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推荐单位 录取专业名称 报考方向 综合成绩 是否录取 

1 高宇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99.5 录取 

2 姚广源 山东大学（威海）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94.65 录取 

3 徐陈迪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91.45 录取 

4 丛婧 哈尔滨工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91 录取 

5 伊琪琪 华中农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88.45 录取 

6 高佳晖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87.5 录取 

7 邓博引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87.5 录取 

8 闫晓梦 中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84.5 录取 

9 闫潼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82.55 录取 

10 谢然 哈尔滨工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82.1 撤销录取 

11 陈芷琳 中山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笔译）方向 80 录取 

12 刘振威 东北林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口译）方向 99.4 撤销录取 

13 楼亚柯 杭州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口译）方向 99.2 录取 

14 宝晴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口译）方向 98.85 录取 

15 蒲欣华 浙江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口译）方向 97.6 录取 

16 胡逸 安徽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口译）方向 95.8 录取 

17 郑郁荻 大连理工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口译）方向 93.5 录取 

18 郝宇琦 湖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口译）方向 93.45 录取 

19 秦一峰 武汉理工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口译）方向 92 录取 

20 贾亦忱 山东大学（威海）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研究（口译）方向 91.3 录取 

21 王子彧 中国海洋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跨文化交际方向 102.35 撤销录取 

22 牛旭蕾 四川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跨文化交际方向 97.1 录取 

23 丁亚馨  湖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跨文化交际方向 94.6 录取 

24 李梓轩 南开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方向 102.1 录取 



25 陈诗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方向 94.575 录取 

26 陈若铭 山东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方向 94.075 撤销录取 

27 尤心哲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方向 93.95 录取 

28 陈兰茜 大连理工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方向 89.725 录取 

29 王蓓 南京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方向 87.8 录取 

30 龙洋  湖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方向 84.125 录取 

31 刘秀阳 四川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方向 83.25 录取 

32 王冠菲 东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方向 81.45 录取 

33 余安莉 苏州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应用语言学方向 95.9 录取 

34 陈思雨 山东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应用语言学方向 90.45 录取 

35 陈文文 山东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应用语言学方向 89.15 录取 

36 孔文君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英语语言文学 应用语言学方向 85.8 录取 

37 蔡翥鹏 湖南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103.55 录取 

38 陈梦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8.9 录取 

39 郑清文 河海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8.85 录取 

40 吴嘉祺 山东大学（威海）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7.45 录取 

41 陈佳 中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6.05 录取 

42 万小琴 辽宁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5.05 录取 

43 许晨琛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4.1 撤销录取 

44 姜婷婷 河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4.1 录取 

45 陈彦霖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1.85 录取 

46 杨洁 中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0.9 录取 

47 万江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0.85 录取 

48 林宏宇 南京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90.1 撤销录取 

49 刘亚航 西南交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88.9 录取 



50 张聪 山东大学（威海）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86.65 录取 

51 陈佳劼 合肥工业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83.1 录取 

52 董超 东北师范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82.35 录取 

53 彭雅靖 东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方向 81.6 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