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考生姓名 报考类别与专业 是否进入复试 备注 报名手机号

YB2021030002 韩江雪 课程与教学论 是 182*****201

YB2021030003 李阳 教育学原理 是 131*****036

YB2021030007 姜澄 教育史 是 183*****475

YB2021030008 高爱平 教育史 是 155*****187

YB2021030010 陈凯亮 教育技术学 是 188*****629

YB2021030012 叶雨欣 比较教育学 是 153*****890

YB2021030017 徐文文 教育技术学 是 138*****006

YB2021030019 李姝仪 比较教育学 是 188*****785

YB2021030020 李人杰 教育学原理 是 184*****845

YB2021030022 唐宇聪 高等教育学 是 158*****429

YB2021030025 陆叶丰 课程与教学论 是 156*****327

YB2021030027 叶德伟 课程与教学论 是 137*****607

YB2021030031 王晓晓 课程与教学论 是 198*****605

YB2021030036 杨希 教育史 是 181*****661

YB2021030043 刘文萍 教育学原理 是 133*****101

YB2021030045 王凌超 教育史 是 157*****508

YB2021030048 秦一帆 比较教育学 是 152*****922

YB2021030049 曹羽婷 比较教育学 是 180*****588

YB2021030054 陈锐 高等教育学 是 159*****646

YB2021030055 王维军 比较教育学 是 136*****576

YB2021030059 徐静 比较教育学 是 153*****765

YB2021030060 黄路遥 高等教育学 是 少民骨干计划 138*****459

YB2021030064 邓卓 比较教育学 是 155*****862

YB2021030065 兰小芳 教育技术学 是 158*****698

YB2021030066 许秋璇 教育技术学 是 184*****529

YB2021030069 张玉丹 高等教育学 是 186*****423

YB2021030071 闫领楠 教育学原理 是 166*****686

YB2021030080 富阳丽 高等教育学 是 198*****850

YB2021030084 许家奇 教育技术学 是 198*****627

YB2021030085 江增煜 比较教育学 是 157*****583

YB2021030086 宛平 教育技术学 是 185*****421

教育学科2021年学术学位博士招生复试名单（依报名号排序）



YB2021030090 张金丹 高等教育学 是 131*****750

YB2021030093 韩啸 高等教育学 是 138*****997

YB2021030094 谭子妍 高等教育学 是 187*****676

YB2021030096 王晨 高等教育学 是 186*****037

YB2021030097 朱丹蕾 比较教育学 是 135*****662

YB2021030098 苏怡璇 课程与教学论 是 180*****256

YB2021030101 陈雨婷 教育技术学 是 158*****925

YB2021030102  金方舟 课程与教学论 是 187*****280

YB2021030103 鲍俊威 教育学原理 是 153*****302

YB2021030104 曾思鑫 教育史 是 135*****733

YB2021030107 裴文洁 比较教育学 是 182*****271

YB2021030109 周淑怡 比较教育学 是 156*****434

YB2021030113 任可欣 高等教育学 是 158*****901

YB2021030117 杜剑涛 教育史 是 147*****673

YB2021030123 刘彦秋 教育技术学 是 152*****182

YB2021030124 张晓超 比较教育学 是 178*****979

YB2021030126 李文燕 比较教育学 是 155*****203

YB2021030134 于文娟 高等教育学 是 158*****082

YB2021030135 曾令琴 比较教育学 是 139*****808

YB2021030138 熊甸双 教育学原理 是 178*****285

YB2021030141 陆维康 比较教育学 是 199*****414

YB2021030143 史东麟 教育技术学 是 178*****967

报名号 考生姓名 报考专业 候补排序 备注 报名手机号

YB2021030092 李东栩 教育学原理 候补1 171*****050

YB2021030075 彭学琴 教育学原理 候补2 130*****441

YB2021030001 王振宇 课程与教学论 候补1 188*****025

YB2021030050 吴思颖 课程与教学论 候补2 139*****427

YB2021030130 李志强 高等教育学 候补1 153*****850

YB2021030037 汪树坤 高等教育学 候补2 159*****890

YB2021030042 刘敏 教育技术学 候补1 186*****917

YB2021030058 王泓为 教育技术学 候补2 167*****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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