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师范大学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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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1202490687 陆欣宇 泰州市第二中学 理工 英语(师范) 82.404 

19320112490284 庄一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81.439 

19320201470177 高心怡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80.098 

19320112490184 宋礼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理工 英语(师范) 79.696 

19320301490686 张清扬 徐州市第三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9.145 

19320981450556 孟飞 东台市安丰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9.042 

19320301491015 王泓森 徐州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8.662 

19320305490910 王亦纯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理工 化学(师范) 78.126 

19320583450352 徐升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7.800 

19320924490279 陈然 江苏省射阳中学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77.730 

19321283490610 王韵秋 江苏省黄桥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7.438 

19320922490587 刘芷瑄 江苏省滨海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7.178 

19320305490929 张涵姣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7.136 

19320312491883 闫若彤 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7.085 

19320301490411 乔景宇 徐州市第一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6.995 

19320509491398 戚昊宇 吴江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6.928 

19320102490848 朱奕 南京市人民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6.926 

19320923490504 冯佳淼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6.907 

19320322490644 李一冉 江苏省沛县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6.698 

19320112470007 吕乐研 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6.600 

19320301491346 李亦非 徐州市三十六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6.526 

19320301490625 王向宇 徐州市第三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6.315 

19320922490560 王晓炜 江苏省滨海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6.217 

19320321470392 黄霄宇 江苏省丰县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5.874 

19320115490835 刘梓芊 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5.842 

19320312493181 王歆茹 郑集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5.833 

19320106491183 王馨怡 南京市宁海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5.782 

19320922490368 徐妍华 江苏省滨海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5.523 

19320112470012 孙苓心 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5.519 

19320105490051 田琦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5.217 

19320104470267 余梦琳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5.185 

19320922491351 汪兴雨 滨海县明达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5.105 

19321283490530 袁明彦 江苏省黄桥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5.100 

19320102470233 梁宇轩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4.942 

19320106491104 李思琪 南京市宁海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4.844 

19320106491390 徐颖珊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 74.767 

19320312491670 于兆丰 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4.751 

19320201491607 张文文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4.724 

19320501450880 颜昕绮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571 

19321101470163 陈安琪 江苏省镇江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4.475 

19320201490824 郁灵烨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4.460 

19320701490123 刘国锐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4.450 

19320104491247 储文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446 

19320509490833 姚佳雨 吴江高级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4.351 

19320282450236 王浩宇 宜兴市第二高级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4.264 

19320585490302 彭卓娅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4.008 

19320922490445 朱奇玮 江苏省滨海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3.959 

19320281490458 徐子卿 江阴市华士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3.899 

19320582470428 王松林 崇真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3.896 

19320106470141 徐书雅 南京市宁海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3.769 

19320115491309 王欣雅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633 

19320312493541 王翊旭 郑集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3.295 

19320829490365 李泽雯 江苏省洪泽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3.280 

19320117470076 高若桐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3.230 

19320804450130 王馨茹 江苏省淮州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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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0106490251 李晓辰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3.108 

19320723490515 王嘉仪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3.083 

19320102490140 杨岩 南京市第九中学 理工 物理学(师范) 72.996 

19320106470337 王彩云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2.995 

19320506490651 罗佳蓓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2.973 

19320923491250 王楠 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874 

19320102470058 侯泽琪 南京市第九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2.817 

19320102470150 唐雨箫 南京市第九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2.760 

19320583490740 张溢凡 昆山市第一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2.532 

19321301491654 朱倩 江苏省宿豫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2.488 

19320401490708 孔苡柠 常州市第二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402 

19320301470239 周安妮 徐州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2.295 

19320923491325 邹凡 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168 

19320583491124 吴静怡 昆山开发区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165 

19321204491639 王绘颖 泰州市姜堰区罗塘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2.017 

19320205490121 陈炳蓝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71.939 

19320104470271 孙伶娜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1.905 

19320211470167 周水木 江苏省太高艺术班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1.888 

19320112490391 陈晓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1.813 

19320321470311 金美辰 江苏省丰县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1.534 

