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1B 1班 1B周末班 2A 1班 2A 2班 2A周末班 2B 1班 2B 2班 2B 3班 2B周末班 3A班 3B 1班 3B 2班 4A班 4B班 初级口语班

1 朴博 高娟 杨华蕊
ZHOLDOSHBEKOVA

MEERIM
胡玥 刘晓萌 吴瑀 刘彬 王莹 马璐璐 赵丽丽 蔡娜 陶宗敏 赵依凡 曲恬

2 潘风帆 陶媛 孙莎莎 黄思璐 赵明 刘宝莹 刘锦华 孙爱阳 李历 刘杨 邹莹 禾子 刘楠 苏畅 刘瑶瑶

3 姚璐璐 徐英兰 兰芬 安滢 谷琪 高珊 李晓倩 滕善琼 孙思羽 丁蕊 胡穆丽人 乔旭 王萍 崔敏 谢晓

4 王艺臻 李嘉伦 戴甜 MUTALI GULMIRA 杨琦 张蕊 郭爽 石万莹 王珊珊 刘心怡 钟灵毓秀 李康 黄蕾 丁衍頔 齐雁祥

5 徐潘依如 陈怡 杨子砚 沈于楠 张春莉 李艳玲 孙静怡 戴宇辉 梁晓玥 史玲玉 石怡璇 杨梅 吴天雯 郑雪 杨雪梅

6 史蕊 杨晓婷 李小娟 宋依然 梁荵苳 李自艳 孟欣 李国英 柏洋 杨倩 王松颖 王子章 宣婧 纪国军

7 陈欣颖 姚越 任露萍 彭倩 孙玉雪 张雯君 赵倩 王韵涵 刘靖 王梦珠 洪敬兰 贺巧平 王建 黄晶

8 张玲 孙银蔚 隋楠 杨畅 赵东 李雪玲 李丹 李金今 李思易 葛美君 郑妍 陈春晖 王丽 王越

9 张珮瑶 杨建春 周佳惠 李曼 孙倩倩 庞燕杰 郭肖聪 傅晶 林睎瑶 曹紫烨 刘畅 陈美岑 赵海馨 刘启桢

10 邹谨羽 杨梦莹 毛圣杰 王岚 郭爽 王雨桐 李志松 张井培 阎玉洁 刘晓萌 王佳明 徐娜 齐金铭 詹佳玲

11 王硕 傅雅梦 刘昕 郑洋 陈建洁 高雨薇 程彤 丁莉 吕泊宁 王林群 潘瑶 朱婧天 杨沐 郑妍妍

12 刘菲 郑佳 柳林婧 郭杉 夏梦舒 贾慧颖 李丹丹 李雅晗 季君妍 廖湘琳 贾杨杨 王美超 孙佳琳 张志伟

13 周欣怡 张邵园 卢静 金华 丁炜琦 徐琬思 王卓 李会 陈雪 黄益红 于翔 王乐萌 金铃 钟丽群

14 杜欣 李倩 赵璐璐 杨洋 李雪 王颖 高兴南 郑中允子 梁梓炎 周会 胡筱箫 梁丽丽

15 俞颖 颜佳乐 贺诗淇 胡靖 徐丽娟 王宙雅 耿玉红 蔡园园 解婧妍 金慧玥 王晓

16 安永蓓 邢红芳 关芳 杨琪 郑小亚 祁龙 常秋燕 刘婵媛 孙畅 李洋

17 赵岑 张笑妍 韩妮娜 孙静 李萍 刘兴涛 陈海秋 吴万涛 师红梅

18 王瓅 吕琛洁 韩静媛 黄辉 王雅琪 罗红玉 许燕 姚琳娜

19 戴冠 王静静 于宁 王彩臻 任彬 任会贤 孟祥亚 石蕾

20 谢茜茜 苏媛媛 魏晓袁 梁颖芳 王芳菲 刘晓华 刘玥 HOE YEN CHING

21 张倩怡 王松 陈晨 黄莉园 赵亚华 陈梅香

22 汤容 康宏燕 黄蔚 刘阳阳 陈卫娜 田雨鑫

23 张莉 余群英 冯甜 孙婧玮 王慧瀛 李荔

24 吴月 马晓璐 王瑾玥 王婧 刘玫琳 巩春蕾

25 陈茹萍 毕晓月 高丹 哈卿 王一帆 马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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