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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学生类别 学科专业 导师 申请留学学校

2017071
2016010046 王妍力 女 1986.12 博士 基础教育学 葛新斌 美国西俄勒冈大学

2017072
2015010042 于洁 女 1989.04 博士 学前教育学 袁爱玲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2017073
2016022578 邓玉琴 女 1989.03 硕士 心理学 刘志雅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2017074
2016020345 李伟琪 女 1994.01 硕士 图书馆学 谈大军 格拉斯哥大学

2017075
2015020940 温琴 女 1992.05 硕士 无机化学 王前明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2017076
2015020881 周笑 男 1994.03 硕士 凝聚态物理 薛正远 西澳大利亚大学

2017077
2015021425 杨毅 男 1993.09 硕士 光学工程 陈佳佳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2017078
2016022035 柳翔嵋 女 1994.06 硕士 人文地理 朱竑 埃克塞特大学

2017079
2015022328 黄敏睿 女 1993.06 硕士 新媒体摄影 罗广 英国考文垂大学

2017080
2016020730 程沭欢 男 1994.09 硕士 学前教育 袁爱玲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2017081
2015020352 洪恬 女 1992.07 硕士 学前教育学 杨宁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2017082
2015020089 王丰 女 1994.08 硕士 中国哲学 陈开先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2017083
2015020018 崔云云 女 1989.08 硕士 逻辑学 胡泽洪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2017084
2016021252 朱茹茹 女 1994.08 硕士 教育硕士 张淑玲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2017085
2016020649 谭力 女 1994.11 硕士 学前教育学 郑福明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2017086
2016020638 庞艳梅 女 1992.08 硕士 比较教育学 柯森 泰国易三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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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7
2016022716 余辉 男 1992.07 硕士 光学工程 周国富 根特大学

2017088
2016020776 胡雨晗 女 1995.12 硕士 教育技术学 穆肃 贝得福特大学

2017089
2015021026 曹然 男 1993.02 硕士 环境科学与工程 邓培雁 格里菲斯大学

2017090
2015021400 张蔚欣 女 1993.08 硕士 心理学 郑希付 密歇根大学

2017091
2015010147 李喻骏 男 1990.03 博士 心理学 温忠麟 圣母大学

2017092
2016021629 连林欣 女 1994.01 硕士 课程与教学论 王笑君 俄亥俄州立大学

2017093
2016022062 董晓珊 女 1992.12 硕士 教育硕士 徐颂军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2017094
2016022008 翁锦娜 女 1994.05 硕士 教育硕士 陈忠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2017095
2016022063 高婉仪 女 1993.10.03 硕士 教育硕士 曾玮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2017096
2016022455 李丽 女 1993.03 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 吴坚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2017097
2015021401 梁晶晶 女 1991.2 硕士 心理学 彭子文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2017098
2016022039 王一涵 女 1994.09.14 硕士 人文地理学 朱竑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7099
2016021246 张颖 女 1994.08 硕士 教育硕士 张淑玲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2017100
2016020015 李婉 女 1992.03 硕士 逻辑学 胡泽洪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2017101
2016020579 张琴 女 1991.10月 硕士 法律非法学 张永忠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2017102
2015021364 苏萍 女 1993.4 硕士 心理学 张卫 波士顿大学

2017103
2016022014 黄贤妹 女 1993.06.17 硕士 自然地理学 许刘兵 美国普渡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