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示

江苏师范大学2020年综合评价录取考生信息
考生号 姓名 中学 科类 录取专业 综合分

20320583490133 朱榀芯 江苏省昆山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9.19 

20320116490077 林新雅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8.80 

20320113490165 杨天宇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8.33 

20320301491676 张懿璇 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理工 英语(只招英语考生)(师范) 77.88 

20320115470160 王灿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理工 英语(只招英语考生)(师范) 77.78 

20320205490876 周亭妤 江苏省怀仁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6.85 

20320104470173 王睿佳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6.62 

20320312493770 潘雨声 郑集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6.60 

20320501490127 奚震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6.48 

20320501490726 朱天骄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6.46 

20320413490304 沈筱妍 常州市金坛区第一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6.21 

20320106491394 张法煜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5.96 

20320707450474 刘海森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5.93 

20320205490293 杨心岚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5.59 

20321282450603 陈星屹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5.33 

20321282490355 刘乐先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5.27 

20320104490976 何璟 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5.07 

20320701450281 孙景宸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97 

20320921490474 何潇 江苏省响水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94 

20320582491544 徐硕哲 张家港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87 

20320104490419 任一冉 南京市第一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79 

20320201491205 郭纯溪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4.64 

20320707491134 王天戈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57 

20320801491968 潘怡牟 江苏省清河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46 

20320115490421 郭佳敏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4.31 

20321281491853 柏金 兴化市楚水实验学校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4.29 

20320201491061 吴沛霖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4.28 

20320322491913 刘奕鹭 沛县歌风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4.14 

20321023450749 王子扬 宝应县安宜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10 

20320724490984 廖孟颖 灌南高级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3.86 

20320324490630 许露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83 

20320312491570 高周瑜 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3.70 

20320211490224 张琪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65 

20320301490819 刘依梦 徐州市第三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3.61 

20320804490971 李宇琪 江苏省淮州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3.58 

20320923490666 赵哲谊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51 

20320509490811 成金鹏 吴江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3.40 

20320102490153 杨湘 南京市第九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39 

20320501491809 卢昱林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37 

20320117490024 杭卓然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35 

20320904490217 蒋如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24 

20320509490726 朱心怡 吴江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3.22 

20321101470174 陈梦郡 江苏省镇江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3.19 

20320923490340 周敏倩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15 

20320921490532 王霈霈 江苏省响水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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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923450235 祁春成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01 

20320282490536 陈煜翰 宜兴市丁蜀高级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2.87 

20320281491733 徐欣晔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84 

20320112490208 王文静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2.81 

20320321490422 李欣然 江苏省丰县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2.73 

20320206490488 秦雨晨 无锡市玉祁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69 

20320582491259 瞿佳怡 崇真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58 

20320104491161 蒋耿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54 

20320401450637 周耘 常州市第三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53 

20320707492663 周文杰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2.50 

20320585490207 马虹廷 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42 

20320922450261 张海粟 江苏省滨海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2.42 

20320312491458 马一铭 侯集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2.40 

20320722450183 张骕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2.34 

20320412480002 朱丹颖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2.31 

20320707490978 马跃芸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26 

20321101470434 张仕喆 镇江市国际学校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2.19 

20320902490502 周鸣池 盐城市田家炳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2.17 

20320106470171 蔡子妍 南京市宁海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2.14 

20320801491575 王旻欣 江苏省清浦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11 

20320115490936 闵思琦 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2.11 

20320104491329 唐梓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11 

20320923490356 钱楚枫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08 

20320707450501 谢畅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1.93 

20320105470016 刘霏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1.93 

20320401491246 谢意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1.93 

20320104490940 卓月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1.88 

20320104470196 洪嘉卿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1.83 

20320201491679 沈佳琪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1.77 

20320114490028 钱佳蕾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1.74 

20320923490514 王思凡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1.69 

20320106470338 耿嘉悦 南京大学附属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1.64 

20321112490161 赵圣婷 江苏省大港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1.62 

20320801451128 蒯钰奇 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新淮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1.59 

20320922450172 王诗雨 江苏省滨海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1.53 

20320281490571 司卓尔 江阴市华士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1.39 

20320501490846 胡思雨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1.37 

20320707491006 石钧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1.36 

20320922491714 周恃羽 滨海县明达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1.34 

20320305490255 许恺悦 徐州市第七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1.30 

20320924490733 陈笑语 射阳县第二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1.24 

20320105470054 郑雨璐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1.23 

20321001450649 陈一先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理工 化学(师范) 71.19 

20320301491266 周润泽 徐州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1.16 

20320114450022 方浩然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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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312492032 王诗昂 棠张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1.03 

