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身份证号 专业
白将晓 130203********1522 特殊教育（师范）
包澄 330302********7916 特殊教育（师范）
曹含卿 340827********4729 特殊教育（师范）
曹若翔 330381********0145 特殊教育（师范）
曹舒也 330483********0020 特殊教育（师范）
岑添乐 330282********4253 特殊教育（师范）
陈浩 331082********1894 特殊教育（师范）
陈敏姿 331082********8125 特殊教育（师范）
陈汝果 330283********6022 特殊教育（师范）
陈晟旻 330302********0824 特殊教育（师范）
陈施豪 330481********2838 特殊教育（师范）
陈天晶 330602********8526 特殊教育（师范）
陈阳娴 331081********9047 特殊教育（师范）
陈伊晨 331082********4483 特殊教育（师范）
陈昱颖 330304********5446 特殊教育（师范）
程楠 330205********6014 特殊教育（师范）
戴敏阅 331082********7106 特殊教育（师范）
邓春燕 511525********252X 特殊教育（师范）
丁晨灿 350825********0726 特殊教育（师范）
丁雨晴 330621********7142 特殊教育（师范）
董昱灵 330902********1061 特殊教育（师范）
方朱蕴哲 330185********0065 特殊教育（师范）
甘雨 360122********0029 特殊教育（师范）
高思佳 330523********4425 特殊教育（师范）
葛舒贝 330481********1222 特殊教育（师范）
葛松梅 510524********4800 特殊教育（师范）
顾伊莲 330621********0865 特殊教育（师范）
杭妍 330682********1246 特殊教育（师范）
贺荻雅 331002********0046 特殊教育（师范）
洪思怡 331004********0945 特殊教育（师范）
胡嘉楠 330106********4027 特殊教育（师范）
胡露尹 330903********0926 特殊教育（师范）
胡燕飞 330185********0426 特殊教育（师范）
胡占瑞 330104********2716 特殊教育（师范）
黄翰林 330482********3917 特殊教育（师范）
黄明宇 331003********3417 特殊教育（师范）
黄沁军 330326********0038 特殊教育（师范）
黄哲 330302********242X 特殊教育（师范）
黄子桓 330324********0012 特殊教育（师范）
江詹铱 330481********0027 特殊教育（师范）
蒋婷 331082********0045 特殊教育（师范）
金安然 330303********0026 特殊教育（师范）
金嘉颖 330402********0023 特殊教育（师范）
金恋妘 330324********0066 特殊教育（师范）
金美昊 330109********7123 特殊教育（师范）
金申申 330324********7809 特殊教育（师范）
金书逸 330382********1437 特殊教育（师范）
金子欣 330382********0048 特殊教育（师范）
雷梦琪 332529********0023 特殊教育（师范）



李泓霖 332501********0026 特殊教育（师范）
李钧博 330382********6218 特殊教育（师范）
李倩莹 331024********5423 特殊教育（师范）
李诗逸 330481********0422 特殊教育（师范）
梁润 341602********9600 特殊教育（师范）
梁雨莹 330184********3521 特殊教育（师范）
林当 330203********1829 特殊教育（师范）
林典 330302********7919 特殊教育（师范）
林藤 331082********7094 特殊教育（师范）
林欣然 140524********8069 特殊教育（师范）
林珍珍 330327********0042 特殊教育（师范）
刘曦雅 513122********4226 特殊教育（师范）
留悦 332522********5328 特殊教育（师范）
卢书涵 330329********0045 特殊教育（师范）
卢熠 331004********0020 特殊教育（师范）
陆思竹 330102********2723 特殊教育（师范）
罗烨茜 331082********7128 特殊教育（师范）
马嫣阳 330281********0329 特殊教育（师范）
毛陈楠 330185********1424 特殊教育（师范）
毛日娟 332502********6966 特殊教育（师范）
毛睿叶 330102********241X 特殊教育（师范）
梅刘灿 332529********4928 特殊教育（师范）
梅芯茹 331023********142X 特殊教育（师范）
缪周子 330382********0034 特殊教育（师范）
莫绚 331081********5989 特殊教育（师范）
潘亦 330501********0323 特殊教育（师范）
邱卓颖 362531********0041 特殊教育（师范）
任俏然 330302********2849 特殊教育（师范）
芮艺函 330104********1622 特殊教育（师范）
沈桉伊 331004********0020 特殊教育（师范）
沈超 330602********0028 特殊教育（师范）
沈加仑 330104********3515 特殊教育（师范）
沈亦忱 330302********2445 特殊教育（师范）
沈瑜 330521********1527 特殊教育（师范）
盛艺磊 330702********9124 特殊教育（师范）
孙惠可 330382********3128 特殊教育（师范）
孙正 330327********0832 特殊教育（师范）
邰则语 330106********2419 特殊教育（师范）
涂毓洋 330522********0069 特殊教育（师范）
王邦欢 330283********0031 特殊教育（师范）
王嘉璇 330402********0646 特殊教育（师范）
王晟杰 332527********3511 特殊教育（师范）
王依贝 362301********0521 特殊教育（师范）
王之雨 330302********2026 特殊教育（师范）
王梓宁 330902********5824 特殊教育（师范）
魏依虹 330181********3421 特殊教育（师范）
魏跃 330302********201X 特殊教育（师范）
吴佳楠 330127********0020 特殊教育（师范）
吴嘉莹 330282********4260 特殊教育（师范）
吴凌燕 330122********0026 特殊教育（师范）



