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 复试专业 学生姓名 本科毕业院校 本科专业

1 国际法学 傅菁菁 北京交通大学 法学

2 国际法学 吴雪薇 北京科技大学 法学

3 国际法学 陈泽坤 大连海事大学 海商法

4 国际法学 尉明洋 东北农业大学 法学

5 国际法学 王珊珊 江苏师范大学 法学

6 国际法学 戴靖婉 兰州大学 法学

7 国际法学 刘玥莹 辽宁大学 法学

8 国际法学 戴颖洁 青岛大学 法学

9 国际法学 骆芷茵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

10 国际法学 杜淦 陕西师范大学 法学

11 国际法学 李可勋 外交学院 法学

12 国际法学 陈雯洁 外交学院 法学

13 国际法学 刘禹彤 外交学院 英语

14 国际法学 蒋浩玥 外交学院 法学

15 国际法学 王乐怡 外交学院 法学

16 国际法学 林芝羽 外交学院 法学

17 国际法学 高睿梨 外交学院 法学

18 国际法学 木新涛 外交学院 法学

19 国际法学 蒲昱含 外交学院 法学

20 国际法学 张一诺 外交学院 法学

21 国际法学 龚柏然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

22 国际法学 李纪龙 郑州大学 法学

23 国际法学 王嘉炜 郑州大学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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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际法学 赵竹君 中国海洋大学 法学

25 国际法学 李子越 中国农业大学 法学

26 国际法学 宋润泽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

27 国际法学 郭芷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民商法

28 国际法学 李润龙 中南大学 法学

29 国际法学 李佳素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

30 法律（法学） 李昱欣 北京建筑大学 法学

31 法律（法学） 王以敏 北京科技大学 法学

32 法律（法学） 张颖 北京科技大学 法学

33 法律（法学） 杨超杰 北京科技大学 法学

34 法律（法学） 刘志鹏 北京科技大学 法学

35 法律（法学） 王瑶 哈尔滨工业大学 法学

36 法律（法学） 王琛婷 合肥工业大学 法学

37 法律（法学） 顾文慧 华中农业大学 法学

38 法律（法学） 李孟函 江苏师范大学 法学

39 法律（法学） 张福丽 青岛科技大学 法学

40 法律（法学） 张佩谛 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

41 法律（法学） 夏文清 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

42 法律（法学） 桑任静 延边大学 法学

43 国际关系 张静仪 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

44 国际关系 朱翊民 青岛大学 国际政治

45 国际关系 耿华多 西安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

46 国际关系 王越 中山大学 国际政治

47 国际关系 樊慧凝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交学

48 国际关系 何雨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政治



49 国际关系 王书鹏 湘潭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50 国际关系 赵茹悦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交学（俄语）

51 国际关系 杨丰羽 山东大学 英语（英俄双语）

52 国际关系 翟晨晨 郑州大学 俄语

53 国际关系 吴玥瑾 东北师范大学 国际政治

54 国际关系 唐泽冰 济南大学 国际政治

55 国际关系 李佩璇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56 国际关系 王叶湑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57 国际关系 荆惠 大连外国语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58 国际关系 时毓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59 国际关系 樊可逸 大连外国语大学 俄语

60 国际关系 龚筱雨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交学

61 国际关系 杨曦 中山大学 国际政治

62 国际关系 徐晓敏 中山大学 西班牙语

63 国际关系 郭见田 中山大学 英语

64 国际关系 叶兰兰 辽宁大学 国际政治

65 国际关系 赵志强 西安交通大学 英语（英法方向）

66 国际关系 宋端仪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政治

67 国际关系 熊睿卿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政治

68 国际关系 赵浦求 国际关系学院 行政管理

69 国际关系 刘晓渊 辽宁大学 国际政治

70 国际关系 蔡依航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71 国际关系 安妮 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政治

72 国际关系 王欣然 河南大学 俄语

73 国际关系 武佳汶 电子科技大学 日语



74 国际关系 欧喜香 湘潭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75 国际关系 陈滢 山西大学 国际政治

76 国际关系 贾雨薇 厦门大学 外交学

77 国际关系 曹心茹 北京语言大学 土耳其语

78 国际关系 董慧荣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英语

79 国际关系 刘帅颖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80 国际关系 许子懿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81 国际关系 金小荷 延边大学 英语

82 国际关系 闫一苇 重庆大学 法学（国际关系方向）

83 国际关系 林琪 外交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84 国际关系 李沛遥 外交学院 英语

85 国际关系 张越涵 安徽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86 国际关系 杨鲁华 山东大学 英语与国际政治双学位

87 国际关系 金恩喜 华侨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88 国际关系 官芷晴 西安外国语大学 国际政治

89 国际关系 王恩慧 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90 国际关系 李昕龙 河南大学 俄语

91 国际关系 张瑞勇 西安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

92 国际关系 赵婧姝 吉林大学 国际政治

93 国际关系 廖盟 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政治

94 国际关系 李文芊 吉林大学 外交学

95 国际关系 江楠 河南师范大学 国际政治

96 国际关系 闫好迪 南昌大学 俄语

97 国际关系 寇楠 北京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98 国际关系 胡天赐 北京外国语大学 朝鲜语



