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报考导师 考生编号 姓名 专项计划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寇东亮 107188100010005 张岩冰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寇东亮 107188100010002 彭帮姣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寇东亮 107188100010008 李力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寇东亮 107188100010003 杜思晗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肖士英 107188100010012 杨小丽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肖士英 107188100010013 王奕霖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袁祖社 107188100010019 杜添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袁祖社 107188100010029 田野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袁祖社 107188100010025 王振华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袁祖社 107188100010023 王丽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袁祖社 107188100010018 杨清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哲学 丁为祥 107188100010047 李山峰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哲学 丁为祥 107188100010046 胡许勇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哲学 丁为祥 107188100010039 商春丽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哲学 丁为祥 107188100010042 郭瑞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哲学 丁为祥 107188100010048 白婧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 赵卫国 107188100010059 华锐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 赵卫国 107188100010057 王强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 赵卫国 107188100010052 赵全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 赵卫国 107188100010054 石帅锋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 赵卫国 107188100010053 陈诗钰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发展与制度文明 段塔丽 107188100011212 郭瑞 对口支援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雷龙乾 107188100010009 马东海 少民骨干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袁祖社 107188100010022 冯丽榕 少民骨干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发展与制度文明 王蓓 107188100011216 杨俊云 少民骨干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发展与制度文明 段塔丽 107188100011213 陈妍 一带一路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发展与制度文明 段塔丽 107188100011215 李丰华 一带一路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发展与制度文明 段塔丽 107188100011214 高菲 一带一路
国际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王琴梅 107188100020204 高峰
国际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王琴梅 107188100020214 李洁国际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王琴梅 107188100020214 李洁
国际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王琴梅 107188100020205 王宏森
国际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王琴梅 107188100020210 高云波
国际商学院 世界经济 周晓唯 107188100020227 王辰雨
国际商学院 国民经济学 雷宏振 107188100020230 任健华
国际商学院 国民经济学 周晓唯 107188100020234 袁元
国际商学院 世界经济 许军 107188100020225 翟振 1023
国际商学院 经济思想史 柴建 107188100020216 周友洪 少民骨干
国际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 雷宏振 107188100020219 李清明 少民骨干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郝文武 107188100030250 陈浩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郝文武 107188100030255 刘梦华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郝文武 107188100030247 贺璐璐
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 郝文武 107188100030245 陈立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晓端 107188100030365 陈渝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晓端 107188100030356 郑新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晓端 107188100030349 沈甜甜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晓端 107188100030347 侯庚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晓端 107188100030354 袁爽爽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晓端 107188100030359 谢蕊
教育学院 教育史 栗洪武 107188100030259 魏旭朝
教育学院 教育史 栗洪武 107188100030263 高芳卉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学 司晓宏 107188100030277 樊莲花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学 司晓宏 107188100030268 魏平西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学 司晓宏 107188100030265 庞宇宏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学 司晓宏 107188100030271 赵萍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学 司晓宏 107188100030274 何毅霜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胡卫平 107188100030281 杨青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胡卫平 107188100030284 雷维娜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胡卫平 107188100030283 赵文政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李高峰 107188100030290 邱利见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李高峰 107188100030294 于健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田建荣 107188100030297 袁丽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田建荣 107188100030297 袁丽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田建荣 107188100030300 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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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田建荣 107188100030305 黄菊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田建荣 107188100030301 高柏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田建荣 107188100030296 张莉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张立昌 107188100030312 谯勇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张立昌 107188100030311 马沛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张立昌 107188100030315 曹娜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张立昌 107188100030308 丁其奎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张立昌 107188100030306 文显宏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320 王峥嵘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316 夏小刚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319 邓文博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 周青 107188100030322 张甲锋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教育领导与管理 陈鹏 107188100030329 范伟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教育领导与管理 陈鹏 107188100030325 毛婧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教育领导与管理 陈鹏 107188100030332 杨乐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教育领导与管理 栗洪武 107188100030338 金铭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教育领导与管理 栗洪武 107188100030336 张振华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教育领导与管理 司晓宏 107188100030342 蒋菁梅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教育领导与管理 司晓宏 107188100030343 李健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教育领导与管理 司晓宏 107188100030341 吴海潮
