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身份证号 专业
毕超群 331082********074X 小学教育（师范）
毕佳怡 330204********0042 小学教育（师范）
毕婧怡 330482********212X 小学教育（师范）
蔡飞跃 330381********6124 小学教育（师范）
蔡航馨 330327********0421 小学教育（师范）
蔡佳怡 330381********1846 小学教育（师范）
蔡瑞 330109********8064 小学教育（师范）
蔡希源 330381********3967 小学教育（师范）
蔡馨月 362229********0020 小学教育（师范）
蔡彦凝 330326********0049 小学教育（师范）
蔡一 330183********0096 小学教育（师范）
蔡子墨 331003********0169 小学教育（师范）
曹金锦 330482********2429 小学教育（师范）
曹珊珊 330327********0963 小学教育（师范）
岑科桐 330282********4261 小学教育（师范）
曾好 330302********5628 小学教育（师范）
陈方圆 330324********0867 小学教育（师范）
陈嘉怡 330327********0849 小学教育（师范）
陈俊绮 330382********2825 小学教育（师范）
陈俊羽 330727********1628 小学教育（师范）
陈可 330103********1325 小学教育（师范）
陈可 330327********1738 小学教育（师范）
陈李滨 330683********121X 小学教育（师范）
陈楠 330181********6420 小学教育（师范）
陈启晗 332522********0043 小学教育（师范）
陈若汐 330303********0620 小学教育（师范）
陈舒琪 330326********1849 小学教育（师范）
陈帅鸣 330381********0917 小学教育（师范）
陈烁羽 331002********0620 小学教育（师范）
陈思涵 511304********1624 小学教育（师范）
陈思均 330302********7321 小学教育（师范）
陈薇潼 330106********0847 小学教育（师范）
陈文洁 331126********7329 小学教育（师范）
陈雯 330204********5027 小学教育（师范）
陈夏诺 330304********5422 小学教育（师范）
陈昕怡 330105********1621 小学教育（师范）
陈欣 331004********0025 小学教育（师范）
陈星宇 330781********4715 小学教育（师范）
陈宣嘉 330304********5721 小学教育（师范）
陈艳艳 330303********1824 小学教育（师范）
陈怡霖 330782********0026 小学教育（师范）
陈怡璐 330481********6444 小学教育（师范）
陈奕羽 331003********2707 小学教育（师范）
陈悦 330102********0024 小学教育（师范）
陈韵窈 330302********2023 小学教育（师范）
陈泽浩 330381********2215 小学教育（师范）
陈祉瑜 331082********1184 小学教育（师范）
陈志伟 360425********5212 小学教育（师范）
陈治勋 331082********6934 小学教育（师范）



陈子溢 330381********2221 小学教育（师范）
陈梓元 330227********5420 小学教育（师范）
程然 330381********4024 小学教育（师范）
程妍善 330303********1844 小学教育（师范）
程毅蓉 330523********1842 小学教育（师范）
池奕奕 330302********2021 小学教育（师范）
初子言 610113********2127 小学教育（师范）
褚柳鋆 330183********4128 小学教育（师范）
褚钱芊 330501********0028 小学教育（师范）
崔方淑 331024********2126 小学教育（师范）
崔诗悦 330227********6360 小学教育（师范）
戴安琪 330402********3628 小学教育（师范）
戴豪杰 330227********7316 小学教育（师范）
戴来仪 330324********0848 小学教育（师范）
单嘉瑜 330602********6025 小学教育（师范）
邓钱淇溪 330483********002X 小学教育（师范）
丁一纯 330523********0069 小学教育（师范）
董金瑶 330304********5747 小学教育（师范）
董可语 330227********4427 小学教育（师范）
樊书含 330184********1048 小学教育（师范）
范恺芯 330303********0322 小学教育（师范）
范紫晴 332525********0042 小学教育（师范）
方君男 330381********1610 小学教育（师范）
方雨楠 330109********0026 小学教育（师范）
房宇航 341221********6319 小学教育（师范）
