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语言大学2020年硕士推免生拟录取名单

姓名 证件号码 毕业单位 录取专业 研究方向 备注

刘美仪 6521*****1023 天津外国语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焦丽文 4127*****3121 海南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袁中慧 3607*****6628 江西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张雨晴 3501*****1708 江西财经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史文洁 4206*****2528 首都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单雅男 3702*****1127 天津外国语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陶攀 5002*****2365 重庆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吴笑笑 1304*****032X 河北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杨雨微 4108*****2529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冯锐琼 1401*****0629 山西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张之涵 1502*****3624 内蒙古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张钰言 5303*****0165 云南民族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熊湘懿 4307*****0018 华侨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不区分研究方向 优秀营员

毛睿 5002*****2669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张培蓉 1427*****6926 哈尔滨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沈梦菲 3306*****2846 浙江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

任北 1424*****0929 西安外国语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

谢晨晖 4303*****0568 湖南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词汇语义学

陈天平 3702*****2025 曲阜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李瀛 1201*****2029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张漫莉 2114*****152X 沈阳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陈璇 4307*****194X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优秀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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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群 3603*****4047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边兆玲 4113*****2846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李斯加 2101*****1243 沈阳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优秀营员

郑晓溪 2306*****442X 湘潭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优秀营员

江雪晴 3625*****0041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 优秀营员

宿潇予 2101*****2442 辽宁师范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法学 优秀营员

孙雪昕 3704*****1323 聊城大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 优秀营员

徐有声 3308*****4219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语音学

于欣然 1102*****0928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方言学

吕腾崟 3308*****5011 广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方言学

李辰翊 3404*****2635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方言学

易琦 4306*****1625 哈尔滨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方言学

周美霞 3604*****0062 江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字学

段媛媛 4109*****4526 河南科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词汇学

李澳 1504*****151X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付劲松 5101*****0012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彭哲 3723*****5742 山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王玮婧 3401*****252X 贵州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

杨熙瑶 3712*****4068 遵义医科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陈雪珂 3705*****0061 湘潭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马琴 6403*****1226 西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岳玲真 1311*****1422 河北农业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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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依帆 1101*****1328 北京语言大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

杨梦瑶 5130*****0027 北京语言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东亚文学关系研究

梁婉婧 5001*****5346 北京语言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视野下的文学经典研究

唐可心 1308*****3021 西安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

柳嘉萱 3502*****7523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中国外交和中外关系

王欣欣 4109*****3026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政治 当代国际关系

刘翰韬 3701*****9491 北京语言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国际汉语教学论

徐珍 4507*****5821 北京语言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国际汉语教学论

何孟秋 5105*****0066 北京语言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 国际汉语教学论

李佳佳 1303*****7522 北京语言大学 文艺学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王瑶 1302*****8021 北京语言大学 文艺学 文艺美学

孙凝风 1101*****6310 北京语言大学 新闻传播学 国际传播

陈斯文 1101*****2123 北京语言大学 新闻传播学 跨文化传播

付劲涛 5101*****0039 北京语言大学 新闻传播学 跨文化传播

惠敏华 1101*****5829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彭燕妮 5101*****0080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赵现慧 3703*****1027 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张博阳 1407*****0042 青岛理工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袁畅 2105*****1528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元明清文学

汪师尧 1523*****0026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女性文学研究

张瑞娜 1304*****2747 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石桥枫 3715*****6128 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女性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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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秋芳 4305*****4065 北京语言大学 会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刘慧璐 3712*****4920 北京语言大学 会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黄艳枫 4508*****0028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财务与数据分析

韦凯悦 3401*****0023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财务与数据分析

郭仪 3307*****4922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财务与数据分析

曾馨颉 5111*****0021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金融与数据分析

徐霖洋 1504*****2620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 金融分析

李悦 2308*****0913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 金融分析

韩亦煊 4103*****406X 西安外国语大学 德语笔译 德语应用笔译 优秀营员

朱雨晴 3412*****0223 大连外国语大学 德语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刘浩然 1306*****2720 河北大学 俄语笔译 俄语应用笔译

张栊丹 5001*****3827 四川外国语大学 法语笔译 法语应用笔译

孙鸿宇 2307*****142X 湖南师范大学 法语口译 汉法口译

高彦博 1301*****1526 河北工业大学 法语口译 汉法同声传译 优秀营员

杨扬 4301*****0521 西南民族大学 法语口译 汉法同声传译 优秀营员

赵瑞扬 1422*****0738 北京语言大学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学

潘越 4109*****002X 西南民族大学 法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学

陈晓旭 3707*****2029 青岛大学 翻译学 口笔译研究（英语）

于泷 2302*****0621 湘潭大学 翻译学 口笔译研究（法语） 优秀营员

齐文嘉 2106*****2527 北京语言大学 国别和区域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

侯思艺 5002*****5007 北京语言大学 欧洲语言文学 意大利语语言、文学、文化

朱柏颖 2102*****492X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语笔译 汉日应用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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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茜 3310*****032X 浙江师范大学 日语笔译 汉日应用笔译 优秀营员

朱凯莹 4420*****796X 国际关系学院 日语口译 汉日同声传译

杨晨 4305*****0027 黑龙江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本文化

刘鹏佳 1301*****1327 燕山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学

黄静云 4526*****0701 中南民族大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本文学

张舒媚 1504*****2748 北京语言大学 西班牙语笔译 西班牙语应用笔译

李田恬 5101*****6229 北京语言大学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拉丁美洲研究

何景岚 5106*****0042 中国传媒大学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拉丁美洲研究

陈雯琛 4406*****1522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笔译 商务与法律翻译

刘帅 2327*****0027 宁波大学 英语笔译 国际组织服务（汉英法）

胡叶平 1503*****2524 内蒙古师范大学 英语笔译 商务与法律翻译

安怡敏 6205*****462X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笔译 商务与法律翻译

周琦凡 4290*****8029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笔译 翻译与本地化管理 优秀营员

周沛霖 2102*****6041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笔译 翻译与本地化管理 优秀营员

张潇砚 2103*****2427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笔译 翻译与本地化管理 优秀营员

刘芯汝 4312*****0021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口译 英法复语口译

赵嘉溪 1301*****1225 河北工业大学 英语口译 会议同声传译

王博 1201*****4828 外交学院 英语口译 英语高级口译

王冰鑫 1401*****2021 西安理工大学 英语口译 英语高级口译 优秀营员

张祥钰 3702*****2047 山东农业大学 英语口译 会议同声传译 优秀营员

王馨锐 2311*****0247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英语口译 英语高级口译 优秀营员

李敏 1526*****4168 北京林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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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迪 2205*****0420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西方文论

许芊 4307*****282X 北京科技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刘坤卓 1422*****0623 华北电力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李娅静 1304*****3924 沈阳工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美国文学

王诗可 2101*****4020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郭雯钰 4103*****3723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张明明 1306*****0625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闫馨怡 6101*****3143 西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数据与知识工程

金钰佳 2108*****0848 北京语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语音信息处理

樊君瑶 1401*****4548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智能与技术 语音工程

杨子媛 1301*****0922 北京工商大学 美术 中国美术与国际传播

于子君 1402*****3528 北京语言大学 美术 中国画创作与国际传播

杨柯 3709*****443X 北京语言大学 美术 中国画创作与国际传播

李思齐 3701*****3325 上海交通大学 语言病理学 语言治疗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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