教育学院 (专业学位)教育领导与管理 游旭群 107188100030324 杨瑞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434 庄科君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427 高洁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432 杨彦栋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425 李玲静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424 师诺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428 喜饶嘉措 对口支援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陈晓端 107188100030364 马笑岩 少民骨干
教育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张立昌 107188100030367 顾玉武 少民骨干
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 陈鹏 107188100031168 韩静静 少民骨干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 陈鹏 107188100031168 韩静静 少民骨干
教育学院 教育管理学 田建荣 107188100030280 赵贤迪 少民骨干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宝辉 107188100030436 何军 少民骨干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宝辉 107188100030435 安萍 少民骨干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宝辉 107188100030437 先木斯亚.买买提明少民骨干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张文兰 107188100030431 杨帅 少民骨干
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 陈鹏 107188100031170 王君妍 一带一路
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 陈鹏 107188100031167 曹睿 一带一路
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与社会变迁 朱清河 107188100040411 谢昕忻
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与社会变迁 朱清河 107188100040405 赵彩霞
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与社会变迁 朱清河 107188100040412 李唐波
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与社会变迁 朱清河 107188100040413 赵玉桥
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与社会变迁 朱清河 107188100040404 朱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吾首尔·斯拉木107188100040395 徐精繁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吾首尔·斯拉木107188100040393 詹海宝
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与社会变迁 南长森 107188100040419 张瑞坤 少民骨干（汉族）
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与社会变迁 南长森 107188100040420 宋杨 少民骨干
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与社会变迁 杨军 107188100040418 郑雷 少民骨干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李震 107188100040398 高苏雅 少民骨干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李震 107188100040397 范燕青 少民骨干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李震 107188100040399 杜鹏 少民骨干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艺与文化传播学 许加彪 107188100040401 李亘 少民骨干
体育学院 运动生物学 田振军 107188100060446 李永霞
体育学院 运动生物学 田振军 107188100060444 林金艳
体育学院 运动生物学 田振军 107188100060439 贾文娟
体育学院 运动生物学 田振军 107188100060443 闫兴
体育学院 运动生物学 田振军 107188100060445 秦曙光
文学院 文艺学 李西建 107188100070451 王树江
文学院 文艺学 李西建 107188100070449 彭琳
文学院 文艺学 李西建 107188100070448 朱云
文学院 文艺学 李西建 107188100070460 韩飞
文学院 文艺学 李西建 107188100070462 韩云花文学院 文艺学 李西建 107188100070462 韩云花
文学院 文艺学 任竞泽 107188100070484 屈彦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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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文艺学 任竞泽 107188100070481 赵静
文学院 文艺学 任竞泽 107188100070482 郁薇薇
文学院 文艺学 尤西林 107188100070476 方科平
文学院 文艺学 尤西林 107188100070474 钟祖流
文学院 文艺学 尤西林 107188100070478 徐俊英
文学院 文艺学 尤西林 107188100070475 李玲
文学院 文艺学 尤西林 107188100071219 马君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赵学清 107188100070498 刘洁琳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赵学清 107188100070494 王桂华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赵学清 107188100070500 郑丽霞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赵学清 107188100070508 杨琳
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赵学清 107188100070504 张晓娟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党怀兴 107188100070520 宋海荣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党怀兴 107188100070523 林贤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黑维强 107188100070540 尹丹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黑维强 107188100070536 郭顺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黑维强 107188100070535 李维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黑维强 107188100070538 史文慧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胡安顺 107188100070544 陶长军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邢向东 107188100070524 王鹏飞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邢向东 107188100070531 莫昱鼎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邢向东 107188100070532 苗丽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王晓鹃 107188100070549 赵国庆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王晓鹃 107188100070550 邢天洋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周淑萍 107188100071221 张珊珊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周淑萍 107188100070547 田金芝
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周淑萍 107188100070548 卜音安子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柏俊才 107188100070597 陈宁波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柏俊才 107188100070592 雷雨豪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柏俊才 107188100070598 张翠真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柏俊才 107188100070598 张翠真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柏俊才 107188100070590 高武斌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柏俊才 107188100070601 冯凯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曹胜高 107188100070556 赵晓阳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曹胜高 107188100070557 赵金平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曹胜高 107188100070558 雷丽娟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曹胜高 107188100070560 郎婷婷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锋焘 107188100070610 高云飞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锋焘 107188100070609 胡瑞婷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锋焘 107188100070613 梁丰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锋焘 107188100070607 刘洋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锋焘 107188100070606 熊梓灼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生良 107188100070574 刘明园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生良 107188100070568 