费思颖 330103********1629 小学教育（师范）
费瑜 330602********8546 小学教育（师范）
冯如妍 330303********1827 小学教育（师范）
冯艺涵 331002********2523 小学教育（师范）
冯钟予 330103********2027 小学教育（师范）
付书佳 330281********252X 小学教育（师范）
傅佳禾 330602********2021 小学教育（师范）
傅煊航 330281********6312 小学教育（师范）
富马婧艺 330109********2666 小学教育（师范）
甘恬 330327********0085 小学教育（师范）
高意菡 330382********0927 小学教育（师范）
高榆铃 330282********0088 小学教育（师范）
龚哲萱 330921********0022 小学教育（师范）
顾伊洁 330481********4424 小学教育（师范）
顾雨欣 330203********2428 小学教育（师范）
郭婧雯 330105********0348 小学教育（师范）
郭若铭 330227********5263 小学教育（师范）
郭许诺 330424********0027 小学教育（师范）
郭旭冉 330304********4862 小学教育（师范）
郭雨润 331081********0089 小学教育（师范）
过承 330104********1613 小学教育（师范）
过佳 330402********0041 小学教育（师范）
何璐瑶 331082********1182 小学教育（师范）
何雨欣 330683********0049 小学教育（师范）
何语晨 330205********7527 小学教育（师范）



贺子宸 331003********0165 小学教育（师范）
洪晴雨 330327********4408 小学教育（师范）
洪奕文 330402********1516 小学教育（师范）
胡佳懿 330206********0326 小学教育（师范）
胡菁 330206********2024 小学教育（师范）
胡俊男 330184********2611 小学教育（师范）
胡隽之 330381********0146 小学教育（师范）
胡清盈 330226********6567 小学教育（师范）
胡琼乐 330205********702X 小学教育（师范）
胡宜萱 330802********4027 小学教育（师范）
胡艺潇 330302********8429 小学教育（师范）
华宣颖 331021********0082 小学教育（师范）
黄佳丽 330482********3044 小学教育（师范）
黄乐鹏 330302********8412 小学教育（师范）
黄舒琰 330302********7624 小学教育（师范）
黄星雨 331004********0610 小学教育（师范）
黄渝清 330282********8686 小学教育（师范）
黄悦衍 330501********1730 小学教育（师范）
季嘉蓉 332525********0921 小学教育（师范）
季思凌 331121********4423 小学教育（师范）
季婉婧 330324********0201 小学教育（师范）
季玉婷 330782********2247 小学教育（师范）
金典 330302********4821 小学教育（师范）
金梦婕 330481********1226 小学教育（师范）
金舒欣 330782********0025 小学教育（师范）
金唐正 330482********3050 小学教育（师范）
金王奕 330184********3525 小学教育（师范）
金心怡 330782********2641 小学教育（师范）
金欣妍 330382********0928 小学教育（师范）
金烨 331002********1022 小学教育（师范）
金伊颖 330382********0925 小学教育（师范）
金宇晨 330106********1229 小学教育（师范）
金钰颖 331003********2388 小学教育（师范）
孔轶清 330109********0024 小学教育（师范）
蓝雨夕 330329********6249 小学教育（师范）
乐立薇 330206********3146 小学教育（师范）
李慈添 330324********1022 小学教育（师范）
李佳怡 331002********0921 小学教育（师范）
李家祺 330281********6329 小学教育（师范）
李婧 430923********0823 小学教育（师范）
李炜 330324********6819 小学教育（师范）
李希来 330327********2371 小学教育（师范）
李骁冉 330104********3037 小学教育（师范）
李洢娜 330181********6423 小学教育（师范）
李奕涵 330381********4540 小学教育（师范）
李优 331022********0018 小学教育（师范）
李洲航 331102********0218 小学教育（师范）
连心雅 332502********0626 小学教育（师范）
梁宇轩 330122********0071 小学教育（师范）
林安欣 331004********2225 小学教育（师范）



