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身份证号 专业
包徐一帆 332528********002X 学前教育（师范）
包雨洁 331082********1402 学前教育（师范）
鲍雨欣 331082********0866 学前教育（师范）
毕嘉钰 331004********2940 学前教育（师范）
卞西莫 330302********2426 学前教育（师范）
卜心茹 330106********2420 学前教育（师范）
蔡青妤 330304********0324 学前教育（师范）
蔡书妍 330326********6021 学前教育（师范）
蔡伊然 330328********0029 学前教育（师范）
蔡雨桐 330183********0041 学前教育（师范）
曹晶晶 330324********3445 学前教育（师范）
曹舒瑜 331002********1082 学前教育（师范）
曾煊惠 332502********2426 学前教育（师范）
陈涵铭 330108********0520 学前教育（师范）
陈佳怡 330205********7026 学前教育（师范）
陈嘉熠 330282********8240 学前教育（师范）
陈婕 330302********8422 学前教育（师范）
陈炯 330382********4926 学前教育（师范）
陈可欣 330227********4422 学前教育（师范）
陈来玥 330109********0068 学前教育（师范）
陈乐乐 331021********0060 学前教育（师范）
陈绮霓 330105********3428 学前教育（师范）
陈诗婕 330602********3524 学前教育（师范）
陈烁羽 332501********0028 学前教育（师范）
陈天天 330109********2145 学前教育（师范）
陈相宜 330106********5524 学前教育（师范）
陈潇 330381********0123 学前教育（师范）
陈鑫怡 330411********0621 学前教育（师范）
陈泱羽 331004********032X 学前教育（师范）
陈伊婵 331003********0162 学前教育（师范）
陈倚 330282********6939 学前教育（师范）
陈宇飞 332525********4717 学前教育（师范）
陈雨乐 330602********1021 学前教育（师范）
陈语 330225********1804 学前教育（师范）
陈昱羽 330381********1420 学前教育（师范）
陈子莹 331082********532X 学前教育（师范）
褚佳熙 330481********0624 学前教育（师范）
褚柳钰 330183********4144 学前教育（师范）
褚雨轩 331023********1420 学前教育（师范）
崔方琰 330523********0043 学前教育（师范）
崔梦洁 330206********4625 学前教育（师范）
戴燕琳 330108********052X 学前教育（师范）
单一 330282********0044 学前教育（师范）
董聪怡 330424********2629 学前教育（师范）
董昊妍 332522********5129 学前教育（师范）
董乐融 330381********8220 学前教育（师范）
董诗玥 330282********0044 学前教育（师范）
董一涵 330184********3121 学前教育（师范）
杜方馨 330781********6322 学前教育（师范）



杜心悦 330683********0027 学前教育（师范）
樊沈蓉 330104********1922 学前教育（师范）
范炯妍 330302********2020 学前教育（师范）
范琳怡 330181********6423 学前教育（师范）
范书禾 330703********002X 学前教育（师范）
方晨璐 330821********0040 学前教育（师范）
方丽洋 330523********0020 学前教育（师范）
方婉淇 330225********2288 学前教育（师范）
方欣 330105********3421 学前教育（师范）
方雨奇 330184********2328 学前教育（师范）
冯琳珂 330302********8624 学前教育（师范）
冯莎莎 330282********5023 学前教育（师范）
冯诗悦 330181********4926 学前教育（师范）
付佳奕 331082********4527 学前教育（师范）
付宁欣 360428********6024 学前教育（师范）
傅林越 330327********0087 学前教育（师范）
傅歆韵 330821********4221 学前教育（师范）
甘露 330281********0324 学前教育（师范）
葛格 330102********3327 学前教育（师范）
葛欣颖 331082********8685 学前教育（师范）
顾娜静 330281********6020 学前教育（师范）
管弈涵 330302********0847 学前教育（师范）
桂诗雨 330902********1028 学前教育（师范）
郭佳凝 331082********6224 学前教育（师范）
杭炅谊 330421********0045 学前教育（师范）
何佳婕 331002********2523 学前教育（师范）
贺子迅 330902********1029 学前教育（师范）
洪可晴 330781********6323 学前教育（师范）
洪樱之 331003********0029 学前教育（师范）
胡安鑫 411421********7844 学前教育（师范）