吴梦雅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生良 107188100070571 赵俭杰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生良 107188100070569 赵腾飞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生良 107188100070567 曹阳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杨晓斌 107188100070579 尚晓静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杨晓斌 107188100070578 丁娅兰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杨晓斌 107188100070577 安亚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杨晓斌 107188100070580 张检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张新科 107188100070582 蔡亚玮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张新科 107188100070584 汪雯雯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张新科 107188100071255 王艳丽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张新科 107188100070588 岳玫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张新科 107188100070587 白凯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程国君 107188100070656 封艳梅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程国君 107188100070646 韩巧花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程国君 107188100070644 贾正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程国君 107188100070649 崔慎之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程国君 107188100070653 刘平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继凯 107188100070657 徐翔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继凯 107188100070657 徐翔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继凯 107188100070659 王奎

第 3 页，共 8 页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报考导师 考生编号 姓名 专项计划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袁盛勇 107188100070674 邱跃强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学勇 107188100070685 吕惠静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学勇 107188100070682 喻超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学勇 107188100070675 郭禹含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学勇 107188100070683 王思齐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永平 107188100070713 李赫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永平 107188100070712 李泽涛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永平 107188100070691 赵世昌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永平 107188100070706 靳梓培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永平 107188100070696 菅娜娜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继凯 107188100070666 马海燕 对口支援
文学院 文艺学 尤西林 107188100070463 陈芳清歌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党怀兴 107188100070521 黑文婷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邢向东 107188100070527 刘春华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邢向东 107188100070528 马晓慧 少民骨干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傅绍良 107188100070602 常雪纯 少民骨干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傅绍良 107188100070603 李洁芳 少民骨干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刘生良 107188100070576 李源清 少民骨干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程国君 107188100070645 李斌 少民骨干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继凯 107188100070658 苏芳泽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永平 107188100070710 苏磊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永平 107188100070704 王瑞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李永平 107188100070697 张凝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裴亚莉 107188100070687 张晓娟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裴亚莉 107188100070686 黄金雷 少民骨干（汉族）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裴亚莉 107188100070688 特力格尔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文体研究与文学教育 刘生良 107188100070718 那朝霞 少民骨干
文学院 文体研究与文学教育 刘生良 107188100071224 赵红花 少民骨干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田刚 107188100070668 喻雪玲 一带一路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田刚 107188100070667 郝亚茸 一带一路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田刚 107188100070667 郝亚茸 一带一路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苏仲乐 107188100070714 翟江 一带一路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苏仲乐 107188100070716 周旭方 一带一路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苏仲乐 107188100070717 陈祎满 一带一路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王启龙 107188100081271 杨洋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王启龙 107188100081280 张赵清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张韧 107188100081264 郭威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张韧 107188100081274 吴隽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张韧 107188100081263 张翠英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王启龙 107188100081254 王丽 少民骨干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王文 107188100081226 阿力更 少民骨干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郑元会 107188100081232 刘芙蓉 少民骨干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郑元会 107188100081277 张帆 一带一路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郑元会 107188100080720 王辉 一带一路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郑元会 107188100081275 李劲超 一带一路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郑元会 107188100081240 李秋靓 一带一路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郑元会 107188100081241 邱春滟 一带一路
外国语学院 跨语言文化研究 郑元会 107188100081234 程俊乐 一带一路
音乐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张君仁 107188100090380 王玫 对口支援
音乐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张君仁 107188100090381 马恒辉 一带一路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陈刚 107188100100745 魏亮亮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陈刚 107188100101246 封小瑜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陈刚 107188100100742 赵丽强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冯民生 107188100101247 祁自敏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冯民生 107188100100779 张强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韦兵 107188100100634 李琼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韦兵 107188100100621 孙能苑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韦兵 107188100100627 张中贵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韦兵 107188100100640 朱圆圆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韦兵 107188100100624 周梦柯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冯民生 107188100100785 杨滨 少民骨干（汉族）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胡玉康 107188100100728 杜琳 少民骨干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胡玉康 107188100100728 杜琳 少民骨干
