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语学院2022级研究生导师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所在专业 导师
1 1049722024717 张宇 外国语言文学 薛睿
2 1049722114762 李彩红 外国语言文学 刘应亮
3 1049722114763 柴甜甜 外国语言文学 杨铖
4 1049722205004 陈诗雨 外国语言文学 但海剑
5 1049722205005 金碧滢 外国语言文学 范静
6 1049722205006 孙萌苑 外国语言文学 范静
7 1049722205007 郭珂珂 外国语言文学 薛睿
8 1049722205008 陆丽娜 外国语言文学 武月琴
9 1049722205009 李小霞 外国语言文学 肖先明
10 1049722205010 郭明慧 外国语言文学 薛睿
11 1049722205011 陈玉莲 外国语言文学 刘应亮
12 1049722205012 熊京琳 外国语言文学 周静
13 1049722205013 王亚丽 外国语言文学 周力
14 1049722205014 杨凯 外国语言文学 白琰媛
15 1049722205015 张煦悠 外国语言文学 赵晋平
16 1049722205016 戴维维 外国语言文学 赵晋平
17 1049722205017 杨斯蔚 外国语言文学 吴卫平
18 1049722205018 张梦晗 外国语言文学 尧玮
19 1049722205019 张弛 外国语言文学 吴卫平
20 1049722205020 丁淑丽 外国语言文学 林莺
21 1049722205021 杨可欣 外国语言文学 黎慧
22 1049722205022 付一超 外国语言文学 吴卫平
23 1049722205023 谢欣然 外国语言文学 刘应亮
24 1049722205024 汤祎 外国语言文学 陈伟
25 1049722205025 陈茗 外国语言文学 尧玮
26 1049722205026 罗祎 外国语言文学 周静
27 1049722205027 饶晴 外国语言文学 刘应亮
28 1049722205028 李千禧 外国语言文学 林莺
29 1049722205029 黎斯羽 外国语言文学 周堂波
30 1049722205030 吕林丽 外国语言文学 吴卫平
31 1049722205032 熊浚妤 英语语言文学 王海燕
32 1049722205034 张敬茜 英语语言文学 甘文平
33 1049722205035 程新莲 英语语言文学 甘文平
34 1049722205036 傅风涛 英语语言文学 周丹
35 1049722205037 朱玲 英语语言文学 柳文文
36 1049722205038 李星月 英语语言文学 王海燕
37 1049722205039 熊璨 英语语言文学 甘文平
38 1049722205040 肖倩倩 英语语言文学 周丹
39 1049722205041 王文珂 英语语言文学 王海燕
40 1049732024760 武佳瑞 英语笔译 马文丽
41 1049732205042 王一璇 英语笔译 马文丽
42 1049732205043 刘茜 英语笔译 柳文文
43 1049732205044 胡祎涵 英语笔译 刘茹斐
44 1049732205045 吕之冉 英语笔译 甘文平
45 1049732205046 高炜俊 英语笔译 戴雷
46 1049732205047 王云 英语笔译 陈伟
47 1049732205048 魏正羿 英语笔译 于艳玲
48 1049732205049 王靖净 英语笔译 王爱军



49 1049732205050 李欣 英语笔译 贺小聃
50 1049732205051 乔仁智 英语笔译 于艳玲
51 1049732205052 卢嘉媚 英语笔译 陈伟
52 1049732205053 肖薇 英语笔译 武月琴
53 1049732205054 田紫玥 英语笔译 林莺
54 1049732205055 高梦琪 英语笔译 马文丽
55 1049732205056 郑思佳 英语笔译 马文丽
56 1049732205057 熊茜哲 英语笔译 朱汉雄
57 1049732205058 叶孜正 英语笔译 朱汉雄
58 1049732205059 刘天米 英语笔译 朱汉雄
59 1049732205060 肖雅茹 英语笔译 贺小聃
60 1049732205061 熊正新 英语笔译 刘茹斐
61 1049732205062 徐曼莉 英语笔译 肖先明
62 1049732205063 吕东霞 英语笔译 贺小聃
63 1049732205064 蒋俊兰 英语笔译 王爱军
64 1049732205065 卢侠 英语笔译 林莺
65 1049732205066 杨双如 英语笔译 叶琼琼
66 1049732205067 王芷悦 英语笔译 黎慧
67 1049732205068 陈荣 英语笔译 尧玮
68 1049732205069 冉燕 英语笔译 刘茹斐
69 1049732205070 吕伊诺 英语笔译 姜艳
70 1049732205071 杨雨田 英语笔译 王海燕
71 1049732205072 吴达增 英语笔译 肖先明
72 1049732205073 李靖莹 英语笔译 柳文文
73 1049732205074 彭伟 英语笔译 陈伟
74 1049732205075 吴琼 英语笔译 王爱军
75 1049732205079 崔书怡 英语口译 姜艳
76 1049732205080 孙祺程 英语口译 但海剑
77 1049732205081 何可 英语口译 但海剑
78 1049732205082 斯化琳 英语口译 于艳玲
79 1049732205083 陈炀 英语口译 戴雷
80 1049732205084 汪雪玲 英语口译 肖先明
81 1049732205085 王梓湾 英语口译 但海剑
82 1049732205086 沈美佳 英语口译 叶琼琼
83 1049732205088 王佳月 英语口译 姜艳
84 1049732205089 张立瑶 英语口译 戴雷
85 1049732205090 刘柯 英语口译 武月琴
86 1049732205091 曹亚妮 英语口译 周静
87 1049732205092 陈康婷 英语口译 于艳玲
88 1049732205093 杨露露 英语口译 黎慧
89 1049752205076 张华丽 英语笔译 薛睿
90 1049752205077 王剑力 英语笔译 朱汉雄
91 1049752205078 周芋先 英语笔译 周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