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考专业 报名号 考生姓名 是否进入复试 报名手机号 备注

教育学原理 YB2022030047 林俊杰 是 156****0361

教育学原理 YB2022030057 李帛芊 是 183****6840

教育学原理 YB2022030081 吕鑫磊 是 159****8106

教育学原理 YB2022030089 陈港 是 191****1851

教育学原理 YB2022030117 林子晴 是 156****0891

教育学原理 YB2022030125 朱德玲 是 182****5461

教育学原理 YB2022030192 马雯 是 132****9838 少干计划

课程与教学论 YB2022030012 王克志 是 159****5313

课程与教学论 YB2022030103 谢升梅 是 139****8152

课程与教学论 YB2022030180 孙漪 是 188****9628

课程与教学论 YB2022030184 余青 是 132****5235

课程与教学论 YB2022030200 梁婉雅 是 138****9805

课程与教学论 21903005 高婷婷 是 187****3922

教育史 YB2022030072 傅冠华 是 198****0824

教育史 YB2022030090 赵凯 是 159****3166

教育史 YB2022030093 韦月 是 186****3708

教育史 YB2022030098 位盼盼 是 188****1690

教育史 YB2022030121 罗冠群 是 156****1601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004 徐静 是 153****2765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070 周淑怡 是 156****5434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079 邹丽丽 是 188****7903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099 王天宇 是 133****2122

2022年学术学位博士招生复试名单
（以报考专业和报名号排序）



报考专业 报名号 考生姓名 是否进入复试 报名手机号 备注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119 吴扬 是 182****1507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131 卢宇峥 是 181****1985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152 陆维康 是 199****6414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164 张靖佶 是 138****7366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185 卢琴 是 151****0680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33 高文心 是 180****5823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48 胡彬玮 是 188****6919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53 陈秋萍 是 173****0305 少干计划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68 张洁 是 189****4129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75 李广平 是 159****6335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77 陈凤菊 是 152****4223 少干计划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78 石雪怡 是 181****0041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96 钱鉴楠 是 178****3533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118 刘子涵 是 178****7255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161 杨小茹 是 130****9612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178 张瑞芳 是 188****4456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001 胡琳琳 是 186****7793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060 余淑珍 是 159****1057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067 彭芳坪 是 137****0018 专项计划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104 顾美俊 是 158****7982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107 贺颖 是 182****6186 专项计划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129 张登博 是 153****1008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139 张宁 是 188****7995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154 冯硕 是 186****8297



报考专业 报名号 考生姓名 是否进入复试 报名手机号 备注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158 孙雨薇 是 178****9638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181 马云飞 是 187****1138

教育技术学 22003035 徐文文 是 159****2308

体育学科 YB2022030003 程美超 是 178****0812

体育学科 YB2022030005 靳雷 是 137****0207

体育学科 YB2022030011 冯丽丽 是 183****2132

体育学科 YB2022030014 冯祎晗 是 177****9357

体育学科 YB2022030017 李振 是 152****1205

体育学科 YB2022030019 崔玮 是 188****5195

体育学科 YB2022030038 刘力豪 是 136****0708

体育学科 YB2022030040 马超 是 155****2584

体育学科 YB2022030088 樊牧 是 198****6970

体育学科 YB2022030092 高唯真 是 181****1197

体育学科 YB2022030105 范勇 是 187****9214

体育学科 YB2022030116 徐珊珊 是 198****3026

体育学科 YB2022030143 叶欣欣 是 191****1127

体育学科 YB2022030144 李大鑫 是 178****5711

体育学科 21903034 黄炜逸 是 136****7100

体育学科 22003047 戚博特 是 188****4942



报考专业 报名号 考生姓名 是否进入复试 报名手机号 备注

教育学原理 YB2022030086 杨丽乐 候补1 183****1221

教育学原理 YB2022030008 方亚军 候补2 183****6807

课程与教学论 YB2022030128 李卓 候补1 183****3098

课程与教学论 YB2022030031 雷钧 候补2 159****1545

比较教育学 YB2022030063 王垚赟 候补 187****9645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62 张冬梅 候补1 198****5671

高等教育学 YB2022030044 杨莹 候补2 188****7639

教育技术学 YB2022030176 胡丹妮 候补 159****7995

2022年学术学位博士招生候补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