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考生姓名

（姓氏首字母排序）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200095 冯骏 教育学原理
200123 张慧之 教育学原理
201022 周鹏飞 教育学原理
200826 王秀英 教育学原理
201006 谢影 教育学原理
201120 张敏慧 教育学原理
200477 高彤 教育学原理
200682 刘倩 教育学原理
200127 张兴旭 教育学原理
200220 蔡艺玮 教育学原理
201331 李昕颖 教育学原理
200603 张园园 教育学原理
200396 杜佳慧 课程与教学论
200086 胡红珍 课程与教学论
201202 魏亚丽 课程与教学论
200721 李璇律 课程与教学论
200733 陆乐 课程与教学论
200949 周全 课程与教学论
200620 洪安琪 课程与教学论
201126 任睿 课程与教学论
200978 吴宗艳 课程与教学论
200151 姚刚 课程与教学论
200732 马艳 课程与教学论
201099 王文利 课程与教学论
200306 王媛 课程与教学论
200511 江漂 课程与教学论
200115 尚宇飞 课程与教学论
200315 杨一 课程与教学论
200247 刘相聪 课程与教学论
200617 乔沛昕 课程与教学论
200897 杨冰 课程与教学论
200499 黄光芳 课程与教学论
201079 刘丰源 课程与教学论
200438 尚晓晶 课程与教学论
201166 童玲红 课程与教学论
200028 夏伟怡 课程与教学论
200465 翟丽丽 课程与教学论
200058 王子朦 高等教育学
200691 吴文 高等教育学
200278 赵翀 高等教育学

蒋宇红

高耀明

刘次林

阎亚军

黄友初

董玉琦

江丰光

夏惠贤

丁念金

王荣生

李学斌

2020年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考生名单

说明：1. 请以下进入综合考核的考生下载填写《考生承诺书》（下载网址：
http://yjsc.shnu.edu.cn/fd/4d/c17243a720205/page.htm），于2020年6月16日
15:00之前以pdf格式发送到：liuhong6008@shnu.edu.cn。邮件主题命名：报考
专业+报考导师+考生姓名。

 

陈建华

夏正江

           2. 如有考生放弃，根据需要按照专业能力考核成绩依次递补考生。



201356 高海燕 高等教育学
200535 孙姗姗 高等教育学
201305 徐方 高等教育学
201183 李东梅 高等教育学
200659 曲嘉 高等教育学
200459 周莹 高等教育学
200541 李艳华 高等教育学
200784 令有为 高等教育学
200213 许继新 高等教育学
200408 刘倩 高等教育学
201378 肖伟 高等教育学
200914 晏萍 高等教育学
200572 白佳宇 比较教育学
200664 曹梦莹 比较教育学
200215 李珺 比较教育学
201260 陈宏宇 比较教育学
200119 王腊梅 比较教育学
200834 张凯 比较教育学
200227 邓家家 比较教育学 孔令帅
201024 刘荣飞 比较教育学
200565 王楠楠 比较教育学
201370 吴瑞瑞 比较教育学
200328 李必新 职业技术教育学
201275 刘青 职业技术教育学
200441 王敏 职业技术教育学
200004 黄鼎文 学前教育学
201377 林朝湃 学前教育学
200379 翁婉涓 学前教育学
200359 郭芙蓉 学前教育学
200450 李莎莎 学前教育学
201203 张玲玲 学前教育学
200158 薄萌萌 教师教育
200709 胡雪缘 教师教育
200640 江岚 教师教育
201258 李静 教师教育
200136 潘婷婷 教师教育
201409 王丽燕 教师教育

201051 黄崇蓉 心理学
200343 李文瑞 心理学
200724 李晓 心理学
201232 鲍未 心理学
200763 孙明 心理学
200528 袁媛 心理学
200392 米婷 心理学
200584 孟维璇 心理学
200512 甄江波 心理学
200568 陆浩慧 心理学
201413 孙逸梵 心理学
201091 朱彦霖 心理学
200479 崔腾月 心理学
200893 葛琼 心理学

王洁

胡国勇

李成彦

石文典

罗俊龙

蒋存梅

卢家楣

李燕

吴念阳

陈永明

张晓峰

黄海涛

母小勇

范为桥

高德毅

丁笑炯

张民选



200161 谢晋艳 心理学
201338 田云龙 心理学
201159 王枫 心理学
200431 赵凯宾 心理学
200197 焦春岚 心理学
201075 王磊 心理学
201197 王珊 心理学
200200 莫碧波 心理学
200547 申瑞琴 心理学
200322 肖思佳 心理学
200274 陈旻然 心理学
200514 马青 心理学
200265 时小萍 心理学
200462 陈景 心理学
200091 姜博砚 心理学
200889 刘振南 心理学

李丹

蔡丹

高湘萍

卢家楣

贺雯

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