99 国际安全 张鸿儒 山东大学 英语与国际政治双学位

100 国际安全 刘谨瑜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101 政治学理论 廖欣 外交学院 外交学

102 政治学理论 郑嘉瀚 国际关系学院 行政管理

103 政治学理论 宁则元 东北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104 政治学理论 李梓木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105 国际政治 张佳乐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106 国际政治 袁玮琳 国际关系学院 行政管理

107 国际政治 李心 北京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108 国际政治 严雯瀚 山西大学 外交学

109 国际政治 杨帆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政治

110 外交学 王一辰 外交学院 外交学

111 外交学 薛宇欣 外交学院 外交学

112 外交学 高湑喆 外交学院 国际组织

113 外交学 张宇心 外交学院 国际组织

114 外交学 刘宇辰 外交学院 外交学

115 外交学 孙珑 外交学院 国际组织

116 外交学 段染 外交学院 外交学

117 外交学 杨婧羽 外交学院 外交学

118 外交学 简谱 外交学院 外交学

119 外交学 徐攀京 外交学院 外交学

120 外交学 肖秉姗 外交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21 外交学 许晓静 外交学院 翻译

122 外交学 王博涵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

123 外交学 张惠霖 四川大学 国际政治



124 外交学 赵笑寒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125 外交学 付悦娥 北京科技大学 英语

126 外交学 刘桂清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127 外交学 程艾艾 厦门大学 外交学

128 外交学 张意驰 大连外国语大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129 外交学 付锦昕 山东大学 国际政治

130 外交学 马英妹 山东大学 英语与国际政治双学位

131 外交学 吴润飞 辽宁大学 国际政治

132 外交学 林沁 辽宁大学 国际政治

133 外交学 宋明星 河南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134 外交学 柯好 湖北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135 外交学 陈芷一 宁波大学 德语

136 外交学 李泽浩 湖北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137 外交学 王嘉怡 中央民族大学 生态学

138 外交学 杨紫菡 南昌大学 新闻学

139 外交学 孙银璐 大连海事大学 日语

140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马宇昕 外交学院 国际组织

141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唐锦源 外交学院 英语

142 世界经济 方寒懿 外交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3 世界经济 宗邵慧 外交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4 世界经济 杨文静 外交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5 世界经济 崔燕 外交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6 世界经济 李嘉众 外交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7 世界经济 孙红亮 外交学院 金融学

148 世界经济 陈润泽 外交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9 世界经济 张莉淼 外交学院 金融学

150 世界经济 侯琪锐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学

151 世界经济 刘松桦 华中农业大学 张之洞班（农林经济管理）

152 世界经济 李雨珊 南昌大学 国际商务（商务英语）

153 世界经济 董姿君 辽宁大学 市场营销

154 世界经济 王娜 辽宁大学 保险学

155 世界经济 徐子淇 辽宁大学 国际商务

156 世界经济 刘然 海南师范大学 经济学

157 金融学 匡宇翔 外交学院 金融学

158 金融学 邹靖驰 外交学院 金融学

159 金融学 常雯馨 外交学院 金融学

160 金融学 杨逸凡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1 金融学 张天清 延边大学 经济学（中外合作办学）

162 金融学 王璀璨 天津财经大学 金融学（能源金融）

163 金融学 张聪聪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会计学

164 金融学 刘新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工程

165 英语语言文学 刘楚乔 外交学院 西班牙语

166 英语语言文学 刘佳 中国地质大学 英语

167 英语语言文学 冯世莹 中央民族大学 英语

168 英语语言文学 李洋 合肥工业大学 英语

169 英语语言文学 班嘉蔓 中国地质大学 英语

170 英语语言文学 史择翰 汕头大学 汉语言文学

171 英语语言文学 苑梅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语

172 英语语言文学 匡嘉仪 西南科技大学 英语

173 英语语言文学 吴宣妮 中国矿业大学 英语（文学方向）



174 英语语言文学 张宥琳 北京工业大学 英语

175 英语语言文学 付源源 内蒙古大学 英语

176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李锦凝 外交学院 英语

177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韩雅洁 外交学院 英语

178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焦睿娜 北京科技大学 英语

179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俞叶枝 大连海事大学 英语

180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万腾龙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

18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周言锦 安徽大学 英语语言学

182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杨昕妤 华北电力大学 翻译

183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星语 合肥工业大学 英语

184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尹 天津理工大学 英语

185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胡方 华南农业大学 英语

186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廉珂晶 燕山大学 英语

187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嘉雯 大连外国语大学 翻译

188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英语（国际贸易）

189 英语口译 贺煜棋 天津外国语大学 翻译

190 英语口译 郭力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商务英语

191 英语口译 李佳浩 厦门大学 英语

192 英语口译 韩星美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193 英语口译 庞淏月 中山大学 英语

