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学科名称 学号 姓名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00102050 姚慧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10102032 吉志薇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110102054 佟香莲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110102076 丁雪梅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20102038 钟检秀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20102040 叶丹丽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120102094 袁好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20102151 唐婷
文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120102175 鲁茂亮
文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120102199 李彦洁
文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120102200 宫海程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080102102 万建军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 110202061 刘子琳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120202004 周音孜
新闻与传播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120202054 季节木子
公共管理学院 伦理学 100302020 曹仁慧
公共管理学院 中共党史 100302046 李敏
公共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0302073 潘荔
公共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10302086 李进
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理论 120302037 曹帅
公共管理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20302049 许姣
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120302066 王旭华
公共管理学院 伦理学 130302028 李青励
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130302057 杨鸿柳
公共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80302085 武星蓝
公共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080302101 单小丽
公共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 090302002 龚雪
公共管理学院 中共党史 090302061 袁洁
法学院 刑法学 110402042 孔令杰
法学院 民商法学 120402052 于楠楠
法学院 民商法学 120402053 杨梅
法学院 民商法学 120402062 王芳
法学院 法律史 090402021 徐艳春
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120502001 程冬冬
商学院 产业经济学 120502040 顾烨
商学院 企业管理 120502075 奚文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100602029 周贝贝
教育科学学院 比较教育学 100602051 苏醒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学 110602089 邱云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学 110602222 朱美琳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原理 120602007 童冰洁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学 120602071 周沙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学 120602124 高佳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学 120602134 路爽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学 120602141 李亚菲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学 120602145 宁馨瑞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602152 卢云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602156 公艳飞
教育科学学院 成人教育学 070602107 蒲倩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政策学 070602129 周媛媛
外国语学院 亚非语言文学 100702099 朴金凤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120702045 李悦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120702063 李延纳
外国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 120702066 田野
外国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 120702069 王奇博
外国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 120702070 丁丽
外国语学院 法语语言文学 120702071 王文俊
外国语学院 法语语言文学 120702074 徐燕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090702031 张雯欣
社会发展学院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100802022 夏连杰
社会发展学院 专门史 100802042 仝夏雪
社会发展学院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110802024 岳良春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 120802004 陈红宇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 120802008 谢璐璐
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史 120802023 曹秀娟
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史 120802033 丁佳伟
社会发展学院 世界史 120802058 李龙龙
数学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120902003 童欣
数学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120902022 袁兴冰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教育 120902070 惠群
数学科学学院 统计学 120902075 尹晨晖
数学科学学院 计算数学 120902039 沈英
数学科学学院 计算数学 120902042 崔华云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111002032 董蒙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理论物理 121002011 汪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凝聚态物理 121002020 纪甜甜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天体物理 121002024 陈兴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光学工程 121002030 张秀英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路与系统 121002047 陈嘉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电子学 091002045 倪海彬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111102004 宋婧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化学 111102045 陈珊珊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21102053 邵红运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21102055 李鹏飞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121102065 秦红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121202024 宋丹红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121202029 周丹
生命科学学院 生理学 121202036 王东方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 121202050 柯小红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21202123 刘飞飞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121202132 张雪敬
生命科学学院 水产养殖 121202137 汪亚媛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21202139 李怡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01302046 贾倩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01302078 孟磊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学 111302002 宋雪芳
地理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111302034 李艳
地理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学 111302043 谭燕娟
地理科学学院 遥感技术与应用 111302116 吴万宁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21302053 吴雪荣
地理科学学院 遥感技术与应用 121302104 张杰
地理科学学院 资源科学 121302110 赵凌宇
地理科学学院 第四纪地质学 121302112 冯艳艳
地理科学学院 环境科学（理学） 121302116 梅婷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121302123 刘局科
地理科学学院 环境工程 121302126 袁珍凤
地理科学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21302138 孙柏宁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051302094 张嵘
地理科学学院 环境地理学 051302118 刘强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061302081 王靖
地理科学学院 海洋地理学 061302138 李欢
地理科学学院 遥感技术与应用 081302120 王志华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091302044 李功弋
地理科学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091302092 洪波
地理科学学院 海洋地理学 091302127 刘传勇
音乐学院 音乐学 111402034 徐叶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02 陆秀秀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03 汪思婷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04 邵菁菁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13 洪金榕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14 高凌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15 刘春意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16 杨帆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17 张笑昃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18 康璇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19 陈翰飞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20 杨越之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22 王逸然
音乐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121402023 赵咏洁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121502010 张国才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 121502015 都昊
体育科学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 121502018 刘茂林
体育科学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 121502019 高亚军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121502022 高丹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121502026 周善阳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121502027 张利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121502032 吴瑞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 121502035 王珂
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 111602042 邵欣园
美术学院 美术学 121602001 史阳春



美术学院 美术学 121602023 李娜
美术学院 设计学 121602040 郑雅文
美术学院 美术学 051602025 朱洁
金陵女子学院 食品科学 121702010 曹斌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121802001 崔柯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21802018 郭灿灿
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 热能工程 121902007 于贤群
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121902015 王亚男
教师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 102002016 代昊萌
教师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 112002007 王靛青
教师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122002009 苏晶晶
教师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122002030 朱虹晔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对外汉语 112102009 曹小凤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对外汉语 122102006 程晨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对外汉语 122102010 章莉莉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对外汉语 122102018 李亚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12202015 杨振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2202030 周玲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00602152 高瑶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100602192 谭露娟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110602130 周晓蕾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110602141 赵伟勋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122302014 朱晶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122302018 杨丹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122302021 陈珊珊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122302038 邓曼曼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122302054 徐梦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122302067 朱琛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