林诚怡 330302********7920 小学教育（师范）
林涵心 330381********2240 小学教育（师范）
林泓砚 330302********7326 小学教育（师范）
林慧慧 330327********1867 小学教育（师范）
林俐妤 330302********0021 小学教育（师范）
林铭泓 350583********073X 小学教育（师范）
林冉 330302********2841 小学教育（师范）
林心怡 330327********0664 小学教育（师范）
林欣雨 330302********2040 小学教育（师范）
林雅洁 330329********1941 小学教育（师范）
林烨 330326********5618 小学教育（师范）
林烨凡 330304********6028 小学教育（师范）
林依璇 330382********0047 小学教育（师范）
刘畅 330326********0023 小学教育（师范）
刘慧 330327********0083 小学教育（师范）
刘佳伟 330324********3292 小学教育（师范）
刘书菡 330921********0025 小学教育（师范）
刘雯清 332501********2829 小学教育（师范）
刘雯雯 330328********1122 小学教育（师范）
柳昕妤 330327********0043 小学教育（师范）
娄晟杰 331081********8417 小学教育（师范）
楼梦芸 330281********0020 小学教育（师范）
卢佳琪 330281********1727 小学教育（师范）
卢佳雯 330326********3024 小学教育（师范）
陆佳乐 330621********1525 小学教育（师范）
陆家达 330682********201X 小学教育（师范）
陆铭瑶 330481********3020 小学教育（师范）
陆文琪 330203********062X 小学教育（师范）
罗拉 330282********0024 小学教育（师范）
吕睿 330782********1021 小学教育（师范）
吕汶桦 330205********6024 小学教育（师范）
马东宁 330227********2042 小学教育（师范）
马佳怡 330481********3028 小学教育（师范）
马盈盈 330381********5122 小学教育（师范）
马雨欣 331024********3560 小学教育（师范）
马悦 330411********6228 小学教育（师范）
毛心远 330682********0027 小学教育（师范）
毛余昕 330283********0104 小学教育（师范）
缪乐怡 330204********6049 小学教育（师范）
缪其言 331081********0143 小学教育（师范）
莫飞 330205********3314 小学教育（师范）
牟益帆 331003********3110 小学教育（师范）
倪玮熠 330108********0569 小学教育（师范）
倪文琪 330501********4421 小学教育（师范）
倪子林 340321********4365 小学教育（师范）
欧阳雪柔 350105********1524 小学教育（师范）
潘冠霖 330184********1834 小学教育（师范）
潘佳宸 330382********4049 小学教育（师范）
潘柔祎 331004********1621 小学教育（师范）
潘妍 330483********0042 小学教育（师范）



潘悦 330324********2107 小学教育（师范）
潘泽诚 332522********9674 小学教育（师范）
潘孜涵 330382********4025 小学教育（师范）
庞博 330203********1831 小学教育（师范）
庞茹一 331023********462X 小学教育（师范）
庞悦 331023********0320 小学教育（师范）
戚怡轩 330281********3045 小学教育（师范）
齐芊芊 331121********8603 小学教育（师范）
祁迹 331022********0038 小学教育（师范）
钱俊晔 330302********5932 小学教育（师范）
钱孙彬 330181********5111 小学教育（师范）
钱彦西 362301********1044 小学教育（师范）
钱禹杭 330483********0014 小学教育（师范）
钱玥 330501********6823 小学教育（师范）
邱惟思 330381********0925 小学教育（师范）
瞿心远 330109********192X 小学教育（师范）
饶乐源 330327********0666 小学教育（师范）
邵乐凡 330483********6425 小学教育（师范）
申屠灵杰 330122********1917 小学教育（师范）
申宜卡 360702********3924 小学教育（师范）
沈凡丁 330481********0025 小学教育（师范）
沈佳禾 330683********0423 小学教育（师范）
沈佳音 331003********3006 小学教育（师范）
沈嘉莹 330281********0028 小学教育（师范）
沈璐 330184********2325 小学教育（师范）
沈星阳 330483********0038 小学教育（师范）