美术学院 艺术文化史 胡玉康 107188100100727 张宇琦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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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方兰 107188100110808 成昕怡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郭剑雄 107188100110812 刘雨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史 侯甬坚 107188100110794 宋亮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史 刘景纯 107188100110798 魏慧芳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史 王社教 107188100110804 陈旭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史 王社教 107188100110805 王开明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郭剑雄 107188100110810 郭瑜 对口支援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韩香 107188100120818 张华清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马强 107188100121282 韩小锋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王欣 107188100120829 李鑫鑫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王欣 107188100120831 张扬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王欣 107188100120839 张闯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吴洪琳 107188100120845 张梓轩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吴洪琳 107188100120846 鞠成业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张云 107188100120849 王梓杨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张云 107188100120847 赵曼丽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张云 107188100120850 安鑫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周伟洲 107188100120853 吴曼玉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周伟洲 107188100120851 李锋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韩香 107188100120813 马秀英 1023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韩香 107188100120816 王伟光 1023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王欣 107188100120832 卢静 1023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王欣 107188100120842 王佩 1023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王欣 107188100120838 衡宗亮 1023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王欣 107188100120843 张莉 对口支援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马强 107188100120827 撒旭东 少民骨干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马强 107188100120826 马鹏 少民骨干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马强 107188100120825 马凯 少民骨干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史 王欣 107188100120837 贺宏燕 一带一路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曹玮 107188100130854 郝晓晓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曹玮 107188100130854 郝晓晓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曹玮 107188100130856 李成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曹玮 107188100130858 董文强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黄寿成 107188100130898 丁新宇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黄寿成 107188100130897 王怀宥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黄寿成 107188100130900 张晓波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黄正林 107188100130916 董世超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黄正林 107188100130915 武永耿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黄正林 107188100130904 李瑞峰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黄正林 107188100130910 黄超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焦杰 107188100130874 谢宇荣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李宗俊 107188100131252 岳鹏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李宗俊 107188100130894 侯晓晨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李宗俊 107188100130895 盖佳择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沙武田 107188100130888 李志军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沙武田 107188100130887 罗洪彬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沙武田 107188100130884 李晓凤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施建雄 107188100130876 马珂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王雪玲 107188100130861 仝龙伟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王雪玲 107188100130866 呼啸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王雪玲 107188100130863 张千帆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萧正洪 107188100130881 孟泽锦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白建才 107188100130927 王春阳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白建才 107188100130926 董焓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白建才 107188100130925 宋海英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白建才 107188100130922 王宁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白建才 107188100130928 杜炳鋆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何志龙 107188100130931 殷超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李化成 107188100130933 王亚萍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李化成 107188100130934 宋怀思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马瑞映 107188100130929 杨辉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马瑞映 107188100130930 李静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马瑞映 107188100130930 李静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介永强 107188100130870 梁霞 对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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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黄正林 107188100130909 赵赫依 少民骨干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沙武田 107188100130886 敖成涛 少民骨干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王双怀 107188100130896 宁义辉 少民骨干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何志龙 107188100131284 田丹 少民骨干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何志龙 107188100131283 王聪 少民骨干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李建林 107188100141146 杨茗舒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李生刚 107188100141147 赵嘉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李生刚 107188100141149 温颖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赵彬 107188100141145 邬宏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赵彬 107188100141143 王海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周红军 