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语言大学2022年硕士推免生拟录取名单

姓名 证件号码 毕业单位 录取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复试成绩

阎洁 1401**********0810 北京语言大学 教育学原理 国际比较教育理论 优秀营员
王曼茜 1101**********9640 北京语言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国际汉语课程论 优秀营员
景浩 1502**********4219 内蒙古师范大学 基础心理学 心理测量 优秀营员
姜欢 2204**********2725 延边大学 基础心理学 语言习得与认知 优秀营员

刘意萌 3714**********4621 聊城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优秀营员
周立炜 3705**********1644 安徽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优秀营员
王慧琳 1521**********0060 沈阳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邓彬杰 4302**********1261 湘潭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优秀营员
孟倩 3704**********4248 山东理工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词汇语义学 优秀营员

戢滕好 5101**********6413 大连外国语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优秀营员
张宇昕 1426**********2149 海南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优秀营员
岳帅华 1411**********004X 天津科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优秀营员
付厚谕 4110**********3616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测试 优秀营员
汪小雯 5002**********0020 四川外国语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优秀营员
邹威霞 3709**********2826 聊城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白雅卿 1301**********0020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优秀营员
高远 4103**********5588 河南中医药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黎原菁 4301**********0021 西南民族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张蕊 5101**********3126 西南民族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信息处理 优秀营员

王珂意 2113**********0028 辽宁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陈健 3303**********1586 浙江工业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信息处理 优秀营员

赵雪婷 4103**********2020 河南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方明炜 1304**********0624 河北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常鸿翔 4101**********0101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信息处理 优秀营员
刘子意 1305**********0020 北方工业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优秀营员
邓世龙 3308**********6915 昆明理工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龙清雨 3607**********00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优秀营员
陈佳怡 3508**********7061 四川外国语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语法学 优秀营员
刘佳琪 6401**********0624 东北财经大学 语言智能与技术 计算语言学 优秀营员
王紫 4110**********9024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智能与技术 计算语言学 优秀营员

黄荷婷 5113**********8569 新疆大学 语言智能与技术 语音工程 优秀营员
赵昕怡 1528**********0024 内蒙古大学 语言智能与技术 语音工程 优秀营员
谢国斌 3607**********0917 西北大学 语言与人脑科学 生物语言学 优秀营员
吕林遥 4305**********0022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 金融分析 优秀营员
韩紫威 4101**********0029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 金融分析 优秀营员
董婧怡 1101**********6326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口译 会议同声传译 优秀营员
邓莉芳 3504**********5042 大连外国语大学 德语笔译 德语应用笔译 优秀营员
冯紫萱 1301**********422X 黑龙江大学 朝鲜语口译 朝鲜语同声传译 优秀营员
员楠楠 1426**********1029 山西师范大学 美术 书法创作与国际传播 优秀营员

刘春翔 3604**********1323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当代国际关系 95.00 
王诗然 3702**********0627 北京语言大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 88.00 
孙嘉乐 1401**********024X 北京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95.67 
孙蕾然 2304**********0023 哈尔滨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94.25 
胡冰倩 3304**********3027 西北民族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93.67 
罗佳萍 4113**********002X 河南科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91.67 
李梦格 6422**********1624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91.33 
王焱焱 1304**********172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90.67 
涂怡婷 4206**********8528 湖北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 89.00 
曲妮娜 3702**********352X 山东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86.00 
徐梓婷 4502**********0728 广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方言学 92.00 
张也 1526**********432X 内蒙古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92.00 