胡焓奕 330127********0043 学前教育（师范）
胡涵婷 330903********0225 学前教育（师范）
胡嘉乐 330781********0029 学前教育（师范）
胡健成 332525********673X 学前教育（师范）
胡沐阳 340321********0320 学前教育（师范）
胡馨予 330282********4266 学前教育（师范）
胡许悦 330501********0623 学前教育（师范）
胡羽 330102********1263 学前教育（师范）
胡之怡 330324********0046 学前教育（师范）
黄潇潇 330302********202X 学前教育（师范）
黄裕婷 330184********0029 学前教育（师范）
纪佳琪 332528********0429 学前教育（师范）
季巧 520324********1261 学前教育（师范）
季思慧 332502********5186 学前教育（师范）
江文军 341021********4193 学前教育（师范）
江欣霁 330227********7526 学前教育（师范）
江欣宇 330382********7325 学前教育（师范）
江彦臻 330902********1024 学前教育（师范）
江怡菲 330421********0023 学前教育（师范）
姜蕾 330302********8427 学前教育（师范）



蒋佳美子 330782********6244 学前教育（师范）
蒋羽钦 330203********0029 学前教育（师范）
蒋雨璐 330103********1022 学前教育（师范）
解淇伊 331002********3149 学前教育（师范）
金墨吟 330302********2420 学前教育（师范）
金舒妍 330302********0824 学前教育（师范）
金舒洋 330411********6248 学前教育（师范）
金琰璐 330109********0028 学前教育（师范）
金轶晗 330302********2044 学前教育（师范）
金翊雯 330602********8541 学前教育（师范）
金雨晗 330522********0041 学前教育（师范）
金雨欣 330103********2324 学前教育（师范）
金雨歆 330381********0124 学前教育（师范）
康俊垚 330481********0825 学前教育（师范）
孔亦文 330204********2028 学前教育（师范）
乐芷语 330921********0043 学前教育（师范）
李成杰 330281********1312 学前教育（师范）
李城 330327********0839 学前教育（师范）
李可喻 332501********122X 学前教育（师范）
李乐 330203********2426 学前教育（师范）
李乐妍 330109********2728 学前教育（师范）
李梦娜 341221********544X 学前教育（师范）
李明怡 330602********0547 学前教育（师范）
李沁窈 330304********4821 学前教育（师范）
李睿欣 341822********0046 学前教育（师范）
李诗意 330227********272X 学前教育（师范）
李盈墨 330381********8226 学前教育（师范）
李喆 430702********0016 学前教育（师范）
李甄 320125********3625 学前教育（师范）
厉舒清 330109********0042 学前教育（师范）
郦霄榕 330681********0044 学前教育（师范）
梁今今 331004********062X 学前教育（师范）
梁其州 331003********0157 学前教育（师范）
梁瑶瑶 330183********3726 学前教育（师范）
梁艺勉 142322********4025 学前教育（师范）
林芳冰 331124********4227 学前教育（师范）
林贵琴 331024********5422 学前教育（师范）
林珈禾 331004********0068 学前教育（师范）
林靖逸 330324********0844 学前教育（师范）
林以恒 330326********0741 学前教育（师范）
林昱音 330327********6727 学前教育（师范）
林子馥 331121********4402 学前教育（师范）
凌思琪 330184********2628 学前教育（师范）
刘畅 330328********0066 学前教育（师范）
刘昊奇 330106********0045 学前教育（师范）
刘佳美 130982********0928 学前教育（师范）
刘铭 330501********1426 学前教育（师范）
刘若婵 332502********0026 学前教育（师范）
刘芯汝 330302********2821 学前教育（师范）
刘欣扬 330327********002X 学前教育（师范）



刘彦茜 332525********0029 学前教育（师范）
刘艳 332527********5425 学前教育（师范）
刘奕璇 332529********0323 学前教育（师范）
刘昱彤 330382********0045 学前教育（师范）
留丹丹 332522********4789 学前教育（师范）
柳摇 330501********1421 学前教育（师范）
楼奕菲 330104********2329 学前教育（师范）
卢欣怡 330621********0027 学前教育（师范）
陆涵茜 330481********004X 学前教育（师范）
陆昕旖 330421********2043 学前教育（师范）