107188100141154 常青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周红军 107188100141153 赵瑞瑞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周红军 107188100141152 王龙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李艳玲 107188100140946 闫晓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李志慧 107188100140949 索春凤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周红军 107188100141151 潘登 少民骨干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用数学 吴建华 107188100140947 伊马木·麦麦提少民骨干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理论物理 王新刚 107188100150952 张晗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理论物理 王新刚 107188100150951 王亚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凝聚态物理 杨万民 107188100150957 武婷婷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声学 林书玉 107188100150960 林基艳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光学 郑海荣 107188100150954 闫友房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原子与分子物理 张建民 107188100151208 吐尔孙阿依少民骨干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凝聚态物理 杨万民 107188100150956 阿卜力孜·阿卜来提少民骨干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光学 郑海荣 107188100150955 海热古.吐逊少民骨干
化学化工学院 无机化学 白俊峰 107188100160965 郭国哲
化学化工学院 无机化学 王增林 107188100160968 王修杭
化学化工学院 分析化学 金燕 107188100160969 杨冰
化学化工学院 分析化学 漆红兰 107188100160970 田兴
化学化工学院 有机化学 段伟良 107188100160975 刘涛化学化工学院 有机化学 段伟良 107188100160975 刘涛
化学化工学院 有机化学 李宝林 107188100160972 刘梅杰
化学化工学院 有机化学 李宝林 107188100160978 陈蓓
化学化工学院 有机化学 魏俊发 107188100160973 米瑞杰
化学化工学院 物理化学 陈亚芍 107188100160979 李妮妮
化学化工学院 物理化学 肖建良 107188100160980 宋戈洋
化学化工学院 物理化学 尹世伟 107188100160981 杨鑫博
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杨鹏 107188100160964 韩倩
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杨鹏 107188100160961 权利军
化学化工学院 有机化学 王超 107188100160977 吴小云 少民骨干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查小春 107188100170987 王娜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段克勤 107188100170992 王光朋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段克勤 107188100170995 张召鹏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刘晓宏 107188100171005 路强强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孙虎 107188100170999 徐崟尧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岳大鹏 107188100171002 石浩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周正朝 107188100171008 刘均阳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晶 107188100171021 王林刚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李晶 107188100171022 余玉洋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区域环境学 李小平 107188100171012 李鹏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李君轶 107188100171036 王蕾蕾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李君轶 107188100171035 常建霞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李君轶 107188100171031 陈东军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李君轶 107188100171034 刘智兴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李君轶 107188100171038 徐雪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孙根年 107188100171069 张茜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孙根年 107188100171050 张雪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孙根年 107188100171046 文艳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孙根年 107188100171064 宋玉辉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孙根年 107188100171045 李丹丹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董治宝 107188100170988 拓宇 1023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董治宝 107188100170989 程莉 1023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董治宝 107188100170989 程莉 1023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学 董治宝 107188100170991 张玉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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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孙根年 107188100171047 何淑英 对口支援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学 薛东前 107188100171013 居尔艾提·吾布力少民骨干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区域环境学 葛淼 107188100171011 魏鹏 少民骨干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白凯 107188100171027 董宝玲 少民骨干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白凯 107188100171028 凯比努尔·白克力少民骨干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孙根年 107188100171066 肖全胜 少民骨干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孙根年 107188100171044 刘广 少民骨干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赵振斌 107188100171052 王光伟 少民骨干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邹统钎 107188100171054 张洁 少民骨干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李晓晨 107188100181074 苑志敏
生命科学学院 发育生物学 奚耕思 107188100181083 李子瑜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侯颖春 107188100181084 程思楠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侯颖春 107188100181087 吴迪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夏海滨 107188100181089 何莹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朱志红 107188100181081 段振渊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李金钢 107188100181253 石淳 少民骨干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学 许升全 107188100181072 旦智措 少民骨干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侯颖春 107188100181086 李宗吉 少民骨干（汉族）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于晓平 107188100181080 刘丹妮 少民骨干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化学 张有林 107188100191094 宋菲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化学 张有林 107188100191097 王国良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植物学 胡新中 107188100191207 牛倩文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化学 李建科 107188100191092 玛依乐.艾海提少民骨干
计算机科学学院 量子信息学 李三江 107188100201099 闫学青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李三江 107188100201100 鱼先锋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吴晓军 107188100201103 杨启良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赵海兴 107188100201104 张伟 对口支援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雷秀娟 107188100201105 王政锋 少民骨干（汉族）
宗教研究中心 宗教学 哈宝玉 107188100221107 杨国萍 1023
