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推免申请ID 姓名 专业名称 方向名称 备注
1 SQ202156301 赵海霞 文艺学 文艺学
2 SQ202166294 魏明烜 文艺学 文艺学
3 SQ202166062 刘明谦 文艺学 文艺美学
4 SQ202173791 冯琳 文艺学 文艺学
5 SQ202153905 陈洪珏 文艺学 中国文论
6 SQ202158391 盛雨婷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7 SQ202172722 叶轶群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音学
8 SQ202151924 万玲琍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9 SQ202150437 魏淑阳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含对外汉语教学）
10 SQ202159372 梁家铭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含对外汉语教学）
11 SQ202152045 何沛倬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含对外汉语教学）
12 SQ202155747 王则徐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音学
13 SQ202161562 王琨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含对外汉语教学）
14 SQ202156597 吴福钱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音学
15 SQ202158111 张宇昕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16 SQ202158909 陈嘉儀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17 SQ202150942 周子涵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18 SQ202164734 刘晓辰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19 SQ202173295 朱永涵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20 SQ202164530 张诗睿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21 SQ202158368 周倩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史
22 SQ202157750 胡昳安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
23 SQ202160927 徐萌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

24 SQ202158199 黄宜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含中文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

25 SQ202162805 严欣怡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
26 SQ202151339 江永山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
27 SQ202166903 陈碧雪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
28 SQ202162304 李桐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
29 SQ202161910 张瑞卓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
30 SQ202163663 陈海妮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

31 SQ202169246 冯亦宁 汉语言文字学 现代汉语（含中文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

32 SQ202165694 刘茗 汉语言文字学 中文信息处理
33 SQ202151116 黄林灏 中国古典文献学 传世典籍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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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Q202169947 占越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文字学
35 SQ202157687 曾程 中国古典文献学 传世典籍整理与研究
36 SQ202170679 邱瑞峰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文字学
37 SQ202156871 张一夫 中国古典文献学 传世典籍整理与研究 学工直升
38 SQ202152614 黄亦陈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
39 SQ202170816 黄焕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文献学
40 SQ202152212 张佳苗 中国古典文献学 传世典籍整理与研究
41 SQ202154324 晏咏蝶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文献学
42 SQ202165066 马巧蓉 中国古典文献学 明清文学与文献
43 SQ202173540 李涵宁 中国古代文学 明清近代文学 学工选留
44 SQ202166878 习丽杰 中国古代文学 先秦两汉文学
45 SQ202157903 路依凡 中国古代文学 宋元文学
46 SQ202158841 赵雅琪 中国古代文学 魏晋隋唐五代文学
47 SQ202161347 葛畅 中国古代文学 魏晋隋唐五代文学
48 SQ202160610 张宇涵 中国古代文学 先秦两汉文学
49 SQ202169838 林笑吟 中国古代文学 魏晋隋唐文学
50 SQ202152514 蔡千千 中国古代文学 先秦两汉文学
51 SQ202168215 周纳宇航 中国古代文学 魏晋隋唐文学
52 SQ202166172 林怡萱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53 SQ202150331 王睿临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54 SQ202152202 安子瑜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55 SQ202150057 张若琳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56 SQ202161429 张诺娅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57 SQ202158137 史浩然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58 SQ202158336 项涵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59 SQ202151528 吴皓仪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60 SQ202158710 王安然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
61 SQ202162996 孙沛青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62 SQ202160263 潘舒婷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63 SQ202157550 林孜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64 SQ202164777 陈绚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65 SQ202162839 李美辰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学工选留
66 SQ202152096 鲁沛怡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67 SQ202164965 周君柔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68 SQ202159532 袁诗意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学工选留



69 SQ202157991 陈琛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70 SQ202156428 施梓铃 中国现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
71 SQ202157802 赵嘉宇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2 SQ202158721 徐祖航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3 SQ202161432 姜雅淇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4 SQ202150474 刘辉辉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学工直升
75 SQ202165116 闫淑一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6 SQ202167000 陈丹青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7 SQ202161650 陈昱晓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8 SQ202157316 赵文清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9 SQ202158473 楼雨欣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80 SQ202172975 李思羽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民间文 中国民间文学
81 SQ202162824 雷璐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民间文 中国民间文学
82 SQ202169640 赵佩汶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民间文 中国民间文学
83 SQ202152159 郑莉娇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民间文 中国民间文学
84 SQ202172659 马骁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民间文 中国民间文学 学工直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