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名称
106108030400001 汪山景 民族学
106108030400003 蔡红燕 民族学
106108030400010 范雪歌 民族学
106108030400015 曾正慧 民族学
106108030400016 范婷 民族学
106108030400018 李旻 民族学
106108030400023 李一样 民族学
106108030400025 唐露恬 民族学
106108030400027 张茂蝶 民族学
106108030400028 熊建慧 民族学
106108030400033 陈晓莉 民族学
106108030400034 罗岚 民族学
106108030400039 魏欣蕊 民族学
106108060100008 李婕 考古学
106108060100030 张钰 考古学
106108060100035 杨国兵 考古学
106108060100036 王秋东 考古学
106108060100043 程一帆 考古学
106108060100045 蔡卫超 考古学
106108060100046 杨雨昕 考古学
106108060100048 乔金丽 考古学
106108060100059 余璐江 考古学
106108060100060 谢丽雯 考古学
106108060100074 卢林明 考古学
106108060100078 魏新柳 考古学
106108060100084 郑莹莹 考古学
106108060100085 黄政鸿 考古学
106108060100106 邓方露 考古学
106108060100110 周南西 考古学
106108060100130 李泱泱 考古学
106108060100132 谈北平 考古学
106108060100135 李菲 考古学
106108060200001 欧修勇 中国史
106108060200002 赵悦 中国史
106108060200003 崔天元 中国史
106108060200009 李杨 中国史
106108060200011 孙濛 中国史
106108060200024 李玲玲 中国史
106108060200035 唐文秀 中国史
106108060200079 彭晓旭 中国史
106108060200100 胡涛涛 中国史
106108060200112 郭明攀 中国史
106108060200125 陈点 中国史
106108060200142 袁欢 中国史
106108060200144 欧阳康 中国史
106108060200148 何辽 中国史
106108060200163 唐琴 中国史
106108060200173 伍星尧 中国史
106108060200200 李磊鑫 中国史
106108060200208 邓丹 中国史
106108060200209 李霜霞 中国史
106108060200221 刘洋 中国史
106108060200222 李俊华 中国史
106108060200224 周薄天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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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8060200246 钟思文 中国史
106108060200250 徐瑶艺 中国史
106108060200253 杨静 中国史
106108060200260 朱含芮 中国史
106108060200264 吴佳音 中国史
106108060200270 喻雪梅 中国史
106108060200278 刘嘉昕 中国史
106108060200283 蒋应娟 中国史
106108060200315 朱峰霆 中国史
106108060200319 罗嘉 中国史
106108060200328 易艳丽 中国史
106108060200371 张婷婷 中国史
106108060200380 胡一舟 中国史
106108060200386 郭克文 中国史
106108060300008 田然 世界史
106108060300009 王雅丽 世界史
106108060300010 申向洋 世界史
106108060300017 陈明洁 世界史
106108060300032 钱旭 世界史
106108060300039 刘盛朵 世界史
106108060300042 李明月 世界史
106108060300043 李天骄 世界史
106108060300044 尚路瑶 世界史
106108060300051 杨楠楠 世界史
106108060300052 张义梵 世界史
106108060300053 梁晓雅 世界史
106108060300054 何晓婧 世界史
106108060300059 陈啸龙 世界史
106108060300068 袁盟 世界史
106108060300077 李重扬 世界史
106108060300086 熊艳 世界史
106108060300088 刘畅 世界史
106108060300095 苟民艺 世界史
106108060300097 赵玄蓉 世界史
106108060300104 权丽华 世界史
106108060300105 李欣霖 世界史
106108060300131 王昆杰 世界史
106108060300137 张钰童 世界史
106108060300140 王帅 世界史
106108065100003 周茜茜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08 胡梦媛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09 刘杰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10 温涛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14 程潇仪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15 王方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17 杨璇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19 支宇石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20 付皓田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27 刘磊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34 施璐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35 万小珍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37 陈莉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38 杨露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40 赵碧云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42 冯俊佳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43 王全金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46 崔红庆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52 杨柳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53 刘焱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58 蒋梦圆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59 冉惠文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60 王雪莹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63 王昱峰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69 秦皓玥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70 何芩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73 李发金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74 徐佳甜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75 张艳丽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76 冉奉梅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77 董静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80 余曼琦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82 甘宇平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83 佘茜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86 董小菡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87 林子琦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88 彭慧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90 朱振宇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93 刘志强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099 魏丹意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107 董杨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108 王悦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133 周雅兰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135 朱梅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142 何枫杨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144 刘雨曦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145 王婧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146 刘强宁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065100147 白丽 文物与博物馆
106108120200277 袁雯雯 旅游管理
106108120200283 刘立宇 旅游管理
106108120200313 孙雪莲 旅游管理
106108120200358 夏海梦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01 曾阳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02 王梦琪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03 李孟桥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05 王可慧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09 石林君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10 范磊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12 张海涛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14 刘琳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15 张媛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17 陈艳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19 高源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21 周丹丹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22 旷琴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23 王艳琴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24 龚皓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25 张军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26 江海月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27 冯晓艳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28 郑琼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29 陈阳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32 冷静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33 张琴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34 唐梦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35 唐婵娟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36 沈玥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37 杨思芸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38 周觅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39 李维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40 李博睎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41 曾国群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42 胡露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43 杨俐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44 何金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52 杨晓杰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53 陈小霞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59 何樊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61 田双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67 马光芹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68 沈翠兰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69 罗小云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70 张利容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71 徐水萍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72 钟正超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73 胡晓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74 马颖进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75 冉秋迟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76 张志龙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77 吴边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79 宋烨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80 汪治君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82 刘长富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83 冉静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85 刘玉茜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88 李依静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90 莫润丹 旅游管理
106108125400091 叶梦晓 旅游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