沈亦格 330523********1022 小学教育（师范）
沈韫文 330103********0424 小学教育（师范）
施戴尔 330382********2818 小学教育（师范）
施鸿钰 330501********1429 小学教育（师范）
施如画 330381********8248 小学教育（师范）
施亚妮 330501********8521 小学教育（师范）
施怡婧 330382********0348 小学教育（师范）
石含笑 330283********032X 小学教育（师范）
石皓琳 330382********3624 小学教育（师范）
宋清媛 330602********7028 小学教育（师范）
宋星蓉 330205********6526 小学教育（师范）
孙铖楠 330282********0025 小学教育（师范）
孙凡博 330683********0028 小学教育（师范）
孙涵 330281********6038 小学教育（师范）
孙佳奕 330183********0069 小学教育（师范）
孙靓柯 330382********3124 小学教育（师范）
孙雨彤 330283********0329 小学教育（师范）
孙子羡 330302********2048 小学教育（师范）
汤恬溪 331002********2540 小学教育（师范）
汤雨馨 331082********0026 小学教育（师范）
唐海波 330184********0616 小学教育（师范）
唐佳和 330621********3527 小学教育（师范）
唐睿洋 330602********8534 小学教育（师范）
滕心尔 330302********0827 小学教育（师范）



屠佳琦 330602********352X 小学教育（师范）
汪锦惠 330281********6822 小学教育（师范）
汪静蕾 330185********4622 小学教育（师范）
汪思宇 330109********4947 小学教育（师范）
汪燕婷 330181********2727 小学教育（师范）
王艾嘉 332502********1287 小学教育（师范）
王安馨 330204********1020 小学教育（师范）
王陈昊 330481********1839 小学教育（师范）
王晨 330184********1888 小学教育（师范）
王晗轩 330902********1024 小学教育（师范）
王佳灵 330211********2029 小学教育（师范）
王锦超 330602********8512 小学教育（师范）
王菁怡 330602********0047 小学教育（师范）
王婧怡 330184********1028 小学教育（师范）
王琦 330602********7021 小学教育（师范）
王芊玥 330782********1649 小学教育（师范）
王秋雁 330184********5542 小学教育（师范）
王斯然 330402********1221 小学教育（师范）
王文希 330482********0644 小学教育（师范）
王筱妍 330184********4129 小学教育（师范）
王欣怡 330624********0029 小学教育（师范）
王欣颖 330602********8024 小学教育（师范）
王焱 331023********2226 小学教育（师范）
王一诺 330381********5127 小学教育（师范）
王一羽 330402********0926 小学教育（师范）
王怡 360622********152X 小学教育（师范）
王怡宁 330602********6025 小学教育（师范）
王颖清 330501********1429 小学教育（师范）
王瑜嘉 330421********0024 小学教育（师范）
王语馨 330104********4146 小学教育（师范）
韦佳岑 330501********1023 小学教育（师范）
邬巧瑜 330227********4423 小学教育（师范）
邬语歆 330421********4723 小学教育（师范）
吴晨旸 330105********0626 小学教育（师范）
吴佳慧 332525********5725 小学教育（师范）
吴佳炜 330382********4948 小学教育（师范）
吴佳仪 330327********0841 小学教育（师范）
吴嘉亮 330382********493X 小学教育（师范）
吴婧怡 330825********0022 小学教育（师范）
吴可 330381********5923 小学教育（师范）
吴乐涵 330421********0082 小学教育（师范）
吴丽敏 330782********1023 小学教育（师范）
吴凌云 330402********0925 小学教育（师范）
吴柳静 331024********214X 小学教育（师范）
吴思远 330227********3442 小学教育（师范）
吴望月 332502********1926 小学教育（师范）
吴晓涵 342425********842X 小学教育（师范）
吴晓羽 330483********004X 小学教育（师范）
吴欣桐 330381********0124 小学教育（师范）
吴依雯 330411********0640 小学教育（师范）



吴奕绪 330302********8815 小学教育（师范）
