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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师范大学2022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名单（公示）

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名额（共220人）

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备注

1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姚思琪

2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王一泽

3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李守伟

4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潘婧雪

5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金梓昕

6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张天诏

7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管婧雯

8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韩硕

9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王硕

10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于露

11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贾敬涵

12 地理科学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马咏薇

13 法学院 法学 夏云凤

14 法学院 法学 高昂

15 法学院 法学 林聪颖

16 法学院 法学 赵倩雨

17 法学院 法学 司文

18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胡瑜琪

19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杜麟

20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常钟元

21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李依澳

22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董子怡

23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班溪纯

24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李萌清

25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索源潞

26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贾佳

27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弋小晶

28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朱芯雨

29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张烨薇

30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孙嘉蔓

31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张乐萌

32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吴晓雨

33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曹婉婷

34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周嘉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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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备注

35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务 肖依寒

36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于丰铭

37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董文静

38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李明航

39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暴金迪

40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刘月滢

41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曲昱辰

42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蒋天琦

43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王玉莹

44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 吴浩

45 化学化工学院 药物化学 刘星

46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何钰

47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宋馨怡

4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连子怡

4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薛晓玲

5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曹森

5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奕

5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奚雨新

5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张芷晴

5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尚婉钰

5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王铭欣

5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魏静文

5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师范） 姜思宇

5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师范） 曲新婷

5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刘芳菲

6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姜辉

6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郭涛

62 教育学院 教育学（师范） 鲁震

63 教育学院 教育学（师范） 姜欣怡

64 教育学院 教育学（师范） 付宇

65 教育学院 教育学（师范） 李杨明菲

66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师范） 杨岩

67 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师范） 高菀彤

68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李悦心

69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郑曼丽

70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 秦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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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备注

71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历史学（师范） 胡楠南

72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历史学（师范） 荣瑶

73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历史学（师范） 牛淼

74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历史学（师范） 刘亦宸

75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历史学（师范） 杨欢

76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李悦蕊

77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张悦

78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 张梦圆

7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张雪

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李卓时

8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王玫佳

8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邢馨月

8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吕美慧

8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刘薇

8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董欣

86 美术学院 公共艺术 魏宇辰

87 美术学院 公共艺术 尹颂然

88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王翊霏

89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杨瑞萍

90 美术学院 美术学（师范） 李澳

91 美术学院 美术学（师范） 宫一鸣

92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赵祉衡

93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王千欣

94 生命科学学院 环境科学 王佳璐

95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杨雯静

96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田婉妮

97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郑凯峰

98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赵龙昊

99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胡雪婷

100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马浩楠

101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王璐瑶

102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刘蒙蒙

103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郭孟晓

104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宋学龙

105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高铭远

106 数学学院 会计学 潘艾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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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备注

107 数学学院 会计学 王璐瑶

108 数学学院 金融数学 王玉如

109 数学学院 金融数学 韩杨

110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刘星雨

111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杨宇菲

112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王雅杰

113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辛镐

114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李一鸣

115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栾佳璇

116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王艺诺

117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赵宁

118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黄佳琪

119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李逸

120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窦宇琪

121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金小渤

122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廖馨梦

123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刘笑玮

124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程鹏锦

125 数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史欣林

126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高英哲

127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任焕奇

128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王馨婷

129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董远志

130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于智铭

131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王富申

132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王曦子

133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李柏松

134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 王子维

135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陈品秀

136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王丹

137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邵瀚玉

138 外国语学院 俄语 于硕望

139 外国语学院 俄语 刘欣雨

140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杨洋

141 外国语学院 翻译 郭思琪

142 外国语学院 翻译 于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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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备注

143 外国语学院 国际商务 王硕

144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李鑫玥

145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李晚

146 外国语学院 日语（师范） 金雍婕

147 外国语学院 日语（师范） 刘力畅

148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李佳坤

149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高铭谣

150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孙羽诺

151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温家育

152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魏歌

153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刘子睿

154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李桐桐

155 文学院 广告学 姚佳悦

156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付饶

157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赵庆雯

158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李倩

159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徐瑞琳

160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张心悦

161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王晨

162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杨紫婷

163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张骞

164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王紫萱

165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高苗苗

166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张馨月

167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李诗篇

168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张馨月

169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魏新欣

170 文学院 新闻学 于美琪

171 文学院 新闻学 张甜甜

172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蒋丽

173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邢木涵

174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黎娜

175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相双

176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物理学（师范） 薄玉娇

177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物理学（师范） 成珈仪

178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物理学（师范） 江宛彤



第 6 页 共 7 页

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备注

179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物理学（师范） 郭伊彤

180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物理学（师范） 陈金华

181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物理学（师范） 邹依彤

182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 物理学（师范） 胡晴

183 心理学院 心理学（师范） 张悠然

184 心理学院 心理学（师范） 张逯美一

185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师范） 邹佳凝

186 心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师范） 杨帆

187 音乐学院 舞蹈学 邵枫桥

188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段香君

189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曹睿

190 音乐学院 音乐学（师范） 刘宇宁

191 音乐学院 音乐学（师范） 牛凯俐

192 音乐学院 音乐学（师范） 张艺文

193 音乐学院 音乐学（师范） 李文典

194 影视艺术学院 表演 付丽莎

195 影视艺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桑起琳

196 影视艺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梁国强

197 影视艺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郭子超

198 影视艺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程书凡

199 影视艺术学院 动画 王艺

200 影视艺术学院 动画 孙嘉欣

201 影视艺术学院 动画 梁潇羽

202 影视艺术学院 动画 姜茜茜

203 影视艺术学院 动画 刘远航

204 影视艺术学院 动画 张桂琴

205 影视艺术学院 动画 孙一铭

206 影视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张翼

207 影视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吴思晗

208 影视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高雨宁

209 影视艺术学院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张欣茹

210 政府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马越

211 政府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姚颖

212 政府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安玉连

213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曲清

214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郑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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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备注

215 政府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闫星竹

216 政府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 马小柯

217 政府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赵晓

218 政府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王晓宇

219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李悦

220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王颢曈

“研究生支教团”推免名额（共8人）

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备注

1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董伟业

2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季旭

3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王姿月

4 影视艺术学院 动画 万赫宇

5 法学院 法学 田远

6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李梓轩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刘泓杉

8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于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