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国际教育（65 人） 

杨慧博 曾丹扬 陈晨 程若兰 戴娜婷 丁玉莹 方若云 高兰 

洪雅婷 蒋诗琪 康依楠 李丹 李欢 李宁 李奇丽 李英姿 

李悦芬 林琳 刘蓓蓓 刘睿妍 刘雨倩 刘悦雯 陆文静 毛礼云 

潘佳雯 宋爽 孙玥 檀秀秀 陶爱君 汪云 王雨桐 王玉勤 

王钰娇 吴思宇 吴越 徐常凤 徐朝越 徐迟 徐敏 徐卓琦 

薛欢 杨雪莲 叶丹丹 尤晨晨 俞江 张佳琪 周亚萍 周赢赢 

朱玉 陈克江 陈少航 韩欣欣 鲁晓钰 钱书婷 孙雅琪 童小倩 

王笑 吴佳莹 谢艳红 闫欢 闫梦云 易琪妹 尹雯晴 章琦凡 

左丽雪        

 

汉语言文学（113 人） 

罗馨雨 柏跃桦 蔡卓娇 曹丹妮 陈悦 崔娣 董楠楠 葛媛媛 

桂淑静 郭雨晴 何璇 胡欣俐 黄凌玥 黄姝颖 黄鑫 蒋洁 

金素琴 孔静 劳华桂 李宸 李慈娜 李金莉 李磊 李铭铭 

李沁锾 李群 李婷婷 梁晨 林嘉炜 凌德喜 凌雪惠 刘玲庆 

刘璐 刘思雨 陆虹妃 罗崇智 吕枫云 马永明 欧金华 潘庭宇 

庞琪 彭玉妍 乔静 任曼玉 沈笑 宋执菁 谭金娇 唐蕊 

田晴 汪琛艳 王昊 王静丽 王心远 王璇璇 王艺 王雨飞 

吴慧 吴翊婕 武蕊 夏厚苗 徐莎 许茗 闫旭升 杨红 

杨婷 杨卓 殷婷婷 于梦凡 余燕燕 袁雪婷 张晨 张当 

张澜 张一 张宇鹰 张玉文 张云云 赵婉婷 郑凤婷 郑可儿 

郑香华 郑正凤 周佳斌 周云云 朱邓丛 朱欣怡 邹梦园 陈亚琳 

王子薇 肖蓓 肖稳 杨文 赵瑶瑶 李雯霄 杨莉 苏二为 

吕序达 关欣 严佩智 张海麟 王策 龚书娴 李娅楠 焦王琼 

吴雨纯 陈崇淦 李双扬 龚乃瑜 张书宸 钟昱韬 汪璇  

巴哈尔古丽·阿卜杜热合曼       胡玛古丽·依米尼牙孜 

 



