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进入复试名单

序号 省市 考生编号 姓名 民族 报考院系所 报考专业 总分 偏差百分比
1 内蒙古 102699161080034 张*霞 蒙古族 (161)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 (045108)学科教学（英语） 329 1.23%
2 内蒙古 102699116040094 陈*旭 蒙古族 (116)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45400)应用心理 315 -3.08%
3 内蒙古 102699101050024 甄*鑫 蒙古族 (101)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334 -5.92%
4 内蒙古 102699132010025 张*伟 蒙古族 (132)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071300)生态学 268 -7.59%
5 广西 102699555070244 欧*颖 瑶族 (155)经济与管理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125300)会计 201 18.24%
6 广西 102699555070243 黎*铭 毛南族 (155)经济与管理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125300)会计 193 13.53%
7 广西 102699108050156 徐*菊 侗族 (108)社会发展学院 (035200)社会工作 320 0.00%
8 广西 102699161010105 李*月 壮族 (161)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 (040102)课程与教学论 323 -0.62%
9 重庆市 102699108050154 孙*铃 苗族 (108)社会发展学院 (035200)社会工作 348 8.75%

10 重庆市 102699158010116 毛*辛 土家族 (158)经济与管理学部公共管理学院 (120401)行政管理 354 2.61%
11 四川省 102699120020142 李*康 彝族 (120)体育与健康学院 (040302)运动人体科学 284 5.19%
12 四川省 102699161100081 沙*珊 彝族 (161)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 (045110)学科教学（地理） 325 0.00%
13 四川省 102699124010032 马*来 回族 (124)传播学院 (050301)新闻学 340 -4.23%
14 四川省 102699127020395 益*姆 藏族 (127)设计学院 (135108)艺术设计 307 -9.71%
15 贵州省 102699106030022 唐*波 土家族 (106)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49 9.06%
16 贵州省 102699161040301 赵*红 京族 (161)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 (045104)学科教学（数学） 343 5.54%
17 贵州省 102699124030010 李*寒 侗族 (124)传播学院 (055200)新闻与传播 321 -9.58%
18 贵州省 102699117010067 廖*璇 土家族 (117)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系 (040105)学前教育学 293 -9.85%
19 云南省 102699101050199 马*雪 回族 (101)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407 14.65%
20 云南省 102699116041099 余*菊 彝族 (116)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45400)应用心理 329 1.23%
21 云南省 102699116020641 张*婷 彝族 (116)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40203)应用心理学 307 -5.54%
22 云南省 102699124030435 陈*颖 彝族 (124)传播学院 (055200)新闻与传播 331 -6.76%
23 西藏 102699605020338 次*嘎 藏族 (105)法学院 (035101)法律（非法学） 285 -10.94%
24 西藏 102699124030116 张*乐 藏族 (124)传播学院 (055200)新闻与传播 257 -27.61%
25 甘肃省 102699117010394 海*青 回族 (117)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系 (040105)学前教育学 321 -1.23%
26 甘肃省 102699155011015 马*森 回族 (155)经济与管理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 (025100)金融 337 -2.32%
27 青海省 102699132040043 才*毛 藏族 (132)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 (085229)环境工程 266 -1.48%
28 宁夏 102699111010419 吴*萍 回族 (111)教育学部教育学系 (040101)教育学原理 286 -12.00%
29 宁夏 102699116010423 马*媛 回族 (116)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40202)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282 -13.23%
30 宁夏 102699161060017 金*斐 回族 (161)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 (045106)学科教学（化学） 273 -16.00%
31 宁夏 102699114010218 杨*洁 回族 (114)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 (040106)高等教育学 272 -16.31%
32 新疆 102699116020197 祖*孜 维吾尔 (116)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40203)应用心理学 377 16.00%
33 新疆 102699158010023 美*力 维吾尔 (158)经济与管理学部公共管理学院 (120401)行政管理 305 -11.59%
34 新疆 102699108010003 乏*尔 维吾尔 (108)社会发展学院 (030301)社会学 282 -11.88%
35 新疆 102699124030099 塔*娜 蒙古族 (124)传播学院 (055200)新闻与传播 310 -12.68%
36 新疆兵团 102699124060151 陈*文 东乡族 (124)传播学院 (135105)广播电视 296 -1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