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拟报专业 姓名 现就读学校

1 考古学 汪香宇 四川大学

2 考古学 雷雨晴 兰州大学

3 考古学 邱琴 郑州大学

4 考古学 叶小青 武汉大学

5 考古学 王贠赟 郑州大学

6 考古学 裴晓晨 郑州大学

7 考古学 葛瑶 郑州大学

8 考古学 赵勇涛 郑州大学

9 考古学 陈艳玲 兰州大学

10 考古学 林品君 兰州大学

11 考古学 张茂林 兰州大学

12 考古学 杨雯雯 吉林大学

13 考古学 张宛玉 吉林大学

14 考古学 袁方 南京师范大学

15 考古学 武钰娟 南京师范大学

16 考古学 刘莹雪 内蒙古大学

17 考古学 田佳艳 河南大学

18 考古学 武笑迎 陕西师范大学

19 考古学 黄小莉 西南大学

20 文物与博物馆 安玉 四川大学

21 文物与博物馆 龚裕 南京师范大学

22 文物与博物馆 姚玥 南京师范大学

23 文物与博物馆 渠雨桐 南京师范大学

24 文物与博物馆 张雨婷 陕西师范大学

25 文物与博物馆 张紫媛 陕西师范大学

26 文物与博物馆 解莉莉 陕西师范大学

27 文物与博物馆 丁昊阳 内蒙古大学

28 文物与博物馆 黄应飞 中央民族大学

29 文物与博物馆 刘贞伶 苏州大学

30 文物与博物馆 罗慧香 西南大学

31 中国史 李陆鹏 湖南大学

32 中国史 覃旺 湖南大学

33 中国史 曾臻 湖南师范大学

34 中国史 甘雪雁 湖南师范大学

35 中国史 万桐 湖南师范大学

36 中国史 刘楚煜 华中师范大学

37 中国史 陈蕾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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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国史 井艺寰 西北大学

39 中国史 曹臣英 西北大学

40 中国史 于淼 西北大学

41 中国史 逄勃 中央民族大学

42 中国史 李宥儒 中央民族大学

43 中国史 王艺霖 四川大学

44 中国史 董芙蓉 四川大学

45 中国史 白成 四川大学

46 中国史 姜媛惠 四川大学

47 中国史 宁浩 四川大学

48 中国史 钟豪 四川大学

49 中国史 陈劲舟 湖南大学

50 中国史 贺鸿艳 湖南师范大学

51 中国史 殷雪萍 华中师范大学

52 中国史 袁凯琳 华中师范大学

53 中国史 刘畅 兰州大学

54 中国史 胡秋儒 陕西师范大学

55 中国史 王成伟 西北大学

56 中国史 陶中淼 郑州大学

57 中国史 敖畅 重庆大学

58 中国史 崔旸 重庆大学

59 中国史 伊兰 中央民族大学

60 中国史 石曼 河南大学

61 世界史 李小宇 四川大学

62 世界史 易寒萧 四川大学

63 世界史 曹怡然 四川大学

64 世界史 张皓然 四川大学

65 世界史 胡梦琪 云南大学

66 世界史 高凡 西北大学

67 世界史 赵钊 西北大学

68 世界史 孙彭宇 兰州大学

69 世界史 刘文也 兰州大学

70 世界史 于丹波 中央民族大学

71 世界史 崔馨 天津师范大学

72 世界史 郝晋京 东北师范大学

73 世界史 胡斯妤 湖南师范大学

74 世界史 倪莎 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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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世界史 杨琦帆 河南大学

76 旅游管理 张奇祺 四川大学

77 旅游管理 牛平 四川大学

78 旅游管理 陈令 湖南师范大学

79 旅游管理 姜思元 湖南师范大学

80 旅游管理 蔡欣倩 郑州大学

81 旅游管理 李晗 郑州大学

82 旅游管理 孙维洁 海南大学

83 旅游管理 梁馨月 暨南大学

84 旅游管理 霍婷婷 东北财经大学

85 旅游管理 李丹洋 中国海洋大学

86 旅游管理 王晨琳 中国海洋大学

87 旅游管理 汪佳慧 华中师范大学

88 旅游管理 赵晨月 华中师范大学

89 旅游管理 兰林超 华中师范大学

90 旅游管理 师慧敏 西南大学

91 旅游管理 林斌博 新疆大学

92 旅游管理 肖荟 江西财经大学

93 旅游管理 樊荣 西北大学

94 旅游管理 田原 山东大学

95 旅游管理 张明月 南京农业大学

96 旅游管理 杨璐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97 旅游管理 杜婧仪 东南大学

98 旅游管理 张凌菲 南昌大学

99 旅游管理 徐涵 安徽大学

100 会展与节事管理 郑青彦 四川大学

101 会展与节事管理 方小维 四川大学

102 会展与节事管理 李巧 四川农业大学

103 会展与节事管理 罗羽杉 四川农业大学

104 会展与节事管理 罗卉 南昌大学

105 会展与节事管理 王嘉悦 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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