汉语言文学（非师范）（120 人） 

孙静静 蒋蕊 李怡洁 刘越 杨韵箫 曹俊涵 陈一燃 陈雨婷 

陈子昂 陈子文 陈梓君 程萧林 程妍 崔璨 戴阳阳 丁士轩 

丁雪 方琦 方雅青 方圆 高胜寒 高雨薇 顾云飞 郭靖宇 

郭如雪 韩迎春 胡梁洁 黄佳利 黄妙燃 黄善虎 季思璇 蒋海婷 

蒋笑言 焦敏荣 李安琪 李杭 李鸿静 李静 李绮乔 李润琦 

李守夫 李淑芬 李亦琳 刘畅 刘鹏宇 刘荣荣 马迪 毛翼超 

茆蕾 宁广惠 牛羽婷 彭宇超 沈寅琪 盛军 宋媛媛 孙梦馨 

陶新 汪灿 汪乐 汪洋 王莎莎 王少鹏 王媙媙 王亚妮 

王瑶 王雨晴 王韵竹 魏娅婷 吴津津 吴榕 吴睿康 吴亚男 

谢敏 徐德宝 徐港黄 徐进 许晓翠 杨静怡 虞港 张岭 

张梦妍 张梦瑶 张筱奕 张艳 张月 章泽宇 赵紫璇 郑凤杰 

郑姣姣 郑震 周蔓如 周圣刚 朱方雨 朱憬臻 朱明林 曹开慧 

符金醒 胡鑫 菅小芳 蒋宇骏 康馨 刘钰晴 马巧真 孟彬华 

曲昕彤 王岩 王叶 吴观青 谢明炀 于千翔 昝群 张红艳 

张梁红 张敏 张艳玲 张雨晨 赵唯 周洁 朱曼婕 王逸群 

 

汉语言文学（卓越语文）（31 人） 

张嘉鑫 陈蓉 陈雅 刘寅乔 邵雅倩 谈炯程 朱文娟 李梅屏 

李鑫涛 钱志成 方梦婷 彭翼然 徐志强 袁伊佳 冯静雪 高云晖 

胡洁 卢玥 陈逸青 丁宇灵 胡涛 刘郁欣 毕乐 马志浩 

林兰馨 顾王传奇 刘珍珍 许健伟 钱卉 朱雨欣 刘晖斌  

 

秘书学（66 人） 

程露露 丁紫阳 杜雨洁 冯芷薇 付贵 顾淑英 郭书红 黄琼林 

蒋娟娟 蒋雨萌 康革 康紫璇 李浩然 李慧娴 李双双 李思佳 

刘海伦 刘起 马娜 倪晴晴 宁文静 沈焕宇 孙昕 孙新月 

汤冰 陶明静 陶云舟 万宇 汪利 汪沁 王范婕 王嘉欣 

王扣扣 王丽雯 王莉娟 王沛然 王佩瑶 王钦慧 王甜 王延 



吴海情 夏明敏 夏言 项琴 熊鑫钰 徐婷婷 徐子仪 薛金荣 

姚夏雪 张恒 张俊豪 张鹏飞 章婕 周倩 周小飞 祝鸣 

邹润霞 邹小雨 陈雨洁 李丽 李艳美 邱丹丹 宋怡 孙子开 

武博文 岳晓婧  

  戏剧影视文学（24 人） 

曾伟 储著铃 方婷 胡镇 金俊 李慧颖 李心茹 刘芬芬 

盛佳 孙情 孙雅璇 孙云云 汤璐 陶香云 涂婷 汪程娟 

王玲玲 王美玲 王月亭 吴珊珊 徐杰翠 徐晓娟 叶文霞 张顺林 

 

    

秘书学（专升本）（100 人） 

余林坤 张萍 郭丹丹 胡爱珍 张雪丽 张梦雅 徐芬 杨沛 

石婉琴 叶小丽 方婷婷 冯晓敏 江冉 王金惠 胡雪萍 张佳丽 

洪梦婷 王思雅 黄燕玲 郑园园 黄平 郑娇娇 王茜 张冉 

孙梦如 王皖容 沈雪 张超 余蕊 高燕 胡杨 刘慧慧 

孙佳玉 陈雯雯 葛冠楠 李梦清 赵晶晶 丁超群 夏娟 吴巧巧 

朱雪纯 张悦 许平 王虹艳 康佳钰 陆朝祥 张萌 孙秋 

王彩玲 周强 张娜 李天慈 李超 胡玉婷 郭正俊 李惠荣 

张同童 钱悦 张纪旋 秦丽 凌慧敏 沈梦想 万何颖 杨苗苗 

童海燕 薛文慧 左林山 金伟伟 靳雨瞳 周洁 闫雪蒙 胡凤昙 

徐梦芳 刘媛媛 曹慧 魏芳 张玲玲 胡晓玲 潘珊珊 都迎春 

周嘉嘉 朱婧仪 胡倩 许洁 朱润薇 姚慧 叶静 左寒宁 

张家仪 陈运 李雅洁 刘瑞 陈青青 陆静怡 王欣 戴家玉 

沈单燕 童娜娜 王小曼 张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