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二妮 梁宏蕾 刘冉冉 李爽 李梦飞 杨丽萍 赵霄 王雨淑

于倩 刘琪琪 吕洒 胡怡文 雷亚婷 刘安娜

王肖 马锐 陈蝶 闫程慧 高丹丹 孙安琦 汪妍妍 袁媛

冯梦梦 张翠红 常雨欣 郭梦雪 潘婷

杨晓丹 高思琪 陈琼琼 张荣荣 郭雅婷 潘艺鑫 张瑞华 段淑佩

高慧敏 王寒 张春格 王悦 闫迁 翟田田 卫佳丽 闫改巧

甘美琼 文梦琳 海霞

16级小学教育（全科）  1班（ 20人）

毕玲玲 代洪莉 吴梦茹 李玉如 李小茹 王世豪 王雨 杨亚静

陈静华 何娟 吕豪亚 郭志敏 陈腾云 王梦婷 周洋 徐晓婷

卢晗 汤子涵 随利娟 王亚春

杨小敏 雷帅 仇阿倩 任静怡 卢晓舒 周知兰 王梦翔 甘喜梅

王海茵 王桢 杨琳 崔晶晶 张师玉 张朵朵 赵方方 刘若冰

张翼飞 赵鑫 李婷 连梦珠 张钦 王慧丽 杜香香

谢思凡 马冉冉 孔方圆 胡莹 傅冰梅 冯珊珊 李冉 王雪

陈洪宇 徐慧 王梦瑶 苏艺玲

王玲玲 王秋风 程惠颖 蔡晓萌 郭丹丹 吴银波 张丽娟 何丽娜

赵妍 刘晨晨 秦珂颖 刘瑞田 蔡龙 郭舒云 李璐璐 齐晶晶

李梦佳 苏婉婷 蔡玉洁 王梦晗 林美茹 马秋光 赵梦川 王舒韩

周瑞俊 陈慧娟

刘帅娜 牛素莹 孙文迪 孟庆一 毕梦慧 张月 李燕芳 张欢欢

白亚娟 周星晓 侯景慧 邢双雅 关亚星 王梦娇 李俊巧 乔晓静

卢雅莉 张叶琳 赵可心 王明珠 乔以凡 王艺佳 施梦梦 李双池

公       示

    根据省教育厅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经学院困难评定领导组”
评议，确定下列同学为我院2019年困难学生。现公示如下：

