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兰州大学服务队选拔工作理论素养考察结果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理论素养

得分 审核情况 备注

1 杨存款 男 口腔医学院 84.5 合格
2 张涵冰 女 历史文化学院 83 合格
3 邓思羽 女 外国语学院 80.5 合格
4 刘海伦 女 外国语学院 79.5 合格
5 侯珏昊 男 新闻与传播学院 79 合格
6 张亚亚 女 护理学院 78.5 合格
7 李杰 男 马克思主义学院 77.5 合格
8 陈诗仪 女 新闻与传播学院 77.5 合格
9 薛天翔 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77.5 合格
10 许乐华 女 化学化工学院 76.5 合格
11 蓝必育 男 法学院 76 合格
12 史培媛 女 外国语学院 74 合格
13 杨雯 女 艺术学院 74 合格
14 沈稼莉 女 历史文化学院 73.5 合格
15 李岩 女 文学院 73.5 合格
16 王绘祺 女 新闻与传播学院 73.5 合格
17 赵翀 女 文学院 73 合格
18 吕筱雯 女 法学院 72.5 合格
19 方祉璎 女 外国语学院 72 合格
20 伦文文 女 外国语学院 72 合格
21 侯宏玮 男 新闻与传播学院 72 合格
22 张婧 女 经济学院 71.5 合格
23 王婧怡 女 文学院 71 合格
24 马媛媛 女 护理学院 70.5 合格
25 魏永鹏 男 大气科学学院 70 合格
26 吴瑞 女 第二临床医学院 69.5 合格
27 马瑞阳 女 法学院 69.5 合格
28 程顺泽 男 化学化工学院 69.5 合格
29 吴金健 男 资源环境学院 69.5 合格
30 冯语凡 女 管理学院 69 合格
31 韩娇娇 女 新闻与传播学院 69 合格
32 彭江 男 哲学社会学院 69 合格
33 李亘钰 女 护理学院 68.5 合格
34 王泽宇 男 经济学院 68.5 合格
35 曹益萌 女 数学与统计学院 68 合格
36 冯楠楠 女 资源环境学院 68 合格
37 胡锦帅 男 管理学院 67.5 合格
38 常洲旗 男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67.5 合格
39 高宇航 男 管理学院 67 合格
40 于洋 女 经济学院 67 合格
41 符传鑫 男 数学与统计学院 67 合格
42 冯斯岩 男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67 合格
43 毛帅清 女 新闻与传播学院 67 合格

第 1 页，共 2 页



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兰州大学服务队选拔工作理论素养考察结果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理论素养

得分 审核情况 备注

44 李雨双 女 大气科学学院 66.5 合格
45 付冰心 女 第二临床医学院 65.5 合格
46 赵啟沣 男 法学院 65.5 合格
47 杨舒然 女 经济学院 65 合格
48 张贝 女 经济学院 65 合格
49 王斯童 男 管理学院 64.5 合格
50 晏杉杉 女 经济学院 64 合格
51 岳雁 女 经济学院 64 合格
52 尉婷 女 新闻与传播学院 63.5 合格
53 海文秀 女 法学院 63 合格
54 冶延梅 女 护理学院 63 合格
55 张燕军 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63 合格
56 高雪寒 男 历史文化学院 62.5 合格
57 买天长 女 新闻与传播学院 62.5 合格
58 钟卢浩 男 管理学院 62 合格
59 余博 女 艺术学院 62 合格
60 许佳鑫 女 管理学院 60.5 合格
61 卓奇昕 女 经济学院 60.5 合格
62 韩湘 女 药学院 60 合格
63 马子泰 男 历史文化学院 59.5 不合格
64 马爱苹 女 文学院 59.5 不合格
65 温小琳 女 哲学社会学院 59 不合格
66 闫晶晶 女 文学院 58 不合格
67 李腾 女 艺术学院 55.5 不合格
68 马冬霞 女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54 不合格
69 郭世杰 男 数学与统计学院 53.5 不合格
70 高红梅 女 管理学院 51.5 不合格
71 冯晓燕 女 哲学社会学院 51.5 不合格
72 古婷玉 女 艺术学院 49 不合格
73 邓粤心 女 艺术学院 46.5 不合格
74 张博洋 男 艺术学院 44.5 不合格
75 赵雅昕 女 数学与统计学院 0 不合格 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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