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投档单位名称 考生户籍 录取专业

21430224141920 刘钰祺 第6组(面向茶陵县)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224111993 林菲儿 第6组(面向茶陵县)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224141938 颜贤 第6组(面向茶陵县)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223121034 段晗蕾 第6组(面向茶陵县)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225110371 张琳艳 第7组(面向炎陵县) 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502113719 谢芬芳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2160391 李芩安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202113119 石晓倩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521117004 刘婉婷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501123012 胡锦尧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2120162 谢欣阳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522140311 金玉香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2150329 彭湘鹭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521117203 谭欣怡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502110662 周媛 第17组(面向新邵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523110017 刘小敏 第18组(面向邵阳县) 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501113885 刘海梅 第18组(面向邵阳县) 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3110043 李淑平 第18组(面向邵阳县) 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523150536 周芬 第18组(面向邵阳县) 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524161688 马忠 第19组(面向隆回县)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4117530 阳纯 第19组(面向隆回县)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524117531 魏翠 第19组(面向隆回县)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501114411 叶晖霞 第20组(面向洞口县)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8110858 刘启源 第21组(面向绥宁县) 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8111537 吴苒 第21组(面向绥宁县) 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527121609 雷媛媛 第22组(面向新宁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525115366 张宏禹 第22组(面向新宁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7119045 李玉燕 第22组(面向新宁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527121614 邵丽娟 第22组(面向新宁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7121618 陈杨彬 第22组(面向新宁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527157183 刘星星 第22组(面向新宁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527121616 陈蕊 第22组(面向新宁县) 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622113234 张漫漫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622120838 李慧雯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英语(师范)

21430622110463 徐文霞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622118629 汤琳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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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0622122914 李薇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622160952 徐莉苹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622110572 彭维敏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622142763 叶慧欣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623114114 童婷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622110464 刘丹燕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622118551 谢雯 第28组(面向平江县)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0727120495 孙原 第35组(面向石门县)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727130340 游玮 第35组(面向石门县)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727120508 杨怡君 第35组(面向石门县)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821119708 吴浩琪 第38组(面向慈利县) 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822130794 卓静 第39组(面向桑植县)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822110180 张峻崧 第39组(面向桑植县)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822110244 王怡 第39组(面向桑植县)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0822140260 金羽 第39组(面向桑植县)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325110288 任郅怡 第43组(面向安化县)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325110282 吴依晴 第43组(面向安化县)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325142105 夏绪权 第43组(面向安化县)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301115004 刘嵘娟 第43组(面向安化县)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325120015 王明月 第43组(面向安化县)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325120003 高洁 第43组(面向安化县)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824110131 曾曦 第48组(面向宜章县)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824120997 陈丽 第48组(面向宜章县)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824114673 黄豪 第48组(面向宜章县)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828111538 李雅慧 第51组(面向汝城县)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801116659 黄蕾 第52组(面向安仁县) 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831110914 李志武 第52组(面向安仁县) 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928112794 刘静 第62组(面向新田县)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104117362 蒋睿琰 第62组(面向新田县)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928120788 乐丹琴 第62组(面向新田县)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928112943 刘贝贝 第62组(面向新田县)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928141009 张淼 第62组(面向新田县)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022160159 廉文静 第63组(面向沅陵县)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3022110872 刘丽诗 第63组(面向沅陵县)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022160481 唐语璐 第63组(面向沅陵县)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023120548 薛心怡 第64组(面向辰溪县)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历史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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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3023113101 胡玉娟 第64组(面向辰溪县)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005112978 戴德民 第64组(面向辰溪县) 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024130190 周芬 第65组(面向溆浦县)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024121810 向婷婷 第65组(面向溆浦县)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024131085 覃倩 第65组(面向溆浦县)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英语(师范)

21433024151080 邓凡 第65组(面向溆浦县)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029110622 张馨文 第66组(面向会同县)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005122956 张早芳 第66组(面向会同县)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3029110758 陈艳玲 第66组(面向会同县)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025120751 滕馨洁 第67组(面向麻阳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025120767 张程勇 第67组(面向麻阳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026120078 龙力睿 第68组(面向新晃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005161023 张杰 第68组(面向新晃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026111533 杨秋桂 第68组(面向新晃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027120296 杨姝艳 第69组(面向芷江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3027140444 涂诗琳 第69组(面向芷江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030110045 李牧 第70组(面向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3030110028 肖婷方 第70组(面向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030110003 杨真 第70组(面向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英语(师范)

21433030130376 胡新洁 第70组(面向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031110802 银玉涛 第71组(面向通道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031110694 杨桂秀 第71组(面向通道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021140891 杨舒欣 第71组(面向通道侗族自治县)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英语(师范)

21430103161896 余洋悦 第75组(面向新化县)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505141290 朱瑛紫 第75组(面向新化县)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0103112771 曾媛婷 第75组(面向新化县)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524110227 王艳红 第75组(面向新化县)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2524118369 陈佳瑶 第75组(面向新化县)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524140126 邹莹 第75组(面向新化县)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524118290 曾婷 第75组(面向新化县)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505131068 肖琳娣 第75组(面向新化县)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 历史学(师范)

21432503111162 李新良 第77组(面向涟源市) 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2503121346 邹雅琴 第77组(面向涟源市) 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 英语(师范)

21430103131993 梁幸 第77组(面向涟源市) 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2503160946 石亮红 第77组(面向涟源市) 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 历史学(师范)

21433122130666 陈灵 第79组(面向泸溪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 历史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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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3123111479 吴霞 第80组(面向凤凰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 历史学(师范)

21430321116251 黄应群 第80组(面向凤凰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3124140071 麻鑫宇 第81组(面向花垣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124112322 龙俊霞 第81组(面向花垣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124111967 向秀余 第81组(面向花垣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125120707 龙杨慧 第82组(面向保靖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3125120720 龚琪 第82组(面向保靖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125120703 石涛 第82组(面向保靖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英语(师范)

21433125110648 宿蕾蕾 第82组(面向保靖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125110684 彭椿琇 第82组(面向保靖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127130462 王彭成 第83组(面向永顺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127140186 杨腾 第83组(面向永顺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127110369 欧阳洁 第83组(面向永顺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127140223 王本纪 第83组(面向永顺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127130483 孙大山 第83组(面向永顺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127140197 陈明慧 第83组(面向永顺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127122874 瞿晶 第83组(面向永顺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127114326 周娜 第83组(面向永顺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130122131 刘若兰 第84组(面向龙山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英语(师范)

21433130115208 向水付 第84组(面向龙山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地理科学(师范)

21433130142354 田瑶 第84组(面向龙山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130151332 彭冰 第84组(面向龙山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130161143 张馨元 第84组(面向龙山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历史学(师范)

21433130122104 陈艺 第84组(面向龙山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1433130142360 田慧 第84组(面向龙山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汉语言文学(师范)

21433130122139 田欣 第84组(面向龙山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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