吴昀珍 332525********0023 小学教育（师范）
吴姿漪 330382********4045 小学教育（师范）
夏天 330302********2025 小学教育（师范）
夏祎轲 330324********1794 小学教育（师范）
夏怡玥 330302********2049 小学教育（师范）
夏瑜洁 330682********8026 小学教育（师范）
项俊博 330382********8034 小学教育（师范）
项一航 330381********0117 小学教育（师范）
谢冰清 330103********2024 小学教育（师范）
谢晨晨 332528********4020 小学教育（师范）
谢舒佳 330411********0627 小学教育（师范）
谢思甜 330181********644X 小学教育（师范）
谢燕妮 330283********7225 小学教育（师范）
忻诗琼 330205********7023 小学教育（师范）
熊雅琪 360722********0048 小学教育（师范）
徐安羽 330602********8520 小学教育（师范）
徐嶒绮 331002********0627 小学教育（师范）
徐嘉悦 330411********6223 小学教育（师范）
徐可欣 330282********8641 小学教育（师范）
徐诺 330324********2106 小学教育（师范）
徐诺 330326********0762 小学教育（师范）
徐蓉 330204********0066 小学教育（师范）
徐融慧 330621********234X 小学教育（师范）
徐陶欣 330481********0028 小学教育（师范）
徐乙萌 330302********4845 小学教育（师范）
徐易蔓 330681********8408 小学教育（师范）
徐芷妍 330326********1445 小学教育（师范）
徐子淇 330481********444X 小学教育（师范）
许可 330329********1649 小学教育（师范）
许梦蝶 330184********1420 小学教育（师范）
许艺凡 330205********602X 小学教育（师范）
阎睿 211402********1921 小学教育（师范）
颜辰宸 331081********7428 小学教育（师范）
颜若伊 331081********0021 小学教育（师范）
颜诗颖 330203********3628 小学教育（师范）
杨浩镭 331002********0615 小学教育（师范）
杨嘉仪 331003********2980 小学教育（师范）
杨素素 330881********3129 小学教育（师范）
杨题穗 331024********1375 小学教育（师范）
杨羡珺 330302********6528 小学教育（师范）
杨雁南 330227********428X 小学教育（师范）
杨伊竹 321023********6909 小学教育（师范）
杨奕晨 330108********0927 小学教育（师范）
杨翊成 331004********2218 小学教育（师范）
杨雨诺 330382********3148 小学教育（师范）
杨玉隆 330104********4142 小学教育（师范）
姚彬 330521********4014 小学教育（师范）
姚晓彤 330225********0047 小学教育（师范）
叶费婷 330501********6827 小学教育（师范）



叶思聆 330302********482X 小学教育（师范）
叶雅蜜 330304********6727 小学教育（师范）
叶芸希 331126********0023 小学教育（师范）
叶子 330381********3321 小学教育（师范）
叶子璇 330324********2107 小学教育（师范）
叶子悠 330302********2824 小学教育（师范）
应晶鑫 331004********2262 小学教育（师范）
尤博雯 330421********0027 小学教育（师范）
尤艺儒 331082********0089 小学教育（师范）
余果 330302********0827 小学教育（师范）
余韩颖 330127********5121 小学教育（师范）
余佳罄 330282********5554 小学教育（师范）
余岚 330182********4048 小学教育（师范）
余星辰 330122********0326 小学教育（师范）
俞晨 330184********5527 小学教育（师范）
俞嘉玮 330184********1012 小学教育（师范）
俞欣桐 330302********282X 小学教育（师范）
俞羿任 331081********0716 小学教育（师范）
虞广博 330381********0912 小学教育（师范）
虞人华 330903********0626 小学教育（师范）
虞若萱 330106********0043 小学教育（师范）
张尔纳 330302********7628 小学教育（师范）
张丰宇 330102********273X 小学教育（师范）
张蒿城 330304********5413 小学教育（师范）
张嘉芮 330302********4828 小学教育（师范）
张峻宁 330211********0016 小学教育（师范）
张柯莹 330227********6340 小学教育（师范）
