英 旅游管理 82.10 408 165.20 ∕ 学术型

侯文 旅游管理 82.03 399 168.50 ∕ 学术型

李艾玲 酒店管理学 78.20 401 152.40 ∕ 学术型 旅游管理调剂

符肖 会展与节事管理 79.38 397 158.70 ∕ 学术型 旅游管理调剂

孙浩然 旅游管理 69.79 214 136.5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张珞言 旅游管理 68.81 191 147.9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蒋璨 旅游管理 75.56 197 170.9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杨丹 旅游管理 72.74 208 152.3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刘莹 旅游管理 74.78 215 155.8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杨帆远航 旅游管理 71.88 198 155.5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吴天云 旅游管理 66.14 193 135.9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姜灯 旅游管理 72.88 200 158.2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刘琳 旅游管理 72.70 201 156.8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向振宇 旅游管理 76.17 220 158.0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冯志成 旅游管理 73.28 203 157.8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刘漪 旅游管理 72.01 188 162.7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陈敏 旅游管理 74.68 215 155.4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黄代龄 旅游管理 72.49 190 163.3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朱科锦 旅游管理 73.88 206 158.2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杨柏韬 旅游管理 74.79 202 164.5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张万磊 旅游管理 79.64 238 159.9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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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富文 旅游管理 73.63 207 156.5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邱森 旅游管理 70.98 191 156.6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夏彬 旅游管理 72.60 198 158.4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蒋玲 旅游管理 70.32 187 156.6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徐晨郗 旅游管理 72.19 190 162.1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胡露 旅游管理 74.76 209 159.7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朱小尘 旅游管理 76.50 216 162.0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唐鹿鹿 旅游管理 71.98 194 158.6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刘宇杰 旅游管理 70.94 187 159.1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万志茹 旅游管理 81.84 229 174.7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刘焰双 旅游管理 70.12 190 153.8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何成业 旅游管理 74.23 209 157.6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易佳雯 旅游管理 77.20 231 154.8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雷珂 旅游管理 75.78 212 161.8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张琰奇 旅游管理 71.72 190 160.2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邱萍 旅游管理 72.27 190 162.4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宋超 旅游管理 72.63 194 161.2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方昆 旅游管理 68.74 175 158.3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退
役士兵计划

谢雨芩 旅游管理 71.29 190 158.5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周玥 旅游管理 81.39 241 164.9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罗飓枭 旅游管理 74.17 193 168.0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梁莹 旅游管理 72.72 193 162.2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阳敏 旅游管理 74.08 204 160.3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刘耕 旅游管理 72.22 193 160.2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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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杭 旅游管理 73.15 195 162.6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陈毅 旅游管理 76.94 220 161.1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饶雪可 旅游管理 69.48 186 153.9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陈飞凤 旅游管理 73.46 203 158.5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黄霞 旅游管理 72.08 186 164.3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李冰野 旅游管理 74.47 199 165.2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少民
骨干计划

王亮 旅游管理 68.88 167 164.2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少民
骨干计划

陈姗姗 旅游管理 70.73 189 156.9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钟东旭 旅游管理 73.88 200 162.2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

王成露 旅游管理 72.67 187 166.00 合格 专业型 全日制

周利 旅游管理 71.35 189 159.40 合格 专业型
非全日制，全
日制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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