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身份证号 专业
鲍佳莹 330621********690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鲍韵吉 330781********00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蔡思淇 330381********39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蔡卓洋 330602********051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曹爽 330304********03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曾若涵 330381********532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柴宣宇 330282********757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博文 330782********103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宸 330103********132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格致 330204********00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豪 331004********291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禾婕 330382********094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宏哲 330381********82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佳诺 331023********032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珈莹 330302********65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蕾 330227********056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诺 330402********361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诗怡 330381********414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魏 330501********556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希卓 330182********001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雅惠 330381********222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雨妍 330183********244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煜棋 330304********152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陈子菡 330324********626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程序 330302********79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池舒凌 330302********086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戴晨源 330381********14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戴思慧 330381********14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戴钰姗 331022********002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单安蜜 330324********08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单梁 330902********101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丁伟轩 330204********001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董可 330102********122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范晨伊 331102********04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方君豪 330381********011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冯新益 500242********18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冯伊婷 330382********142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傅承意 330683********283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甘怡瑶 330381********534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郭沈垲 330109********583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郭艺禾 330302********204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何锦斌 331022********221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何慕 330602********35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洪韵 330381********82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侯文喆 330382********471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艾艾 330304********976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添然 330302********794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叶欣 330482********21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一诺 330782********48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以航 330302********281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逸佳 330203********274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英豪 330327********715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胡铮阳 330681********853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华珮彤 330782********108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家诺 330327********17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琼瑶 330382********174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晓彤 330327********186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黄奕然 330302********202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季开来 330324********001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蒋墨璐雨 330203********27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蒋喆 330227********535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金典 330481********00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金欣烨 330281********10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金于滟 330682********002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本涵 330382********03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成慧 362330********458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洁 330683********352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恬 330184********592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响 330381********826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欣蔚 330326********184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欣瑶 330421********006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欣晔 330381********01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雨含 332526********834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知烨 330302********76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李紫琰 330381********252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厉航名 330281********253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郦薇 331022********222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连心洋 330302********482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梁佳佳 330382********00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宸羽 330302********522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泓妤 330109********166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佳炜 330381********261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耶睿 330303********184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林滋汇 330381********29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刘昕烨 330382********092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卢家琪 330382********082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卢政宇 332528********003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鲁梦圆 330501********14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陆王源 330482********30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马雅楠 330227********640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毛肖媚 330227********732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倪吉璐 330181********00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倪烨 330621********266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聂怡佳 330204********002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潘佳瑶 330302********044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潘炯翔 330381********141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潘越 330381********826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戚睿盈 330411********122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曲逸多 220524********046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上官袁野 331023********037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邵佳颖 330702********852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嘉慧 330381********42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俊杰 330501********573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诗怡 330501********572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欣怡 330106********522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旭鹏 330184********261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妍婷 330902********068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阳 330501********683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沈弋翔 331004********001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施沁伊 330282********004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施汝康 330103********161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施萱萱 330381********432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苏睿 330326********601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苏珍 330381********574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孙菲阳 330381********01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孙铭程 321284********561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孙烨琳 330183********41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童恺航 330781********634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童萌 331004********004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万恒宇 330282********863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辰秋语 310115********36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磊 330184********003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璐瑶 330106********52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沈钰 330184********432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书妍 330282********006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湘宜 330681********628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王一诺 330381********822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温馨 330501********686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吴东逸 330402********061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吴梦卿 330602********054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吴如依 331004********09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吴桐语 330624********056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吴怡 330381********57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伍娉漩 330304********57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武文骢 330302********943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夏宁 330329********002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夏挺阁 331003********369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肖涵 330326********284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肖佳琳 330227********34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修扬 330702********234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晨 330227********444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淳瑶 330381********182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航 330501********171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可欣 360281********732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蕾 330204********602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敏嘉 330282********554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楠 330624********533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圣淦 330681********007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彤 331023********66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央 330483********002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徐振瑜 332522********387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许天烨 330326********283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严佳怡 330203********06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严琦琦 330382********28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颜一格 330382********28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杨佳慧 331004********06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杨舒雯 330382********034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杨馨逸 330327********30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杨雨潼 331002********434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杨紫暄 331002********204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姚乐仪 330327********00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家希 330782********622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乐妍 330329********194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荣耀 330204********501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睿 330324********559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小若 330324********002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心毅 330402********002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艳华 332528********504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叶卓敏 330302********242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尤乐茗 330381********016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游文萱 330381********82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俞烨 330281********03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丹丹 330227********00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家豪 330303********241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婕祎 330482********09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诺言 330303********182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赛赛 331003********0029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丝雨 330184********186X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心雅 330303********18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心怡 330327********0886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学浪 330381********6435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晏微 331024********00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熠然 330181********582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张颖莹 330283********00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章画意 330382********004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章亦清 330203********36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郑聪 330281********173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郑好 330421********004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郑妮可 330382********174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郑祎 330327********0960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莞尔 330206********14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墨醇 330282********008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周怡璇 330204********0024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赫 331022********002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家乐 330501********0322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可莹 330110********264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旻皓 330204********6017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铭一 330521********174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煜青 330624********0028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朱运运 341225********8923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诸昱辰 330281********0021 历史学（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本硕衔接试验班）（师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