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投档单位名称 考生户籍 录取专业

21430105110176 刘雅仪 第1组(面向望城区)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 历史学(师范)

21430121120921 梁伊涵 第2组(面向长沙县)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121110839 向铼 第2组(面向长沙县)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121120799 郭婺源 第2组(面向长沙县)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123121735 李元婷 第3组(面向浏阳市)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 英语(师范)

21430123116684 朱梦瑶 第3组(面向浏阳市)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123118293 胡娴 第3组(面向浏阳市)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123127276 李雅雯 第3组(面向浏阳市)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124120332 杨慧 第4组(面向宁乡市)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124120323 张丹阳 第4组(面向宁乡市)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124121135 陈进 第4组(面向宁乡市)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601145627 李语嫣 第4组(面向宁乡市)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223114813 刘宜璟 第5组(面向攸县)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 英语(师范)

21430104111627 王津晶 第5组(面向攸县)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223114879 徐名芳 第5组(面向攸县)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223121100 易正红 第5组(面向攸县)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219112510 林礼江 第8组(面向醴陵市) 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219130994 杨紫维 第8组(面向醴陵市) 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219112501 乔欣悦 第8组(面向醴陵市) 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219140805 刘希瑶 第8组(面向醴陵市) 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219114233 丁雨婷 第8组(面向醴陵市) 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219112516 钟伟平 第8组(面向醴陵市) 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304117925 赵思佳 第9组(面向湘潭县)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321116250 李以翔 第9组(面向湘潭县)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104166761 孔晨茜 第10组(面向湘乡市)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 英语(师范)

21430319141298 张璇 第10组(面向湘乡市)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421150207 欧阳浩宇 第11组(面向衡阳县)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431117472 洪旖曦 第11组(面向衡阳县)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431117236 周紫仪 第11组(面向衡阳县) 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431117034 封娟 第12组(面向衡南县) 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424121143 吴霜 第13组(面向衡东县)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 英语(师范)

21430424121144 李相路 第13组(面向衡东县)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424123713 何卓鹏 第13组(面向衡东县)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424121508 向依婷 第13组(面向衡东县)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424161302 侯烨 第13组(面向衡东县)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401161068 肖亦菲 第14组(面向祁东县)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 地理科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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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0401151175 周畅 第14组(面向祁东县)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 英语(师范)

21430426118810 王传东 第14组(面向祁东县)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426118918 周慧 第14组(面向祁东县)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419132884 谢玉芳 第15组(面向耒阳市)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419132852 罗烨 第15组(面向耒阳市)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419132899 廖励 第15组(面向耒阳市)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419162773 刘丹 第15组(面向耒阳市)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419122702 黎婷 第15组(面向耒阳市)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419151064 黄文静 第15组(面向耒阳市)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419122683 王亮丽 第15组(面向耒阳市) 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401161023 刘果 第16组(面向常宁市) 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425123344 刘慧琼 第16组(面向常宁市) 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425111857 朱晓晓 第16组(面向常宁市) 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521160008 李妍 第23组(面向邵东市)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521120126 李玲 第23组(面向邵东市)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 英语(师范)

21430521140081 李珺华 第23组(面向邵东市)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521160037 袁毅扬 第23组(面向邵东市)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521140064 李秀兰 第23组(面向邵东市)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521120135 宁睿 第23组(面向邵东市)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601136199 姚馨怡 第24组(面向云溪区)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 历史学(师范)

21430621131112 黄金玲 第25组(面向岳阳县)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601156223 李昂 第25组(面向岳阳县)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621140208 何智 第25组(面向岳阳县)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626118014 邓雨芬 第26组(面向华容县)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626130650 冯子超 第26组(面向华容县)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626142739 唐鹏 第26组(面向华容县)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623140804 蒋拓锋 第27组(面向湘阴县)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623120902 叶盈庭 第27组(面向湘阴县)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601166124 刘晖燕 第27组(面向湘阴县) 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624120802 虞浩然 第29组(面向汨罗市) 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624160674 王雨欣 第29组(面向汨罗市) 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624110894 王范婉柔 第29组(面向汨罗市) 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624160667 张心仪 第29组(面向汨罗市) 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625142598 沈伯龄 第30组(面向临湘市) 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 历史学(师范)

21430625121173 袁文婧 第30组(面向临湘市) 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625121113 李优 第30组(面向临湘市) 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 历史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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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0701114438 廖爽 第31组(面向安乡县) 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723110009 祝旋 第32组(面向汉寿县)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723140301 袁蕾 第32组(面向汉寿县)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725120252 吴宜娉 第33组(面向临澧县)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726110312 覃文君 第34组(面向桃源县)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英语(师范)