陆亦晨 331082********0104 学前教育（师范）
罗靖 330106********2413 学前教育（师范）
罗蓝 331004********0044 学前教育（师范）
罗廷 330282********0048 学前教育（师范）
罗薇 332527********5421 学前教育（师范）
罗语纯 330102********272X 学前教育（师范）
吕格菲 340304********0621 学前教育（师范）
吕佳艳 330227********4424 学前教育（师范）
马怡铭 411328********1345 学前教育（师范）
马悦心 332525********0041 学前教育（师范）
毛昊涵 340403********162X 学前教育（师范）
毛季奕 332502********0020 学前教育（师范）
毛雯萍 332502********6225 学前教育（师范）
梅晗奕 330206********0321 学前教育（师范）
孟蒋诣 330421********0027 学前教育（师范）
倪钰琦 330109********2723 学前教育（师范）
潘萱左 330421********0523 学前教育（师范）
潘严钰 331102********0068 学前教育（师范）
潘伊颖 331003********2186 学前教育（师范）
潘依诺 331024********0083 学前教育（师范）
潘亦樊 330106********2420 学前教育（师范）
潘媛媛 330481********182X 学前教育（师范）
彭晨语 330105********0629 学前教育（师范）
彭希 230521********2927 学前教育（师范）
彭沄 330501********1411 学前教育（师范）
戚舒彦 330421********0022 学前教育（师范）
齐宇 330281********5229 学前教育（师范）
祁晶莹 330621********0423 学前教育（师范）
钱奕璇 330302********2024 学前教育（师范）
钱祉涵 330302********2426 学前教育（师范）
裘欣雨 330282********2041 学前教育（师范）
阙怡乐 332528********0026 学前教育（师范）
任怿颉 330482********032X 学前教育（师范）
阮思思 330206********0328 学前教育（师范）
邵必逾 330902********2921 学前教育（师范）
邵茜茜 330781********3027 学前教育（师范）
邵奕德 330182********0310 学前教育（师范）
沈佳璇 330602********8026 学前教育（师范）
沈嘉珏 330109********5320 学前教育（师范）
沈可梵 330501********102X 学前教育（师范）



沈彭菲 330106********5245 学前教育（师范）
施桦 331003********3426 学前教育（师范）
施婷婷 330382********0945 学前教育（师范）
施学舟 330602********6036 学前教育（师范）
施政 330523********1056 学前教育（师范）
石安棋 330281********0322 学前教育（师范）
史旌玲 330227********2506 学前教育（师范）
寿可慧 330181********1927 学前教育（师范）
苏梦萍 330281********084X 学前教育（师范）
苏睿思 330327********0026 学前教育（师范）
孙菲遥 330303********2729 学前教育（师范）
孙佳瑶 330481********3044 学前教育（师范）
孙金晶 330602********8027 学前教育（师范）
孙科娜 330227********0782 学前教育（师范）
孙梦瑶 330184********2643 学前教育（师范）
孙宁 330211********4569 学前教育（师范）
孙淑悦 330183********0025 学前教育（师范）
孙钰颖 140802********0062 学前教育（师范）
汤越玥 330602********1028 学前教育（师范）
汤哲涵 330203********2425 学前教育（师范）
唐亮 330282********777X 学前教育（师范）
唐淇 371327********0226 学前教育（师范）
滕佳怡 330110********142X 学前教育（师范）
田馨瑶 330304********0326 学前教育（师范）
童淑菲 330824********0026 学前教育（师范）
童欣露 331003********0060 学前教育（师范）
屠嘉怡 330104********192X 学前教育（师范）
屠金金 330483********0049 学前教育（师范）
汪刘丹 330824********0046 学前教育（师范）
汪诗懿 330122********2827 学前教育（师范）
汪芷伊 330102********3041 学前教育（师范）
王恩奇 330303********1822 学前教育（师范）
王恩心 332525********1520 学前教育（师范）
王高婕 330105********162X 学前教育（师范）
王涵 331024********0916 学前教育（师范）
王佳琰 330281********2520 学前教育（师范）
王佳一 330204********0025 学前教育（师范）
王家妮 332525********4725 学前教育（师范）
王婧琦 321283********3828 学前教育（师范）
王柯怡 330183********2623 学前教育（师范）
王可怡 330283********0027 学前教育（师范）