宗教研究中心 宗教学 哈宝玉 107188100221106 梁盼 少民骨干宗教研究中心 宗教学 哈宝玉 107188100221106 梁盼 少民骨干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陈新兵 107188100231112 杜盛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杨合情 107188100231110 孟小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胡道道 107188100231117 肖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刘生忠 107188100231127 张云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刘生忠 107188100231120 宋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刘生忠 107188100231123 马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刘生忠 107188100231119 杜淼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刘生忠 107188100231122 姚准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刘宗怀 107188100231133 贾聪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刘宗怀 107188100231132 康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刘宗怀 107188100231134 张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工程 李玉虎 107188100231116 傅鹏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霍涌泉 107188100241201 金敏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霍涌泉 107188100241204 柏洋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勇慧 107188100241182 张廷康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勇慧 107188100241179 张利明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勇慧 107188100241176 苏雨茹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勇慧 107188100241180 延艳娜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勇慧 107188100241178 张洋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杨剑峰 107188100241184 张向阳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杨剑峰 107188100241183 党敏
心理学院 航空航天心理学 游旭群 107188100241138 历莹
心理学院 航空航天心理学 游旭群 107188100241285 朱荣娟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丽锦 107188100241197 王小丽 对口支援
心理学院 基础心理学 王勇慧 107188100241175 海敏 少民骨干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王振宏 107188100241192 马燕 少民骨干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王振宏 107188100241190 马玉 少民骨干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丽锦 107188100241198 暴卿 少民骨干（汉族）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宝山 107188100241196 权思翔 一带一路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宝山 107188100241195 郭迪 一带一路
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宝山 107188100241194 党清秀 一带一路心理学院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宝山 107188100241194 党清秀 一带一路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学教育学 胡卫平 107188100251161 王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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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报考导师 考生编号 姓名 专项计划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学教育学 胡卫平 107188100251164 郭威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胡卫平 107188100251160 张心如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神经生物学 刘志强 107188100251077 邢梦丹
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神经生物学 张遐 107188100251078 杜宜楠
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细胞生物学 闫亚平 107188100291211 龚晔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世界史 黄达远 107188100300936 郭润田 1023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世界史 李琪 107188100300939 程雅丽 1023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世界史 李琪 107188100300940 马晓玉 少民骨干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世界史 王建新 107188100300942 依达亚提·亚尼塔克少民骨干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世界史 李琪 107188100300941 李捷音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世界史 李琪 107188100300937 曾磊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世界史 李琪 107188100300938 马茜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世界史 李琪 107188100301261 王晓红 一带一路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杨平 107188100310067 田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杨平 107188100310070 刘维刚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任晓伟 107188100310102 李彩霞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任晓伟 107188100310111 赵海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任晓伟 107188100310110 杨雅杰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任晓伟 107188100310115 朱文靓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任晓伟 107188100310083 欧庭宇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任晓伟 107188100310084 贺娜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50 谢玉环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70 丁若浩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57 王艳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89 周琳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59 王曌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51 刘明龙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84 党琳琳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90 梁焱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63 郭维刚 辅导员专项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63 郭维刚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35 徐鹏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78 王斌娟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46 高誉嘉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55 宋元元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79 曹娟 辅导员专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范建刚 107188100310060 芮飞军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任晓伟 107188100310091 梁华平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阎树群 107188100310119 李建立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82 王璐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68 周桂英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53 洪念德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王涛 107188100310167 任艳桃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王晓荣 107188100310129 孙科丽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王晓荣 107188100310131 焦红强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王晓荣 107188100310130 詹伟鸿 两课教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阎树群 107188100310128 李东航 少民骨干
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人文地理学 曹小曙 107188100321015 姚玲玲
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人文地理学 曹小曙 107188100321018 温鹏飞
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人文地理学 曹小曙 107188100321019 康欢欢
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人文地理学 曹小曙 107188100321017 张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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