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년 3학기 수강자 명단 

序号 韩国语入门1班 韩国语入门2班 韩国语入门3班 韩国语入门4班 韩国语入门5班 韩国语入门周末1班 韩国语入门周末2班 韩国语初级1班 韩国语初级2班 韩国语初级3班 韩国语初级周末班 韩国语中级Ⅰ班

1 于文辉 于清 自啸旭 郝婧 DE OLIVEIRA 程子波 陈慧 杜彩新 王紫萱 雷月 韩瑛 侯慧姝

2 王彩云 郑帅 高健 李琳 张顺明 刘婷 索宽湘 胡东敏 吴健 张馨月 杨兰 刘丹丹

3 陈思 张妍 杨柳 胡光奇 张禹 张漪 梁子英 柳明晖 徐铁楠 程熹 何愚千 吕澎

4 李林熹 黄秋菊 邵四季 张琦 刘玉微 武亚森 阳嘉雨 梁荵苳 耿玉红 赵颖 陈平 张燕月

5 刘宁 申秀琴 赵勇 刘艳锋 李丽 胡琪 石晶 任菲 张赫 吴雅男 潘一彤 刘璐

6 王慧瀛 关媛媛 韩志霞 王妍 曹颖 赵晓雨 王晓颖 朱晓艺 张巧 俞栎杨 许鹏飞 张楠

7 刘颖 蔡云 禹航 郭艳雪 程潇然 田磊 赵冰洁 韩婧 陈光 马畅 孙丽月 毛立石

8 李悦 张宇佳 李潇潇 林杨 丁雪 王雪 王建树 李唯 罗然 刘芳 许鑫 郝红双

9 孟丽 朱晓丽 王莹 王莹 张彤 王菁 石天雨 王星 杨玲 刘晓恬 董天骄 龚一涵

10 赵彦文 杨琳 李杨 蒋冬玲 胡穆丽人 戴新鑫 于翔 贾金萍 申港龙 董婷婷 侯俊 赵依凡

11 艾迪 许霞 赵萌 施京华 王秀晨 潘洪蕾 胡筱箫 王慧 李艳玲 高悦 关京晶 李梦圆

12 高兵兵 李燕 徐磊 张阳 刘畅 罗开琦 马娜 王鹏 张婷 王雪 刘超 徐小妮

13 白馨涛 刘丽睿 李玥琳 姚飞虎 宋丁丁 黄冠英 李飞飞 刘念 王筱琳 周庆阳 郭丽娟 吕佳妮

14 梁怡 侯思雨 Odile Ngopya 张春雪 吕林 简琦 李霖 张晓晓 阚鸿璐 郭颖 屈阿娟 康钊宁

15 LING WO 刘东升 刘默 袁炜灿 王丽娜 黄东 张文丽 蒋佩佳 梁孔丽 苏龙伟 阎玉洁 蔡晨骜

16 舒星 王冠 于慧原 高健 孙玥 邵博文 孙微 张昀 孟鹤 赵丽娅 项燕修

17 皮沛 曹倩娜 徐梦苓 陈亚芳 杨一博 邹佺 刘洁 陈春晖 马卓 曾艳 王晶

18 马欣 段红艳 何娜 孙雪慧 陈雨晴 胡耀元 刘元鹏 韩霜 吕游 温雅 罗子维

19 宁苹玲 杜烨 王子章 程雁侠 刘莹莹 牛津 付佳 池京姬 陈晓丽 刘颖 赵青

20 段晓晓 徐延娣 宋洁 刘叶楠 张晴 周会 陈莹莹 林艳 叶媛媛 胡海艳 崔晓宇

21 徐颜燕 高立文 杨晓凤 徐阗 姜悦 夏菊若 田雯 孙娜 李映慧 张之丹

22 张孟琪 郭沛垚 成君 李倩倩 王晓依 邵阳 于小畔 韩晓歌 王锦 陶宗敏

23 臧威雍 喻亚俊 申慧丽 赵晶 王珊珊 魏天城 孙伟 孟雨晴 金然 程瑶

24 冯秋霞 孟宇 杨芳 包瑞格 孙思羽 孙倩倩 王阿婷 朴齐伟 何鸿 吕赫

25 钱双双 薛妍 郭安丽 徐一丹 叶国玲 郭昕 郝英楠 戴美娟 李双双

26 卫怡晨 曹璐倩 任兴玲 袁丽君 常雨薇 张梦 佟美玲 张曙炜 蒋祎

27 张鹤齐 刘业萌 师颖娴 李欣灵 张竞文 黄益红 徐婷 罗红玉 李晨瑶

28 贺巧平 KHAN NADEZDA 李妍 刘金辉 李睿 周玉龙 郭倩雯 蔡娜 黄晶

29 李雅青 Ermakova Olesia 周媛 秦琪 徐杨 陈艳玲 丁雨萌 王怡 刘茜茜

30 崔玉飞 姚礼杨 王利君 闫双颖 张莹莹 李硕 钟灵毓秀 郭琪 魏娜

31 史蕊 于少霞 刘晋平 张喜 张泉 孙晓艺 韩羽菲
TASKINBAYEVA 

RAUSHAN
32 周正 曹素云 梁霄鹂 肖芝 夏玥 秦淼 汪春丽 李留芳

33 郭一凡 武娟 陈雅坤 谭旭 白钰 李明荻 王琳 王紫阅

34 石菁 张好珊 杨婉晨 谭添 李甜甜 陈陟 靳蕾 马心湖

35 张雪 王莹 汤星 杨喆 赵丽丽 张超艳 李秀莲 王亚男

36 胡晓娜 李玉琦 陶怡佳 许译文 牟宇晨 江翠翠 申菲 王佳明

37 朱若楠 宋彬彬 李思佳 邓春蕾 程璐璐 朱雨晴 刘卉 刘玥

38 杨逸臣 侯书 祝薇 戴欣池 刘华蕊 王颖 金舒 王乙晴

39 杨阳 宋霞 胡斌 张怡 王瑞青 李萌 王烨 孙丽

40 杨鑫 刘姁 刘莎莎 袁鑫 任浩 郄文静 王若竹 崔隽

41 刘畅 李婷婷 刘茹 冀岩 韩菲

42 邱金梦 刘铜铜 宋海燕 孙畅

43 刘碧莹 杨楠楠 陈铎 姜永嘉

44 彭珍 戴宇辉 徐飞 任思雨

45 黄漫晶 李京 李妍 侯玮佳

46 孟鑫 李丽 千山 才媛

47 李冉 张小曲 叶俊伶 史姣

48 邵蕊 王斯婷 庞宇婷 王金丽

49 李慧 袁点石 庞博文 王媛

50 李勤 陈洁 张松梅 刘耀欣

51

52



2017년 3학기 수강자 명단 

韩国语中级Ⅰ周末班 韩国语中级Ⅱ班 韩国语中级Ⅱ周末班 韩国语中级Ⅲ班 韩国语高级班 韩语词汇班 旅游韩语班 唱歌学韩语班 中级口语班 韩国传统音乐班 韩国手工布艺班 韩语书法班

