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院2021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综合考核入围名单
报名号 姓名 报考专业（方向） 总成绩 报考类别 备注

202129446 雷扬 智慧学习与认知 91.75 非定向

202127541 郭成 智慧学习与认知 89.00 非定向

202129943 伍可 智慧学习与认知 86.00 非定向

202129034 玄哲理 智慧学习与认知 89.25 非定向

202128910 郭晓荣 智慧学习与认知 88.00 非定向

202128143 王静 智慧学习与认知 86.50 非定向

202129214 杨彩虹 智慧学习与认知 90.00 非定向

202127794 任萌 智慧学习与认知 84.25 非定向

202129473 尧希 智慧学习与认知 81.75 非定向

202128638 李瑛 智慧学习与认知 90.75 非定向

202129650 杨诗言 智慧学习与认知 88.00 非定向

202127873 何雅吉 智慧学习与认知 85.25 非定向

202128882 刘冠雄 智慧学习与认知 硕博连读生 非定向

202130185 杨晓梦 网络行为与发展 93.00 非定向

202128863 张海博 网络行为与发展 90.67 非定向

202130283 周雪莲 网络行为与发展 85.33 非定向

202128156 曹瑞琳 网络行为与发展 93.33 非定向

202129503 刘翠红 网络行为与发展 92.33 非定向

202130062 杨权 网络行为与发展 90.00 非定向

202127552 刘思杨 网络行为与发展 91.33 非定向

202127833 马诗浩 网络行为与发展 88.67 定向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202128043 陈必忠 网络行为与发展 88.33 非定向

202129998 盛猷宇 网络行为与发展 80.00 非定向

202127287 陈倩 网络行为与发展 91.33 非定向

202129794 赵桐 网络行为与发展 85.33 非定向

202128588 许放 网络行为与发展 84.33 非定向

202130148 石慧芬 网络行为与发展 硕博连读生 非定向

202128996 孟亚运 社会与应用心理 88.00 非定向

202127585 李翠景 社会与应用心理 85.40 非定向

202129258 李小龙 社会与应用心理 83.40 非定向

202127965 肖灿 社会与应用心理 85.00 非定向

202128778 王纯真 社会与应用心理 86.60 非定向

202129260 蒋宛月 社会与应用心理 86.60 非定向

202130095 吴旭瑶 社会与应用心理 硕博连读生 非定向

202129643 孙琛 社会与应用心理 90.00 非定向

202127520 战祥平 社会与应用心理 88.40 非定向

202129957 梁洁霜 社会与应用心理 87.40 非定向

202129307 尹洪洁 社会与应用心理 86.00 定向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

202128476 殷华敏 社会与应用心理 82.40 定向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

202129282 孙春艳 社会与应用心理 80.20 定向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

202128322 赵子仪 社会与应用心理 94.20 非定向

202127252 杨通平 社会与应用心理 91.40 非定向

202129096 董佳妮 社会与应用心理 89.80 非定向

202129338 雷雅甜 社会与应用心理 94.40 非定向

202128534 孔祥伟 社会与应用心理 90.60 非定向



202129381 杨晨 社会与应用心理 86.60 非定向

202128551 冷霁航 学生发展与教育 94.00 定向

202129100 孔令豪 学生发展与教育 89.33 定向

202128049 刘爱楼 学生发展与教育 88.67 定向

202128456 杨爽 学生发展与教育 87.33 定向

202127997 袁战阳 学生发展与教育 85.33 定向

202127651 陈功兴 学生发展与教育 82.00 定向

202129075 余璇 学生发展与教育 94.67 定向

202129327 荆玉梅 学生发展与教育 90.00 定向

202129344 侯燕 学生发展与教育 88.00 定向

202128026 杨阳 学生发展与教育 90.75 定向

202129658 李丽娜 学生发展与教育 87.75 定向

202127657 邱吟 学生发展与教育 84.75 定向

202128755 马静 学生发展与教育 81.25 定向

202129157 郭晓丽 学生发展与教育 92.75 定向

202129443 韩菁 学生发展与教育 86.25 定向

202127787 邓军 学生发展与教育 83.75 定向

202129236 龙春兰 学生发展与教育 76.00 定向

202129306 刘婧婧 学生发展与教育 91.00 定向

202129854 张玥 学生发展与教育 90.25 定向

202129556 柯善智 学生发展与教育 89.75 定向

202128131 高芳芳 学生发展与教育 85.00 定向

202128165 孙晨哲 学生发展与教育 84.00 定向

202128357 肖莹 学生发展与教育 83.25 定向

202127631 帅金伶 学生发展与教育 90.75 定向

202127777 宋快 学生发展与教育 89.25 定向

202128525 张元灏 学生发展与教育 87.50 定向

202130101 陆琴 学生发展与教育 86.75 定向

202127766 范征宇 学生发展与教育 82.00 定向

202127904 宗羽 学生发展与教育 81.75 定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