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名称
110796797 汪山景 民族学
116699785 蔡红燕 民族学
414097538 范雪歌 民族学
460599386 曾正慧 民族学
500798544 范婷 民族学
510196682 李旻 民族学
510191830 李一样 民族学
510198552 唐露恬 民族学
510193666 张茂蝶 民族学
510797536 熊建慧 民族学
511598356 陈晓莉 民族学
511697798 罗岚 民族学
542899882 魏欣蕊 民族学
142098806 李婕 考古学
330797780 张钰 考古学
345799373 杨国兵 考古学
351399584 王秋东 考古学
370798369 程一帆 考古学
410595264 蔡卫超 考古学
411999708 杨雨昕 考古学
414197778 乔金丽 考古学
442198265 余璐江 考古学
442198761 谢丽雯 考古学
510193519 卢林明 考古学
510197473 魏新柳 考古学
510191836 郑莹莹 考古学
510196367 黄政鸿 考古学
512198299 邓方露 考古学
512698181 周南西 考古学
620894959 李泱泱 考古学
620998865 谈北平 考古学
650298039 李菲 考古学
110796182 欧修勇 中国史
110897732 赵悦 中国史
120399850 崔天元 中国史
130795699 李杨 中国史
131598754 孙濛 中国史
153199448 李玲玲 中国史
231099226 唐文秀 中国史
370193348 彭晓旭 中国史
411397262 胡涛涛 中国史
414098630 郭明攀 中国史
421199211 陈点 中国史
431798253 袁欢 中国史
432997956 欧阳康 中国史
440698700 何辽 中国史
500298362 唐琴 中国史
501096493 伍星尧 中国史
510199489 李磊鑫 中国史
510194704 邓丹 中国史
510199599 李霜霞 中国史
510196383 刘洋 中国史
510199925 李俊华 中国史
510193163 周薄天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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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93867 钟思文 中国史
510195817 徐瑶艺 中国史
510196165 杨静 中国史
510997339 朱含芮 中国史
511199842 吴佳音 中国史
511199573 喻雪梅 中国史
511296510 刘嘉昕 中国史
511399734 蒋应娟 中国史
512396635 朱峰霆 中国史
512696455 罗嘉 中国史
513199705 易艳丽 中国史
614396191 张婷婷 中国史
620599363 胡一舟 中国史
621195709 郭克文 中国史
141297199 田然 世界史
153199192 王雅丽 世界史
210297913 申向洋 世界史
232298336 陈明洁 世界史
360295916 钱旭 世界史
370191809 刘盛朵 世界史
370896999 李明月 世界史
370893110 李天骄 世界史
372597860 尚路瑶 世界史
411991732 杨楠楠 世界史
411991714 张义梵 世界史
413997286 梁晓雅 世界史
414097592 何晓婧 世界史
421197223 陈啸龙 世界史
500298161 袁盟 世界史
510197000 李重扬 世界史
510198355 熊艳 世界史
510196570 刘畅 世界史
510198788 苟民艺 世界史
510192079 赵玄蓉 世界史
511199257 权丽华 世界史
511198502 李欣霖 世界史
611696841 王昆杰 世界史
620998548 张钰童 世界史
650699396 王帅 世界史
120497427 周茜茜 文物与博物馆
140999707 胡梦媛 文物与博物馆
140998593 刘杰 文物与博物馆
140998405 温涛 文物与博物馆
141698977 程潇仪 文物与博物馆
141999782 王方 文物与博物馆
141998931 杨璇 文物与博物馆
150399508 支宇石 文物与博物馆
153197571 付皓田 文物与博物馆
321199891 刘磊 文物与博物馆
347098535 施璐 文物与博物馆
360189323 万小珍 文物与博物馆
360796293 陈莉 文物与博物馆
360998656 杨露 文物与博物馆
361199010 赵碧云 文物与博物馆
370195869 冯俊佳 文物与博物馆
370184872 王全金 文物与博物馆
370180594 崔红庆 文物与博物馆



410299708 杨柳 文物与博物馆
411198634 刘焱 文物与博物馆
421498906 蒋梦圆 文物与博物馆
421997662 冉惠文 文物与博物馆
422997027 王雪莹 文物与博物馆
432598439 王昱峰 文物与博物馆
500298454 秦皓玥 文物与博物馆
500297376 何芩 文物与博物馆
500999149 李发金 文物与博物馆
500998531 徐佳甜 文物与博物馆
501099572 张艳丽 文物与博物馆
501399401 冉奉梅 文物与博物馆
501399911 董静 文物与博物馆
501998495 余曼琦 文物与博物馆
510198594 甘宇平 文物与博物馆
510193192 佘茜 文物与博物馆
510199138 董小菡 文物与博物馆
510196369 林子琦 文物与博物馆
510196604 彭慧 文物与博物馆
510199935 朱振宇 文物与博物馆
510191151 刘志强 文物与博物馆
510194078 魏丹意 文物与博物馆
511194350 董杨 文物与博物馆
511196824 王悦 文物与博物馆
513298654 周雅兰 文物与博物馆
520199393 朱梅 文物与博物馆
612299992 何枫杨 文物与博物馆
613997599 刘雨曦 文物与博物馆
620299869 王婧 文物与博物馆
620299507 刘强宁 文物与博物馆
620499006 白丽 文物与博物馆
421191473 袁雯雯 旅游管理
421499490 刘立宇 旅游管理
431591604 孙雪莲 旅游管理
500398824 夏海梦 旅游管理
111799985 曾阳 旅游管理
130487971 王梦琪 旅游管理
141394203 李孟桥 旅游管理
211698756 王可慧 旅游管理
330294036 石林君 旅游管理
370684884 范磊 旅游管理
411497580 张海涛 旅游管理
422895230 刘琳 旅游管理
431893740 张媛 旅游管理
440196779 陈艳 旅游管理
500995498 高源 旅游管理
510196843 周丹丹 旅游管理
510189175 旷琴 旅游管理
510195655 王艳琴 旅游管理
510191097 龚皓 旅游管理
510194834 张军 旅游管理
510196284 江海月 旅游管理
510197088 冯晓艳 旅游管理
510190372 郑琼 旅游管理
510192232 陈阳 旅游管理
510190121 冷静 旅游管理
510189960 张琴 旅游管理



510193592 唐梦 旅游管理
510194281 唐婵娟 旅游管理
510193228 沈玥 旅游管理
510194233 杨思芸 旅游管理
510195417 周觅 旅游管理
510193043 李维 旅游管理
510192497 李博睎 旅游管理
510189942 曾国群 旅游管理
510597603 胡露 旅游管理
510996644 杨俐 旅游管理
510992227 何金 旅游管理
511297866 杨晓杰 旅游管理
511297128 陈小霞 旅游管理
511496101 何樊 旅游管理
511591971 田双 旅游管理
512086202 马光芹 旅游管理
512095857 沈翠兰 旅游管理
512196621 罗小云 旅游管理
512197015 张利容 旅游管理
512197913 徐水萍 旅游管理
512197869 钟正超 旅游管理
512195636 胡晓 旅游管理
512198244 马颖进 旅游管理
512197126 冉秋迟 旅游管理
512195955 张志龙 旅游管理
512198534 吴边 旅游管理
512295007 宋烨 旅游管理
512692482 汪治君 旅游管理
512691676 刘长富 旅游管理
512691261 冉静 旅游管理
530699442 刘玉茜 旅游管理
621092414 李依静 旅游管理
640197963 莫润丹 旅游管理
640194403 叶梦晓 旅游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