  16级学前1班（14人）

  16级学前   2班（ 13人）

  16级学前  3班（ 16人）

17级小学教育（全科教师）1班（26人）

16级小学教育   1班（ 3人）

16级小学教育（全科）   2班（ 23人）

16级应用心理   1班  （ 12人）

17级小学教育（全科教师）2班（25人）



包九歌

任小花 张玉 李慧芳 李亚丽 郭圣洁 李凤娟 完亚坤 李昊月

马小艺 豆悦 罗明鸽 夏意萍 李景昱 房弘辉 李晓藏 王盼盼

张鹏晓 黄博雅 王贝贝 王亚茹 陈然 潘梦雅 马梦迪 马银霜

徐晴 张丽英 孙丁 刘灿

张淑萍 席娟 陈倩倩 周学鑫 李玉芬 李炎 李晓玉 范呵呵

张盼盼 王蓓 袁叶 王康伟 袁菁阳 卫凯歌 翟媛媛

高小玉 李鼎霞 郭盈晓 王丹丹 张雅蓓 赵晴晴 袁庆 陈浩

于静 黄梦迪 任雪振 黄士兰 张俊丽

陈雨 刘婷婷 郭婷婷 李梦晓 朱晓玉 宋贺聪 秦玉鸟 王梦茹

崔玉娇 赵晶皎 游浩淇 金鹏飞 罗玉 贾衎衎 赵春晨 李晓林

郭向荣 杨静 张梦炎 于小利 程乐庆 贾舒雨 张瑞 范烨

卢琳 杨姗姗 崔艳超 周铭琪皇甫雨欣张亚芳 夏琴羽 朱金怡

陈玉瑾

刘慧慧 朱慧懿 王晓宇 王淑雯 肖姣姣 陈尧 陈林悦 徐素悦

张子怡 范悦 樊孟杰 宋莹辉

孙喜乐 王征 吕安然 徐照远 王钰倩 陈晨 潘科怡 邵新洋

刘妍汝 余世敏 王慧丽 李秋瑶 王会杰 王祝菊 张永婧 杨晴

程晓丽 段雪可 李雅静 王卫然 屈宁宁 洪若 薛冰 郭明明

孟小惠 郭琦 李若岚 丁艺玲 秦坤丽

敬少莹 李静 齐好珂 李春平 常优秀 李林英 王香 温晓颖

胡兵 席甜甜 魏东佳 李婷 石慧 林玉姣 涂兰兰 王胜男

王小雨 刘梦丹

刘湘异 杨小雨 杨梦肖 苗梦科 李冰怡 范雅 路欣欣 宋曼琪

杨婷婷 付雪涵 田睢阳 郭逸帆 任康乐 王嘉仪 赵利平 李梦楠

刘淑佳 陈涵光 邱肖寒 许柯雯 齐思雨 夏翠翠 路梦洋 吴思玮

17级小学教育（全科教师）3班（28人）

17级学前教育1班（15人）

17级学前教育2班（13人）

17级学前教育3班（16人）

18级学前教育1班（17人）

18级学前教育2班（12人）

18级学前教育3班（16人）

18级学前教育（专升本）1班（13人）

18级学前教育（专升本）2班（18人）

18级小学教育（全科教师）1班（28人）



李汶铮
王潇漫 张慧月 尤津津

张晓兵 赵世民 李卓然 周慧颖 谷晓娟 张荀荀皇甫朵朵屈梦冰

郭梦姣 楚佳尧 张亚丽 董锦鸽 李晨阳 宋佳慧 周雅若 高莹莹

李静一 王秀娟 宋孝蝶 朱梦真 程川仪 陈蕊蕊 刘佳乐 刘宜航

权钰清 李省超 秦洋 王燕 孙保森 慕艳琦 张严格 陈颖

周梦杰 辛智慧 买怡格 张萌伢 樊晓蒙 李梦娜 澹妞妞 张书珂

李银芳

季鲁豫 王艳萍 张韶青 李妮 李瑜 倪肖敬 张静 孙飘飘

赵梅臣 杨青 刁静 贾超霞 董雅倩 黄永倩 张璐瑶 陈梦颖

崔莹芳 贡丹阳 王兰洁 张粤

王欣雨 景豪华 裴梦倩  王佳美严保月 王雅馨 叶婉毅 陈瑞明

何文静 闫颜 秦怡 牛浩楠 刘丹

王晶 孙晓涵 郭冉冉 刘思琪 孟燕阁 郭晓婷 王倩 王晓宇

刘景 陈颖

范国静 张雨 杨攀杰 卢昱晓 彭依美 何佳欣 徐晓丽 张左雅

张萌洁 王赛

李峥 李紫路 姜沛昉 刘淘宁 韩影 宋濛雨 朱晨秀 卢紫涵

寇灿灿 董永 单龙辉 王会 常梦蝶

张朋霞 赵文青 王梦迪 史可萌 翟寒冰 宋婷 刘缓 邱孟乐

郑雲潇 王国峰 张帆帆 郑雲潇 张露盈 郭亚鹏 范慧 周晨晴

刘梦晗 王雪 李欣欣

赵艺园 岳倩珂 吴金梦 李青 葛畅 郭玉蝶 邵婉祺 于清源

周笑笑 张燕景 赵晓鸽 彭冰雨 刘佳慈

    欢迎广大师生监督，监督电话：3111182

18级小学教育（全科教师）2班（24人）

18级教育学1班（17人）

19级学前升本1班（20人）

  19级学前1班（ 13人）

           监督邮箱：1299443224@qq.com

教师教育学院

  19级学前2班（10人）

  19级学前3班（ 10人）

19级小学教育（全科）3班（13人）

19级小学教育（全科）2班（19人）

19级小学教育（全科）3班（13人）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