吴紫嫣 331082********1200 特殊教育（师范）
吴紫疑 332527********2627 特殊教育（师范）
夏冲豪 330381********5130 特殊教育（师范）
徐畅阳 330902********0329 特殊教育（师范）
徐佳妮 330282********1326 特殊教育（师范）
徐琪 331002********2526 特殊教育（师范）
许嘉仪 330421********0023 特殊教育（师范）
许玮佳 330602********0029 特殊教育（师范）
严嘉怡 330521********2062 特殊教育（师范）
严天炀 330501********1460 特殊教育（师范）
颜之蒙 331081********7420 特殊教育（师范）
杨城 330281********0039 特殊教育（师范）

杨佳靓子 332501********1625 特殊教育（师范）
姚管盈 330382********0027 特殊教育（师范）
姚湉欣 330481********0066 特殊教育（师范）
姚心怡 330184********5025 特殊教育（师范）
叶慧娇 331023********6220 特殊教育（师范）
叶家希 330304********6329 特殊教育（师范）
应辰炫 330481********0013 特殊教育（师范）
应林晨璐 331003********2180 特殊教育（师范）
尤思予 330402********0345 特殊教育（师范）
于小雅 370322********0740 特殊教育（师范）
余睿涵 330106********1221 特殊教育（师范）
余雯静 330122********0028 特殊教育（师范）
俞诗琪 330181********0025 特殊教育（师范）
虞梦笑 330602********8520 特殊教育（师范）
袁亦宁 331081********842X 特殊教育（师范）
袁雨欣 330185********192X 特殊教育（师范）
张涵兮 330521********2021 特殊教育（师范）
张菁 330521********202X 特殊教育（师范）
张瑞麒 330702********602X 特殊教育（师范）
张武阳 411521********8953 特殊教育（师范）
张依洋 330481********0227 特殊教育（师范）
张艺涵 332529********0025 特殊教育（师范）
张熠 362329********3036 特殊教育（师范）
张元铭 330382********0057 特殊教育（师范）
赵恩奇 321302********3012 特殊教育（师范）
郑淇文 330225********0167 特殊教育（师范）
郑星月 330621********8063 特殊教育（师范）
郑怡婷 330382********4320 特殊教育（师范）
郑益滨 330302********2011 特殊教育（师范）
周雅萱 331082********0863 特殊教育（师范）
周殷帆 331002********0046 特殊教育（师范）
周愉馨 330184********1826 特殊教育（师范）
周予诺 330421********0046 特殊教育（师范）
朱家盛 330227********5367 特殊教育（师范）
朱炬录 330302********5219 特殊教育（师范）
朱欣怡 330105********002X 特殊教育（师范）
朱延彬 330183********005X 特殊教育（师范）
朱雨璐 331024********0065 特殊教育（师范）



朱紫伊 330481********3046 特殊教育（师范）
诸颖涛 330281********1326 特殊教育（师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