刘新阳 2114**********0847 河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语法学 90.00 
韦沛沛 4508**********2848 广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古文字学 80.67 
吴玉情 3405**********302X 安徽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方言学 79.00 
张瑾仪 4508**********6645 广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方言学 78.00 
郝婷婷 3408**********6044 安徽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75.00 
姜霄涵 1307**********0326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91.00 
冶西紫 6221**********0043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89.80 
李美琦 1311**********0225 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先秦两汉文学 81.20 
张嘉雯 1101**********0640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先秦两汉文学 77.00 
马闻浓 2205**********0427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女性文学研究 92.67 
商月明 3714**********5767 海南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90.67 
黎美呈 3622**********8443 兰州理工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90.00 
陈巨荣 6501**********2331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女性文学研究 78.33 
于洁 1501**********2525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女性文学研究 75.67 
王伟 1422**********0010 北京语言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97.00 
刘妍 1304**********2725 河北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研究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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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 2102**********5524 辽宁师范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视野下的文学经典研究 93.00 
韦怡雪 4206**********1524 西安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92.00 
张伟 5002**********6889 浙江工业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88.00 

金凡淑 3310**********2425 浙江工业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视野下的文学经典研究 82.00 
李萌 6105**********8065 西安外国语大学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 88.33 

胡娅舒 5137**********6980 哈尔滨医科大学 语言病理学 语言治疗与康复 93.33 
方玉琼 3709**********2446 江苏师范大学 语言病理学 语言障碍与神经语言学 86.00 
张佳 3715**********6024 山东中医药大学 语言病理学 语言治疗与康复 83.67 

魏红雪 3704**********5429 南京理工大学 心理语言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93.00 
李曼妮 1201**********672X 天津外国语大学 心理语言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86.00 
张潇誉 6101**********1020 山西大学 语言认知科学 语言认知神经科学 92.00 
李新媞 3723**********0261 山东大学 语言认知科学 语言习得 90.00 
葛雨诺 3301**********2067 宁波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95.00 
李朝明 3504**********0516 安徽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美国文学 94.00 
陈智越 1101**********1222 首都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93.67 
张心笛 1101**********4921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西方文论 92.33 
杨兰 4114**********062X 河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87.00 

曹丁月 6105**********0622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中西文学比较研究 85.67 
李涵蓉 1304**********6323 河北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69.33 
李清华 6103**********0021 大连外国语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 俄罗斯文学 93.33 
张允静 1305**********0344 河北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88.00 
马明睿 6123**********0913 南开大学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文学 92.20 
程巧玲 5002**********4888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学 89.60 
张伊然 2108**********0085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文学 88.80 
魏琦 5107**********3923 山西大学 德语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95.80 

王伟航 3702**********0711 青岛大学 德语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95.00 
刘宇佳 1527**********002X 内蒙古工业大学 德语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81.20 
沈梦佳 3301**********5242 北京语言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本文学 89.00 
于倩倩 4103**********9864 山西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本文学 79.00 
刘琳 1304**********5540 河北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学 78.00 

车雨浓 2311**********3246 北京语言大学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西班牙语文学 90.67 
孙洋洋 3303**********1820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中西语言文化对比 89.67 
骆阳 3412**********0522 外交学院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西班牙语文学 84.00 

胡俊杰 5137**********4955 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阿拉伯语言与文化 96.00 
张丽 6205**********0187 西北师范大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阿拉伯语言与文化 92.00 

郭育妍 3406**********0244 大连外国语大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阿拉伯文学 80.25 
李子诺 6101**********2629 西安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学 意大利语语言、文学、文化 91.50 
孙羽诺 2102**********1721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9.33 
朱闫丹宁 3201**********1824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8.00 
罗玉婷 5226**********5620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7.33 
石钰霞 3306**********5860 燕山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5.20 
张杰 4103**********2026 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4.33 

渠亚楠 3708**********5826 青岛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3.00 
闵文鹤 2110**********2325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82.00 
陈立格 1305**********3548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73.00 
王恩慧 1402**********2320 北京语言大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东研究 91.00 
林文昊 3706**********2213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中东研究 90.00 
席子舒 3403**********004X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 口笔译研究（阿拉伯语） 98.00 
史家懿 4115**********052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翻译学 口笔译研究（法语） 90.00 

