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师范大学2020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名称
拟录取专
业代码

拟录取专业名称 拟录取类别
拟录取导
师姓名

彭科 4304**********4376 法学院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非定向就业 夏新华

徐婉舒 6221**********0342 法学院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非定向就业 阳东辉

范知智 4305**********742X 法学院 030109 国际法学 非定向就业 欧福永

曹佩文 4325**********1023 商学院 020100 理论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李红权

刘栩君 3710**********0647 商学院 020100 理论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洪联英

杨济海 4306**********3016 商学院 020100 理论经济学 非定向就业 谭政勋

程莎莎 4203**********5528 历史文化学院 060200 中国史 非定向就业 郑大华

翁敏 3607**********1211 历史文化学院 060200 中国史 非定向就业 刘利民

蔡光悦 4417**********3233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1 教育学原理 非定向就业 刘铁芳

杜薇 4331**********6526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1 教育学原理 非定向就业 容中逵

罗丰 4303**********2328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1 教育学原理 非定向就业 王卫华

赵森 6101**********7070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1 教育学原理 非定向就业 易红郡

陈海深 4306**********771X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非定向就业 宋善炎

张娟 4306**********8926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5 学前教育学 非定向就业 杨莉君

龙依婷 4301**********2526 教育科学学院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非定向就业 李仲阳

高洁 5003**********358X 教育科学学院 040110 教育技术学 非定向就业 彭绍东

陈锡友 5003**********4046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0 心理学 非定向就业 丁道群

刘双金 4305**********0060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0 心理学 非定向就业 胡义秋

吴云 4307**********7029 教育科学学院 040200 心理学 非定向就业 钟毅平

邓同杰 4505**********171X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0 数学 非定向就业 李雪梅

郭静 4309**********4322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0 数学 非定向就业 潘青

胡偲偲 4114**********8804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0 数学 非定向就业 黄曼子

李奕可 4309**********0047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0 数学 非定向就业 粘珠凤

孙程 3704**********6021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0 数学 非定向就业 张锦

唐鹏程 5002**********5059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0 数学 非定向就业 张学军

张凯 3426**********0573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0 数学 非定向就业 代建华

张理成 3426**********7911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0100 数学 非定向就业 黄元秋

张换英 4127**********6545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1400 统计学 非定向就业 刘子兰

赵颖 3426**********4014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1400 统计学 非定向就业 朱全新

周楠 4307**********7036 数学与统计学院 071400 统计学 非定向就业 吕媛

黄健 4213**********7677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0200 物理学 非定向就业 廖洁桥

黄鋆清 3522**********6015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0200 物理学 非定向就业 曾松军

李柏军 5137**********3331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0200 物理学 非定向就业 匡乐满

王东 4313**********0086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0200 物理学 非定向就业 潘启沅

赵纲 5137**********7138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0200 物理学 非定向就业 周海青

周建勇 4503**********3017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0200 物理学 非定向就业 周兰

周威 4307**********1613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70200 物理学 非定向就业 金湘亮

李培培 4103**********1548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刘美玲

梁媛媛 4128**********4146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廉世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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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阳 4301**********3512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宋建新

任俊 3412**********5558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梁云

尹国兴 4305**********453X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尹鹏

朱杰坤 3729**********1418 化学化工学院 070300 化学 非定向就业 伏再辉

刘自强 4212**********4818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自然地理学 非定向就业 李忠武

王权 5222**********4817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自然地理学 非定向就业 谢炳庚

杨铭霞 4508**********0020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自然地理学 非定向就业 彭长辉

张培育 6228**********2514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1 自然地理学 非定向就业 谭长银

甘畅 4201**********6319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2 人文地理学 非定向就业 王凯

刘唱唱 4127**********3035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2 人文地理学 非定向就业 邓楚雄

彭坤杰 3401**********3516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2 人文地理学 非定向就业 贺小荣

唐鸿 4331**********0014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2 人文地理学 非定向就业 许春晓

吴国华 4303**********3563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2 人文地理学 非定向就业 周国华

李佳佳 4105**********0521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非定向就业 贺新光

陈婷 5224**********4841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姜孝成

苏玉婷 3622**********024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陈作红

王黛君 1402**********0029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陈良碧

吴莎 4311**********0223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李东屏

曾智 4325**********003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动物学 非定向就业 王智

崔中翌 4301**********0025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动物学 非定向就业 周琼

刘金鑫 4305**********0018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2 动物学 非定向就业 徐湘

曾婷 4325**********4689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3 生理学 非定向就业 谢华平

王敏 5221**********3645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3 生理学 非定向就业 杨焕胜

王兆斌 3429**********33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3 生理学 非定向就业 印遇龙

岳树盛 3711**********2510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3 生理学 非定向就业 何善平

阳科 4304**********2983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5 微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邓乐

欧阳诗 4306**********036X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7 遗传学 非定向就业 邓云

王娟 4305**********2920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7 遗传学 非定向就业 卢光琇

范云鹏 3325**********4519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8 发育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肖亚梅

许细丹 3604**********1186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8 发育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覃钦博

阳灿 4305**********323X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8 发育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冯平辉

李文水 4309**********3919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卢明

李志伟 4304**********5013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张健

龙胜文 5222**********6010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向双林

孙智明 4306**********0017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赵宇

张倩倩 4112**********4049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刘中华

李秋芳 3729**********0225 体育学院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非定向就业 郑澜

孙晨晨 4128**********6829 体育学院 040302 运动人体科学 非定向就业 汤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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