李燕萍 石金仿 陈媛 方丽 安青 王紫萱 孙波 李燕萍 李蕾 余丹 舒虹 王萍

郭云娜 刘萌 范媛媛 任雅静 何洋洁 韩婧 王米佳 钟冬梅 郭威 靳冬雪 李岩 薛双欢

王晓兰 董欣 赵峥 靳玥 祁雪梅 姜虹 李玉平 余丹 宋朝辉 杨雪 韩苗苗 郑宇成

韩苗苗 王晏玮 李彤 廖湘琳 孙朔 夏再平 徐铁楠 孙朔 曹梦丹 陈欢 金茜 曹菁

李静 马文昱 王晓蕾 姬秀玉 周萌鑫 徐娜 朱怡 许鹏飞 徐娜 马卓 胡光奇 李云霞

徐世锋 李娅宁 胡晓悦 苏靖然 赵梦 白明 曾艳 孙钦风 许炜 陶宗敏 王姝 侯俊

张文娟 刘亚男 时晓娜 杨沐 黄盼 李洋 任力 崔峥 曹璐 邢潇月 黄盼 刘晓萌

李彧 崔建新 傅晶 王艳芝 段薇 孟鹤 王晶 李颖 许莉 王紫阅 胡琪 康宏燕

耿思爽 铁莲 张小溪 左彤 颜君艳 李璐 王维 于骎 刘晓萌 刘亦欣 张卉 郭丽娟

王静 昌秋明 刘思琪 任会贤 李岚欣 李艳玲 杨玲 林秀兰 徐笑冉 颜景晓 李雅男 索宽湘

史宏宇 王婧 王祎 苗艳丽 初晓娜 阚鸿璐 崔晓宇 孙静 边翔 贺巧平 孟雨晴 杨海燕

张亚飞 王滢 李陈芳 马斯玥 王惠云 金舒 周宣佑 陈光 刘琛豪 李晓勤 李倩仪 王利帆

刘静 朱怡 邱丽娜 张赟赟 王雨桐 李岩 王晓真 赵宏丽 陈思文 刘昱昕 吕林

袁金碧 陈欣 郭媛媛 朱婷婷 蒋雪 孙娜 孙淑娟 石菁 史婷婷 谢美丽 孙伟

李疆 李洋 王姝 张晗 苏妍 高瑞华 魏娜 田园 王惠云 吴卓远 李伟华

陈梦璇 陈丹丹 耿聪聪 罗温竞 韩霜 邢潇月 廖延江 邓杰 张菁 金梅花

陈竟然 王跃云 蔡颖洁 王斌 张海燕 德钲楠 禾子 王莹 韩菲

彭丽娇 李蕾 赵雨珊 刘威 陈春晖 孙晓杰 侯书 孟静静

王思雅 孙静 靳江 袁博 孙丽 李春媛 宋霞 崔玉飞

任力 陈晨 王丽 杨雪艳 辛立媐 李泽翎 于莹 刘晋平

王美 刘迪 侯秀芝 丁扬 路凯丽 吴芬 何萍

宋融 黄帆 李月 杨芳宇 靳雅 李慧 宋宛泽

徐子娟 孙淑娟 田霏 连洁 郝建茹 李勤 刘茹

成伟琴 魏奎楠 范甜 朱娅茹 李志松 赵艳玲

郑洋 施婧怡 杨唯懿 刘非 耿侠 叶俊伶

田伟 许晓春 袁晨 曹倩 孙扬

昂雅洁 于飞 黄蕾 付晓天 于莹

杨梅 苏畅 李伟华 崔月微 马骞

沈春燕 游俊 崔宇 苏妍 赵静芳

张阳 SAMAL NURBEK 张曦 姜宇

刘聪

闫佳

张卉

齐金铭

刘志鹏

乌兰托娅

王欢

王屾屾

王玉博

Ksenia Dovzhenko

陈晓琳

钟雨芙

王彩燕

洪博

冯双强

佟钼

林泽妍

何萍

王夏虹