汪芯宇 1302**********2046 大连海事大学 翻译学 口笔译研究、文化外译研究（英语） 81.67 
杨孟童 3714**********5425 山东农业大学 翻译学 口笔译研究、文化外译研究（英语） 80.67 
董泽扬 4301**********001X 北京交通大学 语言与人脑科学 理论语言学 98.00 
陈重宇 5002**********001X 重庆邮电大学 国际语言服务 本地化管理 93.67 
张子义 2301**********1416 中央民族大学 国际语言服务 本地化管理 92.33 
张晋如 1426**********5222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语言服务 商务语言服务 91.67 
王子芙 1101**********4520 北京工商大学 新闻传播学 国际舆情与政治传播 92.00 
王一琳 1101**********2029 北京语言大学 新闻传播学 国际传播 91.00 
袁佳欣 5001**********0622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96.33 
韩梓萌 2224**********0022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语音信息处理 95.67 
司函 3729**********6643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94.33 
刘洋 1402**********3022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91.67 

王婉濛 3404**********062X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 跨境金融 90.67 
覃娜 5002**********3565 黑龙江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89.00 
厉枫 2304**********2624 东北农业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74.67 

李雨桐 2112**********4029 西南民族大学 英语笔译 高级应用笔译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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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然 3709**********0923 青岛科技大学 英语笔译 文化传播与翻译 87.33 
郭金萍 5101**********5045 成都中医药大学 英语笔译 高级应用笔译 86.33 
李筱纯 4208**********0021 中南民族大学 英语笔译 文化传播与翻译 82.00 
刘卓蕾 5139**********6927 河海大学 英语口译 英语高级口译 94.75 
赵倩琳 1301**********1842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口译 会议同声传译 93.00 
罗慧婷 3309**********6548 江西财经大学 英语口译 会议同声传译 91.50 
贺景一 5101**********1568 西南科技大学 英语口译 会议同声传译 90.75 
刘可贤 4419**********5188 广东海洋大学 英语口译 英语高级口译 79.50 
张宇含 5104**********032X 天津师范大学 英语口译 英语高级口译 79.25 
喻欣妍 3601**********0723 天津外国语大学 俄语笔译 俄语应用笔译 93.00 
周家傲 3301**********0721 大连外国语大学 俄语笔译 俄语应用笔译 76.00 
李嘉名 2113**********1062 北京语言大学 日语笔译 汉日应用笔译 86.00 

刘佳艺 2301**********0349 哈尔滨师范大学 法语笔译 法语应用笔译 85.00 
曹洋 1404**********8447 天津外国语大学 法语笔译 法语应用笔译 84.00 

陈逸欣 1311**********2021 北京语言大学 法语口译 汉法口译 82.00 
陆敏洁 3390**********5128 福州大学 德语笔译 德语应用笔译 95.40 
刘丁蜚 3706**********2623 山东建筑大学 德语笔译 德语应用笔译 90.40 
陈佳瑶 1501**********0122 内蒙古工业大学 德语笔译 德语应用笔译 81.20 
李小敏 3607**********3826 江西师范大学 朝鲜语笔译 朝鲜语应用笔译 89.67 
梁佩佩 3410**********0028 西南科技大学 西班牙语笔译 西班牙语应用笔译 88.67 
张静雯 6101**********4422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笔译 西班牙语应用笔译 80.33 
王思海 5138**********0016 青岛大学 西班牙语笔译 西班牙语应用笔译 77.33 
刘田彬 1403**********7547 四川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笔译 西班牙语应用笔译 75.67 
马婷婷 6422**********122X 青海民族大学 阿拉伯语笔译 阿拉伯语应用笔译 85.25 
王婷 1526**********3522 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语口译 阿拉伯语同声传译 96.00 

李馨悦 3412**********1320 北京语言大学 会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90.00 
刘欣怡 4304**********0027 北京语言大学 会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87.80 
王锦雯 1101**********124X 清华大学 美术 中国画创作与国际传播 88.17 
孟新雨 3715**********244X 北京语言大学 美术 中国画创作与国际传播 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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