19321322490976 王雨彤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1.523 

19320923491355 顾卓凡 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1.289 

19320925490959 潘星宇 建湖县第二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1.264 

19320305470128 王筱月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1.257 

19320312491875 庞景辰 徐州经济开发区高级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1.163 

19320301450347 江亦文 徐州市第三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1.013 

19320923490457 惠莹丽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0.975 

19320903490779 徐玟 盐城市龙冈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70.946 

19321181490520 郦羽馨 丹阳市第五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0.750 

19320312492441 曹雪潇 大许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0.723 

19321183470252 朱真琦 句容市第三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0.663 

19320923491303 孙婧怡 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0.610 

19320104490886 朱雨然 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574 

19320925490243 张蕾 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204 

19320724490897 何一菡 灌南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70.202 

19320509470331 王姝斐 吴江汾湖高级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70.184 

19320981490176 常欣子靖 江苏省东台中学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70.179 

19320902470317 周韬 盐城市伍佑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69.802 

19320921490210 谌雨晴 江苏省响水中学 理工 学前教育(师范) 69.681 

19320118490420 毛赟杰 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69.395 

19320922680174 孙洁 江苏省滨海中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82.629 

19320106670078 郑可然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79.388 

19320501680936 武文隽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77.150 

19320301680719 宋靖阳 徐州市三十五中学 文史 英语(师范) 77.139 

19320322680286 侯般若 沛县歌风中学 文史 英语(师范) 77.013 

19320312680394 张逸格 郑集中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76.620 

19320112680180 卞天奇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6.588 

19320413680169 潘洋 常州市金坛区第一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6.399 

19320401681218 杨昊烨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文史 英语(师范) 76.338 

19320114680073 谢靖怡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76.174 

19320106680344 吕春霖 南京市宁海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6.168 

19320312680581 吴冰涵 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75.955 

19320106680334 蔡若一 南京市宁海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5.860 

19320301680488 卜文舒 徐州市三十五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5.639 

19320501680402 顾沁予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5.589 

19320509680065 谈心 江苏省震泽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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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0583680440 陈佳怡 昆山开发区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5.396 

19320582680236 张文洁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5.264 

19320118680181 王姝槐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5.233 

19320701680124 孙嘉潞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4.933 

19320113670082 高雅婷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4.913 

19320102680178 王定睿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4.888 

19320106670062 盛煜婷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4.882 

19320312680380 刘诗媛 郑集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4.828 

19321301680272 张宇星 江苏省宿迁中学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74.703 

19320106680352 张奕萌 南京市宁海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4.471 

19320113680056 严艺凡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4.446 

19320114680252 郑义 南京民办实验学校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4.313 

19320104680275 孔凡露 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4.124 

19320924680214 李嘉玥 江苏省射阳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3.875 

19320102680042 陈霄宵 南京市第九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3.358 

19320601680642 吴晓艳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文史 教育技术学(师范) 73.231 

19320923670126 杨玉童 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 73.054 

19320412681471 苏冯睿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2.988 

19320501670590 李萱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2.946 

19320381680108 何晶 新沂市第一中学 文史 教育技术学(师范) 72.903 

19320904680147 董倩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2.692 

19320723680331 袁思涵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72.629 

19320582670274 黄诗瑜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2.454 

19320301680353 李晨曦 徐州市第五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2.309 

19320301670153 张若琛 徐州高级中学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72.081 

19320501680413 王可盈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874 

19321101680499 侯文静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1.574 

19320321680278 马钰诺 丰县民族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1.428 

19320922680144 李婧媛 江苏省滨海中学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71.238 

19320106680149 吕雪纯 南京市金陵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1.138 

19320118680197 陶慧雯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0.804 

19320382680953 王烨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70.523 

19320312680387 李旭 郑集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70.482 

19320501681252 季欧玟 苏州新草桥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70.086 

19320923680228 王婧宇 江苏省阜宁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70.017 

19321182680102 杨姝缘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69.987 

19320585680024 顾宇纯 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68.927 

19320115680174 王慧子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6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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