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遴选结果公示 

 

根据我校《关于做好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经各学院研究生推免工作领导组推荐，

学校推免研究生领导组审核，现对樊洋齐等符合推免条件的 123 位同

学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0 日。如有问题

请向推荐办公室反映，联系电话：2051071。 

 

 

附件：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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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公示名单 
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姓名 备注 
1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樊洋齐 普通 

2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王欣 普通 

3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魏含睿 普通 

4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赵阳静 普通 

5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社会学 平世英 普通 

6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社会学 杨奕 普通 

7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法学 郭敏杰 普通 

8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历史学 吴沁欣 普通 

9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历史学 王乔娜 普通 

1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张耀敏 普通 

11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周金铭 普通 

12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张盼盼 普通 

13 外国语学院 日语 崔文静 普通 

14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 刘心如 普通 

15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 郑一敏 普通 

16 教育科学学院 心理学 武慧敏 普通 

17 教育科学学院 心理学 郝梦瑶 普通 

18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赵鑫圆 普通 

19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曹芳 普通 

20 教育科学学院 小学教育 王晓云 普通 

21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学 杨梦茜 普通 

22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学 陈继敏 普通 

23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郭晓敏 普通 

24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卫茹 普通 

25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任晓希 普通 

26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李嘉莉 普通 

27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 张毓宙 普通 

28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张玉倩 普通 

29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卫佳静 普通 

30 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崔艳 普通 

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张彪 普通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公示名单 
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姓名 备注 
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白静蕾 普通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秦雅鑫 普通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刘馨泓 普通 

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晨静 普通 

36 书法学院 书法学 马宇焜 普通 

37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王鹏飞 普通 

38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张宇煊 普通 

39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赵婧懿 普通 

40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李家珍 普通 

41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高慕昂 普通 

42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王亭蕴 普通 

43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弓玥 普通 

44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行潇然 普通 

45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秦祁 普通 

46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张嘉敏 普通 

47 戏剧与影视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李偲婕 普通 

48 戏剧与影视学院 表演 温家天 普通 

49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王丽娜 普通 

50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任涛涛 普通 

5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贺淼 普通 

5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任梓彤 普通 

53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王昕 普通 

54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越 普通 

55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王凯谱 普通 

56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何福秀 普通 

57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高红 普通 

58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王京京 普通 

59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苏倩 普通 

60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刘立培 普通 

6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高樱丹 普通 

62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张红霞 普通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公示名单 
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姓名 备注 
63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孙誉铢 普通 

64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李菲 普通 

65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徐风云 普通 

66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杜韶琳 普通 

67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王田田 普通 

68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刘国琴 普通 

69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刘晓宇 普通 

70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耿利芳 普通 

7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姚甜甜 普通 

72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罗美廷 普通 

73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王凤艳 普通 

74 生命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 李然 普通 

75 生命学院 生态学 王茜亚 普通 

76 生命学院 生态学 高美平 普通 

77 生命学院 生物科学 康慧铭 普通 

78 生命学院 生物科学 冯紫艳 普通 

79 生命学院 生物科学 崔耀楠 普通 

80 生命学院 生物技术 侯森琴 普通 

81 生命学院 生物技术 张瑜 普通 

82 地理科学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霍皇煜 普通 

83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芦榕茜 普通 

84 传媒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苗雨馨 普通 

85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段海茹 普通 

86 传媒学院 
旅游管理(为航空

业培养) 
于晓勇 普通 

87 食品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王爱苗 普通 

88 食品科学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武丰彦 普通 

8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叶悦 普通 

90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李赟靖 普通 

91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孙亚琼 普通 

92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张跃廷 普通 

93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杨易 普通 



2021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公示名单 
序号 学生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姓名 备注 
94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李玉娟 卓越教师专项

95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崔燃 卓越教师专项

96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曹巧丽 卓越教师专项

97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郭鸣明 卓越教师专项

98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赵兵阳 卓越教师专项

99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世界史 吴秋菊 卓越教师专项

100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历史学 肖静 卓越教师专项

10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李佳琳 卓越教师专项

10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田晋艳 卓越教师专项

103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常文霞 卓越教师专项

104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田佳雨 卓越教师专项

105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慧 卓越教师专项

106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李颖 卓越教师专项

107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王永华 卓越教师专项

108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陈绍丽 卓越教师专项

109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 蔡姝婷 卓越教师专项

110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任雪丽 卓越教师专项

111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杜瑶 卓越教师专项

112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王婷 卓越教师专项

113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姜有优 卓越教师专项

114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 姜艺敏 卓越教师专项

115 生命学院 生物科学 李柳茹 卓越教师专项

116 生命学院 生物科学 梁慧 卓越教师专项

117 生命学院 生物科学 张婉丽 卓越教师专项

118 生命学院 生物科学 王哓辉 卓越教师专项

119 生命学院 生物技术 康婧琪 卓越教师专项

120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 潘昭孜 卓越教师专项

121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 赵亮婧 卓越教师专项

122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 王佳 卓越教师专项

123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 姚建云 卓越教师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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