王丽 331003********0549 学前教育（师范）
王柳涵 330722********642X 学前教育（师范）
王清瑜 330602********7025 学前教育（师范）
王若晨 330302********2426 学前教育（师范）
王天语 330781********0045 学前教育（师范）
王夏园 330329********2847 学前教育（师范）
王亚林 410225********9841 学前教育（师范）
王奕淳 330782********0421 学前教育（师范）
王逸锦 330103********1021 学前教育（师范）



王逸然 330304********0626 学前教育（师范）
王意帆 330602********7524 学前教育（师范）
王熠沁 330682********1242 学前教育（师范）
王语晗 330104********3523 学前教育（师范）
王跃腾 330327********3377 学前教育（师范）
王志然 532622********0028 学前教育（师范）
王籽怡 331002********1068 学前教育（师范）
王梓轩 330106********2024 学前教育（师范）
魏欣淼 330483********0020 学前教育（师范）
吴奥雅 341021********4003 学前教育（师范）
吴昌蔚 410411********5599 学前教育（师范）
吴婧 360121********2427 学前教育（师范）
吴静怡 330204********002X 学前教育（师范）
吴曼芩 330683********2822 学前教育（师范）
吴飘冉 330304********0328 学前教育（师范）
吴睿 332502********1926 学前教育（师范）
吴舒文 330411********6222 学前教育（师范）
吴天蕾 330521********4427 学前教育（师范）
吴羽彤 332502********2425 学前教育（师范）
吴雨晨 330329********4644 学前教育（师范）
吴雨彤 330105********1621 学前教育（师范）
吴语柔 330482********302X 学前教育（师范）
伍桐 330302********0025 学前教育（师范）
夏贝儿 330204********0029 学前教育（师范）
夏凡 330521********0026 学前教育（师范）
夏梦颖 429006********5422 学前教育（师范）
项琪慧 331082********860X 学前教育（师范）
项镕宇 330281********631X 学前教育（师范）
肖梦欣 362422********2242 学前教育（师范）
谢家瑶 330302********2829 学前教育（师范）
谢嘉颖 330281********0326 学前教育（师范）
谢瑞祥 330304********4226 学前教育（师范）
谢翔玲 330381********012X 学前教育（师范）
谢扬 330204********0043 学前教育（师范）
谢依珈 330281********1725 学前教育（师范）
谢越彤 330105********1022 学前教育（师范）
谢卓吟 330302********2060 学前教育（师范）
徐艾珀 330109********8728 学前教育（师范）
徐佳妮 330421********0047 学前教育（师范）
徐嘉璐 330127********0024 学前教育（师范）
徐婕 330521********1528 学前教育（师范）
徐静蕾 330481********0067 学前教育（师范）
徐凯韵 332502********5189 学前教育（师范）
徐倾璇 330102********3021 学前教育（师范）
徐思琦 330184********1863 学前教育（师范）
徐思颖 330127********5346 学前教育（师范）
徐湘 330283********0524 学前教育（师范）
徐雪维 330421********0821 学前教育（师范）
徐苡嫩 331022********100X 学前教育（师范）
徐荧 330282********4262 学前教育（师范）



徐莹莹 330211********1026 学前教育（师范）
许丹 330681********8404 学前教育（师范）
许佳雯 330621********1521 学前教育（师范）
许曼珂 330424********0040 学前教育（师范）
许昕悦 330181********1940 学前教育（师范）
许源 430603********1024 学前教育（师范）
薛冰吟 330381********0029 学前教育（师范）
颜简单 331081********7421 学前教育（师范）
杨惠沙 330282********5542 学前教育（师范）
杨李盈 330105********2828 学前教育（师范）
杨柳 331003********3725 学前教育（师范）
杨楠 330105********0329 学前教育（师范）
杨仟羽 330302********592X 学前教育（师范）
杨斯琪 330381********3320 学前教育（师范）
杨未书 330227********6343 学前教育（师范）
杨依琳 330483********0347 学前教育（师范）
姚若晨 421002********2921 学前教育（师范）
姚瑶 330104********3021 学前教育（师范）
叶阿霞 331023********6241 学前教育（师范）
叶浩 332525********4313 学前教育（师范）
叶季柔 331121********0062 学前教育（师范）
叶琳璐 331126********5324 学前教育（师范）
