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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 

期末考试违纪学生的处理决定 

 

在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中，以下 81 名学生有违反考场纪律、

携夹带、通信设备作弊等各类违纪行为，根据《山西师范大学学生考试违纪认

定处理办法》，给予记过处分，本次考试成绩无效。 

序号  学    院     学  号        姓  名      课 程 名 称 

1  文 学 院  1511010130  田  宇  心理学 

2  文 学 院  1511020109  韦  静  期刊设计与制作 

3  文 学 院  1511010232  李慧娟  教育心理学 

4  政法学院  1512010110  郜慧敏  中国现当代文学 

5  政法学院  1612010329  张晓媚  现代汉语 

6  政法学院  1612010333  袁  玥  现代汉语 

7  政法学院  1512030127  陈璐瑶  中国现当代文学 

8  历史学院  1513010231  孟  艺  中国现当代文学 

9  历史学院  1613010247  成佳男  现代汉语 

10 外语学院  1514020127  崔冉冉  心理学 

11 外语学院  1514010414  贺宇慧  心理学 

12 外语学院  1514010218  刘  鸿  财务管理 

13 美术学院  1516010228  秦  谦  心理学 



14 美术学院  1516010224  韩鹏宇  心理学 

15 美术学院  1516010226  武美君  心理学 

16 美术学院  1516010217  苏  敏  心理学 

17 美术学院  1616030136  张颖璇  教育学原理 

18 音乐学院  1517020131  宋丽丽  心理学 

19 音乐学院  1517010122  李冠蓉  心理学 

20 音乐学院  1517020115  张  凡  心理学 

21 音乐学院  1517030110  段政琪  心理学 

22 音乐学院  1517020106  杨  涛  中国舞蹈史 

23  经管学院  1518020231  卫晓敏  中国现当代文学 

24 经管学院  1518010109  马宏伟  大学英语四级 

25 数计学院  1651010132  何婷婷  数学分析（二） 

26 数计学院  1651030226  吴思颖  电工学 

27 数计学院  1551010518  冯晓丽  教育学 

28 物信学院  1552010405  张志强  教育学 

29 物信学院  1552010109  吉  帅  教育学 

30 物信学院  1552010101  张治国  教育学 

31 物信学院  1552010125  任家庆  教育学 

32 物信学院  1552010402  张天成  教育学 

33 物信学院  1552010242  王  雨  教育学 

34 物信学院  1552010205  焦晓杨  教育学 

35 物信学院  1552010203  刘海旭  教育学 

36 物信学院  1552010204  张海涛  教育学 

37 物信学院  1552010209  刘济铭  教育学 

38 物信学院  1552010215  刘  璇  教育学 

39 物信学院  1552030113  刘万江  高频电子线路 

40 物信学院  1552030122  苏雪君  高频电子线路 

41 物信学院  1552030107  周广宇  高频电子线路 

42 物信学院  1552030105  刘泓瑜  高频电子线路 

43 物信学院  1552030215  甄建伟  高频电子线路 



44 化材学院  1553010207  解可心  教育学 

45 生命学院  1554010401  蔡原鑫  国际法 

46   生命学院  1654080104  张庆归  生态学 

47 生命学院  1554070148  胡雅楠  环境生态学 

48 地理学院  1655010208  阮泽鹏  水文学 

49 地理学院  1655010206  李佳晟  水文学 

50 地理学院  1555010232  牛伟玲  教育学 

51 地理学院  1555020132  梁贝贝  环境生态学 

52 地理学院  1655010343  王鹤文  地貌学 

53 地理学院  1555040125  贾文静  中国现当代文学 

54 食品学院  1630010235  李焕洋  大学物理 

55 食品学院  1630010231  周原屹  大学物理 

56 食品学院  1630010116  许晨曦  大学物理 

57 食品学院  1630010236  张睿玉  大学物理 

58 食品学院  1630010115  王  淼   大学物理 

59 戏剧学院  1524010216  王若楠  心理学 

60 戏剧学院  1524010126  许茂琴  心理学 

61 戏剧学院  1524010127  秦艳琦  心理学 

62 戏剧学院  1524010130  席  璐  心理学 

63 戏剧学院  1524010125  刘力萌  心理学 

64 戏剧学院  1524010224  李  童  心理学 

65 戏剧学院  1524010219  曹宏宇  心理学 

66 戏剧学院  1524010214  郭宁宁  心理学 

67 戏剧学院  1524010115  冯丹红  心理学 

68 戏剧学院  1524010113  陈晓宏  心理学 

69 戏剧学院  1524010226  王  菲  心理学 

70 戏剧学院  1624020101  李  进  古代汉语 

71 戏剧学院  1624010129  李嘉欣  古代汉语 

72 戏剧学院  1624010108  陈邦菊  古代汉语 

73 书法学院  1525010124  庞宇鑫  心理学 



74 书法学院  1525010111  耿暐璐  心理学 

75 书法学院  1625010106  李义文  宪法学 

76 体育学院  1680030122  张佳豪  空间解析几何 

77 体育学院  1680010505  杨  震  田径 

78 体育学院  1580040125  王  顺  中医学基础 

79 体育学院  1580040121  高瑞鹏  中医学基础 

80 体育学院  1480040212  赵天宇  跆拳道 

81 体育学院  1480040103  朱  晨  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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