194 英语口译 陈依文 外交学院 翻译

195 英语口译 周禹彤 外交学院 翻译

196 英语口译 李诗玥 外交学院 翻译

197 英语口译 刘宇浩 外交学院 翻译

198 英语口译 张斯昊 外交学院 英语



199 英语口译 忻慧之 同济大学 德语

200 英语口译 曹梓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翻译

201 英语口译 辛颖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英语

202 英语口译 李晓宁 内蒙古农业大学 英语

203 英语口译 仲洲瑶 江南大学 英语

204 英语口译 黄婷 四川师范大学 英语

205 英语口译 瞿思远 西安外国语大学 翻译

206 英语口译 程千会 外交学院 英语

207 英语口译 王婷轩 外交学院 英语

208 英语口译 张毕云 外交学院 英语

209 英语口译 应越 山西大学 翻译

210 英语口译 张艺涵 黑龙江大学 英语

211 英语口译 刘泽湘 合肥工业大学 英语

212 英语口译 吴妮蔓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英语

213 英语口译 孙祺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

214 英语口译 裘喆 浙江工业大学 英语

215 英语口译 高媛 长春理工大学 翻译

216 英语口译 赵鹏 河南工业大学 英语

217 英语口译 许瀚云 成都理工大学 英语

218 英语口译 叶彤 浙江理工大学 英语

219 英语口译 秦虹 福建师范大学 英语（经贸）

220 英语口译 宋至立 北京语言大学 翻译

221 英语口译 李陈鹏 成都理工大学 翻译

222 英语口译 郭宏菲 大连外国语学院 新闻学

223 英语口译 耿学媛 四川师范大学 英语



224 英语口译 侍中溢 南京医科大学 英语

225 英语口译 张芹诗 武汉科技大学 英语

226 英语口译 蒋恺昕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

227 英语口译 龚宇盛 南昌大学 英语

228 英语口译 徐博洋 东北大学 英语

229 英语口译 彭寒池 中国政法大学 英语（法律）

230 英语口译 陈俊博 东南大学 英语

231 英语口译 陈然 湖北大学 翻译

232 英语口译 杨丝淇 广东工业大学 翻译

233 英语口译 史君璐 北京师范大学 英语

234 英语口译 杨茜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商务英语

235 英语口译 徐慧婷 武汉科技大学 英语

236 英语口译 高赛 西安外国语大学 翻译

237 英语口译 吴奕锦 外交学院 英语

238 英语口译 耿薇 中南民族大学 英语

239 英语口译 魏俊杰 广东海洋大学 英语

240 英语口译 邓贝纤 中国政法大学 翻译（法律）

241 英语口译 黄宣渝 中南民族大学 翻译

242 英语口译 郑一菲 浙江工业大学 英语

243 英语口译 吴东霖 西南民族大学 英语

244 法语语言文学 郭心怡 四川外国语大学 法语

245 法语语言文学 祝蕴凡 首都师范大学 法语

246 法语语言文学 汪雯洁 西安外国语大学 法语

247 法语语言文学 姚名格 西安外国语大学 法语

248 法语语言文学 俞辰晨 国际关系学院 法语



249 法语语言文学 苏文静 北京语言大学 法语

250 法语语言文学 温慧 中山大学 法语

251 法语语言文学 尉迟荣凯 辽宁大学 法语

252 法语语言文学 马浩家 西南民族大学 法语

253 法语语言文学 杜泽琛 河南师范大学 法语

254 法语语言文学 杨鑫敖 电子科技大学 法语

255 法语语言文学 闻云岳 浙江师范大学 法语

256 法语语言文学 毛晓睿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法语

257 法语语言文学 王晓晨 中国海洋大学 法语

258 法语语言文学 杨莹 大连外国语大学 法语

259 法语语言文学 闵哲 大连外国语大学 法语

260 法语语言文学 傅舜扬 武汉理工大学 法语

261 法语语言文学 蒋宁 外交学院 法语

262 法语语言文学 王淳 外交学院 法语

263 法语语言文学 张惠歆 外交学院 法语

264 法语语言文学 陆世滢 外交学院 法语

265 日语语言文学 谢雨吟 外交学院 日语

266 日语语言文学 黄小津 河北工业大学 日语

267 日语语言文学 赵元龙 华北理工大学 日语

268 日语语言文学 姚雨成 贵州大学 日语

269 日语语言文学 刘晓昂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语

270 日语语言文学 王欣 国际关系学院 日语

271 日语语言文学 钟翰林 中国传媒大学 日语

272 日语语言文学 王佳慧 河北工业大学 日语

273 日语语言文学 姜雅琦 外交学院外语系 日语



274 日语语言文学 陆焕怡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 日语

275 日语语言文学 李慧 山西大学 日语

276 日语口译 唐永玮 大连海事大学 日语

277 日语口译 张九九 河北工业大学 日语

278 日语口译 王思源 哈尔滨工业大学 日语

279 日语口译 邹怡欣 武汉理工大学 日语

280 日语口译 刘伏麟 国际关系学院 日语

281 日语口译 谢松峻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语

282 日语口译 徐博雅 辽宁大学 日语

283 日语口译 刘晨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语

284 日语口译 陈晓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

285 日语口译 陈恺欣 西安理工大学 日语

286 日语口译 王曦潇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语

287 日语口译 张超颖 北京科技大学 日语

288 日语口译 寇丽莎 西安外国语大学 日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