叶灵 330184********5923 学前教育（师范）
叶易涵 330501********4421 学前教育（师范）
叶芷馨 331082********2626 学前教育（师范）
叶梓 330402********1229 学前教育（师范）
应君杭 330681********5026 学前教育（师范）
应敏燕 331024********4624 学前教育（师范）
尤祺 330203********2424 学前教育（师范）
余成卓 330824********5510 学前教育（师范）
余果 330824********3024 学前教育（师范）
余祁昊 330122********0026 学前教育（师范）
余诗敏 330282********3688 学前教育（师范）
余晓珺 330127********6428 学前教育（师范）
余悦 330302********002X 学前教育（师范）
俞泊雅 330903********4322 学前教育（师范）
俞思嘉 330283********0525 学前教育（师范）
袁郑霏 330105********3421 学前教育（师范）
张舸 330702********2623 学前教育（师范）
张嘉艺 330203********0625 学前教育（师范）
张筠茹 370203********8627 学前教育（师范）
张开心 330302********2025 学前教育（师范）
张凯妍 330227********5283 学前教育（师范）
张可如 330521********0025 学前教育（师范）
张莉诩 331004********0621 学前教育（师范）
张灵燕 332525********4545 学前教育（师范）
张鹭 421083********1245 学前教育（师范）
张如一 330327********0822 学前教育（师范）
张诗煜 331022********3220 学前教育（师范）
张思艺 330211********4524 学前教育（师范）



张许若 330110********1426 学前教育（师范）
张译心 331121********3681 学前教育（师范）
张雨佳 330902********1425 学前教育（师范）
张雨疏 330683********1247 学前教育（师范）
张卓颖 332502********0025 学前教育（师范）
章程琪 330421********0047 学前教育（师范）
章董儿 330105********252X 学前教育（师范）
章蕊 330802********4047 学前教育（师范）
章欣晨 330304********0321 学前教育（师范）
赵珂 330782********0425 学前教育（师范）
赵昕洁 330302********7922 学前教育（师范）
赵瑜婷 330602********6041 学前教育（师范）
郑迪骏 330302********0816 学前教育（师范）
郑好 331082********0066 学前教育（师范）
郑舒涵 330382********3642 学前教育（师范）
郑思佳 330328********4229 学前教育（师范）
郑洋 332502********178X 学前教育（师范）
钟莉冰 330402********1228 学前教育（师范）
钟灵慧 330185********3121 学前教育（师范）
周陈梁 330102********301X 学前教育（师范）
周纯子 331082********0741 学前教育（师范）
周佳颖 330211********4528 学前教育（师范）
周乐怡 332529********0024 学前教育（师范）
周树立 330523********3920 学前教育（师范）
周炜锘 330304********9767 学前教育（师范）
周雅馨 330421********0521 学前教育（师范）
周雅钰 361102********5044 学前教育（师范）
周羽轩 332525********4123 学前教育（师范）
周语芯 330326********7222 学前教育（师范）
朱晨希 330481********1848 学前教育（师范）
朱晨毓 330304********6319 学前教育（师范）
朱程艺 330483********0325 学前教育（师范）
朱恩祈 330324********0061 学前教育（师范）
朱家铭 330902********0672 学前教育（师范）
朱杰菲 510112********0109 学前教育（师范）
朱凯丽 330281********8720 学前教育（师范）
朱丽媛 331121********5702 学前教育（师范）
朱梦缘 331023********1426 学前教育（师范）
朱乔禛 330382********3127 学前教育（师范）
朱玺燃 331003********3427 学前教育（师范）
朱奕昀 341823********2821 学前教育（师范）
朱奕臻 330324********0026 学前教育（师范）
朱雨迪 331023********4640 学前教育（师范）
朱雨柔 331004********0362 学前教育（师范）
朱梓萌 331003********0048 学前教育（师范）
庄佳璇 330203********3621 学前教育（师范）
庄婷婷 330104********192X 学前教育（师范）
庄园 330185********0068 学前教育（师范）
卓杭利 350583********632X 学前教育（师范）
卓文轩 332502********0021 学前教育（师范）



邹卓序 330921********0022 学前教育（师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