21430726160710 姚博井 第34组(面向桃源县)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726114902 李文杰 第34组(面向桃源县)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726160719 刘雅妮 第34组(面向桃源县)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726120546 伍梦洁 第34组(面向桃源县)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726120548 刘洋 第34组(面向桃源县)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122113385 田荆玲 第36组(面向永定区)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623115708 袁伟 第37组(面向武陵源区) 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802131213 毛建双 第37组(面向武陵源区) 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321116707 陈果 第40组(面向赫山区)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328111450 汤知语 第40组(面向赫山区)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121141230 黄晗钰 第41组(面向南县)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322130600 彭佳 第41组(面向南县)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324160169 文佳 第42组(面向桃江县)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326140113 李凯 第44组(面向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 湖南省益阳市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 历史学(师范)

21432326120112 付银欢 第44组(面向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 湖南省益阳市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323130236 余佳仪 第45组(面向沅江市)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323130247 黄嘉欣 第45组(面向沅江市)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121120926 李芙 第45组(面向沅江市) 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 历史学(师范)

21432801142605 肖扬 第46组(面向苏仙区)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 历史学(师范)

21432801131008 王佳欣 第46组(面向苏仙区)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801116684 王志敏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824121009 周雯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801116807 颜昭丽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822112186 周娆婷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822120696 史欢颖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822133099 郭仁芝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822122935 刘亚楠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801116958 龚蕾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英语(师范)

21432822112185 王悦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801116889 关雪晴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801115836 陈韩鑫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历史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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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2822112212 申可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104119564 谭舒晴 第47组(面向桂阳县)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823122097 王鑫 第49组(面向永兴县)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823110240 李卓帆 第49组(面向永兴县)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823121137 李香 第49组(面向永兴县)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823121105 曹欢 第49组(面向永兴县)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 英语(师范)

21432823110966 许欣怡 第49组(面向永兴县)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826120694 李华茜 第50组(面向嘉禾县)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826150810 王嘉恒 第50组(面向嘉禾县)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802141309 胡碧珍 第53组(面向资兴市) 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802110702 李蔚嘉 第53组(面向资兴市) 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802140734 李雄昕 第53组(面向资兴市) 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 历史学(师范)

21432802141339 袁雨馨 第53组(面向资兴市) 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903125286 周心怡 第54组(面向零陵区)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903145193 罗琳萍 第54组(面向零陵区)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930119128 伍知音 第55组(面向祁阳县) 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930111203 朱郸妮 第55组(面向祁阳县) 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903112613 唐倩 第56组(面向东安县) 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929122104 卢永滔 第57组(面向双牌县) 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923161649 李桃 第58组(面向道县)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 英语(师范)

21432923161000 李荟 第58组(面向道县)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121118778 唐娴雅 第58组(面向道县)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923161273 何玲 第58组(面向道县)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923120983 陆叶 第58组(面向道县)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925140279 蒋青青 第59组(面向江永县)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925160312 宋春旺 第59组(面向江永县)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925160295 刘永超 第59组(面向江永县)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925110718 王玉萍 第59组(面向江永县)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925120396 义欣怡 第59组(面向江永县)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903122728 黄妍 第60组(面向宁远县)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 英语(师范)

21432924161279 陆军 第60组(面向宁远县)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924161318 盘思荣 第60组(面向宁远县)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930119104 欧阳慧玲 第60组(面向宁远县) 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927130228 谭海菲 第61组(面向蓝山县) 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 英语(师范)

21433021120100 向琳 第72组(面向洪江市)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3005112949 张钱钱 第72组(面向洪江市)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Page 4



考生号 姓名 投档单位名称 考生户籍 录取专业

21430526118535 段海青 第72组(面向洪江市)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英语(师范)

21433021110515 杨晶晶 第72组(面向洪江市)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505121140 祝可乐 第73组(面向娄星区)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 历史学(师范)

21432522116768 邵晶晶 第73组(面向娄星区)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522116646 孙俐萍 第74组(面向双峰县)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522121211 彭珊 第74组(面向双峰县)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522116731 唐智军 第74组(面向双峰县)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502110331 邓嘉敏 第76组(面向冷水江市) 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市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502111399 邹楠 第76组(面向冷水江市) 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市 历史学(师范)

21432502114213 谢淑媛 第76组(面向冷水江市) 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101110615 高爽 第78组(面向吉首市)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321120324 周晨曦 第85组(面向湘潭市市本级)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历史学(师范)

21430623115525 尹欣 第85组(面向湘潭市市本级)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321110054 朱婉婷 第85组(面向湘潭市市本级)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703121062 易玲 第86组(面向西湖管理区)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 历史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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