张美佳 330205********2719 小学教育（师范）
张珮渝 330303********184X 小学教育（师范）
张瑞涵 210503********1825 小学教育（师范）
张姝 330424********0023 小学教育（师范）
张希冉 330304********0328 小学教育（师范）
张潇文 330683********0423 小学教育（师范）
张心瑜 330382********0043 小学教育（师范）
张昕笛 330683********0460 小学教育（师范）
张耀丹 331081********8423 小学教育（师范）
张艺馨 330381********0923 小学教育（师范）
张艺扬 330724********0027 小学教育（师范）
张莹 330281********6321 小学教育（师范）
张元畅 330523********0020 小学教育（师范）
张跃 330381********0161 小学教育（师范）
张周吉 330402********0941 小学教育（师范）
张子妍 330381********0942 小学教育（师范）
张紫涵 330203********2428 小学教育（师范）
章筱语 330110********1025 小学教育（师范）
赵安琪 330825********4524 小学教育（师范）
赵涵誉 330681********0022 小学教育（师范）
赵可欣 330621********7407 小学教育（师范）
赵乐鸯 330382********804X 小学教育（师范）
赵靓 330326********4145 小学教育（师范）



赵千萌 330303********3925 小学教育（师范）
赵思懿 330326********0747 小学教育（师范）
赵涛 330681********2359 小学教育（师范）
赵文希 330382********0049 小学教育（师范）
赵宇霖 330181********1613 小学教育（师范）
赵周煦 330681********3308 小学教育（师范）
郑丁睿 330781********5914 小学教育（师范）
郑佳蓓 331125********0828 小学教育（师范）
郑佳琦 330382********3625 小学教育（师范）
郑丽舟 330203********1823 小学教育（师范）
郑圣僖 330324********0026 小学教育（师范）
郑书行 440304********7129 小学教育（师范）
郑文烨 330381********0121 小学教育（师范）
郑迅 330328********002X 小学教育（师范）
郑杨杨 510703********1727 小学教育（师范）
郑怡菲 330184********4328 小学教育（师范）
郑钰婷 330206********342X 小学教育（师范）
钟秋怡 330501********0025 小学教育（师范）
钟雨婷 330184********1620 小学教育（师范）
周晨煜 330784********4067 小学教育（师范）
周涵 330282********5511 小学教育（师范）
周佳林 330621********0853 小学教育（师范）
周婧 330184********4121 小学教育（师范）
周婧 330104********1621 小学教育（师范）
周君好 330381********4249 小学教育（师范）
周乐益 511521********1222 小学教育（师范）
周宁 330104********4421 小学教育（师范）
周旗舟 332522********9680 小学教育（师范）
周洳冰 331081********5926 小学教育（师范）
周天悦 330211********0025 小学教育（师范）
周晓雅 332525********0327 小学教育（师范）
周依琳 330326********602X 小学教育（师范）
周逸翔 331082********7130 小学教育（师范）
周云 330327********2885 小学教育（师范）
周兆姿 330381********0948 小学教育（师范）
周哲源 330483********0549 小学教育（师范）
周子涵 330382********1742 小学教育（师范）
朱佳宜 330381********4169 小学教育（师范）
朱莲欣 330683********4728 小学教育（师范）
朱灵均 330381********8223 小学教育（师范）
朱翎嘉 330483********012X 小学教育（师范）
朱昕越 330184********1841 小学教育（师范）
朱欣怡 330184********3120 小学教育（师范）
朱雨歆 330227********162X 小学教育（师范）
朱泽艺 330109********1982 小学教育（师范）
朱政杭 330103********1618 小学教育（师范）
诸雨彤 330602********3525 小学教育（师范）
竹文清 330683********1247 小学教育（师范）
竺可含 330184********4144 小学教育（师范）
祝闻怿 330302********6523 小学教育（师范）



庄梦怡 331082********002X 小学教育（师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