20320707491064 杜文琪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91 

20320981491203 傅雨娇 东台市三仓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90 

20320904490374 吴林璇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0.89 

20320501492025 谷中晋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87 

20320922490670 刘星畅 滨海县八滩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0.79 

20320105490156 陈欣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0.67 

20320301491126 杜雨繁 徐州市第五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60 

20320925490314 陈言 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0.60 

20320981490768 鲁沁怡 东台市安丰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47 

20320118490360 严阳婷 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0.42 

20320724450091 吴浩 灌南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06 

20320301492177 李雨 徐州经济开发区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02 

20320902492659 曹星月 盐城市龙冈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69.88 

20320106470145 薄天怡 南京市宁海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69.83 

20320501450998 王星宇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69.77 

20320312493574 孟尧升 郑集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69.75 

20320114450008 杜珺婕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69.68 

20320301470273 王一晨 徐州市王杰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69.64 

20320585470129 沈恋耘 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69.36 

20321101470208 施天宇 江苏省镇江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69.35 

20321181490382 王婧哲 丹阳市吕叔湘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69.24 

20320723450346 庄凌志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69.22 

20320707490997 杨文茹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69.19 

20320707492420 王悦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68.50 

20320102680123 杨欢 南京市第九中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78.43 

20320701680161 鲍晓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77.50 

20320211680289 钱佳琳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文史 英语(只招英语考生)(师范) 76.71 

20320581680555 陆滢伊 江苏省常熟中学 文史 英语(只招英语考生)(师范) 76.10 

20320106680364 达明睿 南京市宁海中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75.88 

20320105680309 王欣瑞 南京市中华中学 文史 英语(只招英语考生)(师范) 75.67 

20320506670124 高宇航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75.14 

20320501680848 赵天歆 西安交大苏州附属中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75.02 

20320113680055 吴可馨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4.88 

20320201680290 孙骊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4.80 

20320707681064 李瑞瑞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4.50 

20320724680485 孟天赐 灌南高级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3.85 

20320115680649 陶沁园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3.70 

20320582680233 陈思琦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3.47 

20320509680381 沈乐瑶 吴江高级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3.46 

20320707680426 张佩玉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3.10 

20320106680318 周晗烨 南京市宁海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2.91 

20320104680314 华蕊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2.84 

20320921680086 马瑞临 江苏省响水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2.75 

20320312680903 王聪玮 郑集中学 文史 教育技术学(师范) 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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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923680560 孙嘉旋 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2.65 

20320501680069 周思怡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2.50 

20320382680390 董萱莹 江苏省运河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2.38 

20320501680060 任桑妮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2.30 

20320301680556 曹雨桐 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2.26 

20320707680510 夏冰怡 赣榆县第一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72.23 

20320501680502 翁馨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2.11 

20320106680109 蒋欣妤 南京市金陵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2.01 

20320707680315 于佳卉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2.00 

20321322670087 杨蕊宁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1.97 

20320102680047 李奕扬 南京市第九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93 

20320401681235 苏钰斐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1.90 

20320206680172 华怡洁 无锡市玉祁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81 

20320206680193 王怡 无锡市玉祁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73 

20320501680572 徐思哲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72 

20320501670466 毛星雨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71.68 

20321283680528 季婕 泰兴市第三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66 

20320582680558 孙珺 张家港高级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1.42 

20320723680267 张家璇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34 

20320501680330 邓敏行 苏州市第五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71.27 

20320509680269 陈逸昀 吴江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1.26 

20320312680270 郭梓萌 郑集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19 

20320301670328 臧乃骥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18 

20321101670270 赵句 镇江市国际学校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71.00 

20320301680432 彭心妍 徐州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0.95 

20321012680252 毛毓灵 江都区丁沟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0.86 

20320105680075 王百川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0.81 

20320801681214 耿凡清 江苏省清河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0.56 

20321101670211 王雪晨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70.53 

20321112680151 朱智鹏 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0.46 

20320801681199 王歆童 江苏省清河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0.43 

20320382681067 季雨雨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0.38 

20320501680508 杨佳希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0.21 

20320106670126 于淳鑫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70.19 

20320112670017 童文君 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0.12 

20320106680347 徐雨欣 南京市宁海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70.11 

20320312680249 甘朔文 郑集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70.04 

20320106680555 李雨萱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69.72 

20320111680183 高荣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69.68 

20320115680114 陈林溪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69.62 

20320902681203 韦雨涵 盐城高级实验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69.57 

20320830680488 刘忆 淮安市新马高级中学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69.47 

20320211670055 王菁晶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69.43 

20320301670460 刘婷玉 徐州经济开发区高级中学 文史 教育技术学(师范) 68.78 

20320105680143 戴天诺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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