吕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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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传统药茶班 韩国传统舞蹈班 传统舞蹈小鼓舞班 传统舞蹈三鼓舞班 韩国美妆 跆拳道中级1班 跆拳道中级2班 跆拳道初级1班 跆拳道初级2班 跆拳道初级周末班

李弋彤 钟冬梅 方丽 孟亚兰 安伟华 侯志欣 陶楠 胡天龙 靳玥 李国一

刘亚霏 李妍 付阳 王冰冰 郑慧君 胡东敏 肖楠 崔杨 吴健 黄乔

张皓 李唯 刘萌 刘梦路 宋歌 余凡 何洋洁 马欣娜 张顺明 王紫萱

王淼 孙钦风 高丹 赵妍 李橙 姬秀玉 蒋晓真 陈思 史登娜 哈卿

孙朔 王梦 牛晓莉 胡穆丽人 肖雅洁 朱含笑 姜虹 高桃平 王星 程子涛

王琦瑕 朱怡 高洪博 苏琬莹 陈鑫 曹璐 宋琦荣 赵勇 孙梦莹 宋朝辉

曹梦丹 李彧 许鹏飞 何思欣 李赞 郑理 高洁 杨希萌 张晗 周丽洁

白立双 李林熹 赵松月 杨媛晓 陈冉 孙静 白琳 李相伯 李欣 苗艳丽

黄灵 程翼 昌秋明 程雁侠 赵阳 裴尤丽 郝婧 王春宇 陈丹丹 马斯玥

徐世锋 石晶 管姗 钟雨芙 王楠 沈春燕 徐娜 牛津 边翔 董天骄

戴菁 孙晓杰 关京晶 阙金华 杨漾 黄益红 安悦 刘姁 刘念 俞栎杨

庞燕杰 刘晓媛 段薇 杜若飞 徐娜 晏泽剑 白明 孔庆雪 陈光 王祎

王静 杨婷 卢迪 俞思瑶 胡婷 杨艳喆 段晓晓 罗然 徐秋实

李疆 齐金铭 刘雪 段然 游俊 郝书峰 彭幽悠 付佳 蔡颖洁

郭磊 颜君艳 金香子 胡静 郄文静 刘超 刘莎莎 田霏 王丽

刘硕 金红林 杨斌杰 张子韦 沈雯 于婷婷 刘志鹏 王姣

宁婷婷 李岚欣 翁秀男 林晓蕾 金叶 刘秀阳 王锦

蔡云 冷思音 杨芳 敖丹 张亚飞 曹倩 赵晓雨

俞颖 张琳琳 金芯羽 冯爽 郭莹莹 于飞 沙祎

邢迎辉 徐延娣 史蕊 齐雁祥 昂雅洁 王欢 罗红玉

杨猛 唐津洁 曹姗姗 胡可欣 杨梅 朱晓丽 孙倩倩

曹倩娜 罗睿 于婷 许明 魏兰 杨琳 于翔

陈娜 张泉 王璐 周铮 马娜 黄东

吴佳慧 孙扬 贾银莲 刘聪 梁孔丽 李云璁

李志松 张倩 刘伟 李艳玲 李燕 史玲玉

孟宇 SAMAL NURBEK 刘梦桐 徐海英 宿亚倩 郝静雅

周正 董楠 郭春艳 刘佳佳 杜烨 王天利

乔亮 林美顺 叶曲 徐婷婷 郭沛垚 李倩

张景玉 邱金梦 曹秀霞 王佳明 李潇潇 王若竹

莫日芳 齐桐萱 吕美娟 张震 王亚男

张萍 赵刚
TASKINBAYEVA 

RAUSHAN
焦琳 郭一凡 刘金辉

庄梦夏 吴琨 周妍汝

王佳旭 蔡雪 李沛桐

佟磊 赵萌 刘耀欣

王赛

王静娜

冯学文

牟东凤

赵冰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