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身份证号 专业
蔡涵曦 330381********641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蔡可涵 330501********171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蔡正舟 330185********005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曹易 330421********003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曹哲瑜 330702********233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翀 330521********152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翮俣 330621********151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弘毅 330726********003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鸿博 330302********481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佳琪 330302********796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佳渝 330381********611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健为 330203********241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明泓 330302********591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沛聪 330326********60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雄炜 330282********691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怡文 330184********142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亦乐 330483********091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崭 330726********001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哲 330381********001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智博 330381********09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程诗越 330702********122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丁思怡 330104********192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丁一鸣 331004********221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丁依诺 330382********452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董晗瑜 330203********301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董晖 510704********421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董伟俊 330329********193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董瑜威 330602********052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范诺 330282********176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方淇圣 330501********145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高于恬 330109********004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葛嘉唯 330302********081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顾李衡 330602********853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管展易 331022********00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韩书泽 330682********52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何昊轩 331022********223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何轩 330327********083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洪睿 420116********521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洪彧航 330183********005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侯芷萌 330382********472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家炜 330122********06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世烨 330206********20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毓娉 330304********572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芷静 330206********202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道品 330327********30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歌翔 330382********005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佳辰 330402********30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婕 350524********652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玲玲 330326********412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扬涵 330902********102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以可 330304********636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雨约 330327********006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吉以诺 330421********052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姜雅婷 330281********132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蒋沂锟 330481********00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金敏慧 331081********162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金恬来 330481********022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金琬雯 330724********002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金一诺 330782********004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兰彬 510311********231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劳奇铠 330621********739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乐博艺 330206********465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乐栩言 330903********062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安琪 330327********086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尘洋 330483********441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承晔 330682********003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涵 330327********083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浩 330281********001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佳盈 330327********096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瑾慧 330227********250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天艺 330483********008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希鑫 330326********411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一 330181********332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厉彤彤 330722********004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靖凯 331082********005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可儿 331021********278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熙韩 330382********175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璇 330329********002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易冉 330302********762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智凡 330381********413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忠烨 330302********73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子惠 331004********222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凌霄 330481********001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娄文涛 330602********551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楼星辽 330109********193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陆琦 330481********282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陆栩悦 330109********644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陆一周 330482********152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罗贝妮 331082********536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罗行原 330382********401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吕德超 330327********095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毛宇韬 332525********003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毛哲楠 330682********821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潘谷雨 330302********651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潘俊宁 330226********00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潘欣雨 330621********234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潘以核 330382********004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潘政源 330381********473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蒲小曼 330181********006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戚正龙 342423********847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钱一禾 330181********191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秦小鑫 330281********221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邱立言 330204********502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裘一涵 330206********345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饶拉 330106********552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戎珈伸 330227********527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阮浙挺 330681********17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沙千茜 330302********282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邵驰泽 330206********343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邵林轩 330204********001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路扬 330109********64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伊凡 330282********863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益波 330621********001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宇航 330501********001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施展 330483********031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舒可扬 330227********271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宋韩超 330281********031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宋彦博 330602********701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宋一笑 330602********602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孙杜双阳 330724********244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童城轩 330282********001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浩 330381********221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梦泽 330402********004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然 361127********002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煊皓 331003********00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雅淇 330104********352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依若 331002********202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亦寒 421181********444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奕杲 330624********00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宇琦 330326********144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卓帆 330110********60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子涵 330702********811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紫璇 330602********602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吴佳纯 330328********002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吴誉斐 331022********022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吴元洁 330227********536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谢中钊 330327********081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步怀 330327********093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凡非 330501********682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昊聪 330402********061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颢雅 430105********134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李想 330381********823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闻怿 330282********552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翔东 330203********06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信雅 330302********002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杨涛 330326********431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许良煜 330483********001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许勤 330184********002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许若祺 330424********002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薛皓元 330381********333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杨宸 330327********011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杨东冉 330227********273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姚航 330381********407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姚佳程 330281********103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姚怡冰 330681********006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姚怡晟 330203********272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程凯 330381********145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奕萱 331102********126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正可 330381********223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智豪 330782********001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应瑞阳 330784********047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应宇轩 331003********111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尤晗烨 330226********659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余航 330381********291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俞焙文 330402********001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俞陈可 330184********102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俞韩斌 330104********191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俞快 330421********003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俞婷 330181********702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俞箫婷 331022********002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俞越 330621********006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袁澍楠 330203********361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袁茁尔 330681********004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陈杨 330501********001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晨韵 330621********468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竞予 330105********311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琪 332522********859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甜甜 330283********004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奕涵 330327********817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逸航 330184********143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越城 330902********001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章诗情 330382********002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章书毓 330206********34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赵涵 330204********301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郑杰瑞 331022********079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郑琦 330483********1620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郑田田 330303********182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乐南 332501********57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凌羽 330106********5525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润 330106********5227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天 330726********0014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旭弢 330523********0059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逸歌 330382********0021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子超 330302********2812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安景 331081********072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家烨 330181********263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潜昊 330902********1033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莎 331082********186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轩毅 332522********001X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育含 330523********0018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邹宇恒 330822********0016 物理学（物理学+教育技术学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