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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01001071 计算机1802 张淇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 1801001021 计算机1802 杨婧旖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 1801001023 计算机1802 胡倍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 1801001030 计算机1802 廖巧玲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 1801001033 计算机1802 张平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 1801001035 计算机1802 李莎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 1801001036 计算机1802 吴益德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 1801001037 计算机1802 罗赣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 1801001040 计算机1802 杨威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 1801001014 计算机1802 胡芸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 1801001051 计算机1802 倪新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2 1801001061 计算机1802 董玉东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3 1801001019 计算机1802 谢泽魁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4 1801001022 计算机1802 熊盛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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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01001025 计算机1802 邹瑶民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6 1801001026 计算机1802 王文杰 朱院娟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7 1801000975 计算机1801 贺伦 兰世儒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8 1801000976 计算机1801 李繁 兰世儒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9 1801000973 计算机1801 李贤文 兰世儒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0 1801000972 计算机1801 钱程 兰世儒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1 1801000992 计算机1801 符悦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2 1801000997 计算机1801 付正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3 1801000988 计算机1801 甘思怡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4 1801000999 计算机1801 李豪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5 1801000996 计算机1801 李骞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6 1801000986 计算机1801 梁玉玲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7 1801001001 计算机1801 林伟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28 1801000989 计算机1801 毛纪龙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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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801000990 计算机1801 潘宇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0 1801000995 计算机1801 孙彬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1 180100993 计算机1801 吴俊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2 1801000987 计算机1801 严磊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3 1801000991 计算机1801 叶丕龙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4 1701080137 计算机1801 张子恒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5 1801001000 计算机1801 段伟华 曾茂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6 1801001074 计算机1801 李民彪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7 1801001088 计算机1801 毛元魁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8 1801001100 计算机1801 范婷婷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39 1801001064 计算机1801 李梓瑞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0 1801001086 计算机1801 郭俊杰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1 1801001092 计算机1801 王杰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2 1801001090 计算机1801 王洪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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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801001072 计算机1801 刘甜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4 1801001075 计算机1801 张坤昭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5 1801001096 计算机1801 贺彬斌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6 1801001105 计算机1801 刘涛文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7 1801001067 计算机1801 陈果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8 1801001107 计算机1801 杨秀恺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49 1801001073 计算机1801 吕鹏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0 1801001086 计算机1801 欧阳璋 谭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1 1801001013 计算机1802 芮亮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2 1801001039 计算机1802 刘笑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3 1801001018 计算机1802 黎佳豪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4 1801001020 计算机1802 毛贤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5 1801001049 计算机1802 王一平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6 1801001032 计算机1802 向梦洁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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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801001047 计算机1802 邱临文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8 1801001016 计算机1802 刘盼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59 1801001060 计算机1802 杨来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0 1801001052 计算机1802 唐棋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1 1801001058 计算机1802 蒋意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2 1801001057 计算机1802 米超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3 1801001024 计算机1802 谢雪妮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4 1801001059 计算机1802 田森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5 1801001045 计算机1802 余帅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6 1801001015 计算机1802 宋宇轩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7 1701100272 计算机1802 周裕博 李璋林 B组 朱院娟
李璋林、朱院娟、兰世儒、

曾茂林、谭茗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8 1801001062 计算机1802班
陈娟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69 1801001043 计算机1802班
吴文佳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5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0 1801001077 计算机1802班
肖哲成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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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801001041 计算机1802班
杨威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2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2 1801001038 计算机1802班 李世晨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5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3 1801001053 计算机1802班
宁淑珍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4 1801001065 计算机1802班
周应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5 1801001029 计算机1802班
陈湘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6 1801001091 计算机1802班
曾凡进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7 1801001055 计算机1802班
龚杨杰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5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8 1801001084 计算机1802班
彭云坚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5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79 1801001054 计算机1802班
张哲铭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0 1801001046 计算机1802班
王石峰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1 1801001028 计算机1802班
王泽文 陈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2 1801001101 计算机1802班
范俊杰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3 吴有伟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教务系
统里没
有这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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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1801001087
计算机1802班 胡蓉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5 1801001069 计算机1802班
金驰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0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6 1801001097 计算机1802班
唐妍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7 1801001081 计算机1802班
肖英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8 1801001099 计算机1802班
曾少珺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89 1801001085 计算机1802班 李理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0 1801001076 计算机1802班 王邵广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1 1801001103 计算机1802 刘柏君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2 1801001082 计算机1802 曾浩杰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3 1801001081 计算机1802班 肖英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4 1801001102 计算机1802班 杨智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5 1801001079 计算机1802 罗丹丹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6 1801001098 计算机1802 李湘旭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7 1801001094 计算机1802 侯明彦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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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701080143计算机 1802 班 罗奔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99 1701080157 计算机1701 夏赞松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0 1701080143 计算机1701班 蒋杰 陈晓柳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不在籍

101 1801000979计算机 1801 班 罗劲松 李锦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2 1801000977计算机 1801 班 孙文婷 李锦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3 1801000978计算机 1801 班 游江粮 李锦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4 1801000980计算机 1801 班
肖千千 李锦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8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5 1801000967计算机 1801 班
谭亦钦 姚献艺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0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6 1801000968计算机 1801 班
朱鹏 姚献艺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7 1801000971计算机 1801 班
陈颖琳 姚献艺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8 1801000982
计算机1801班 王努力 于振兴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9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09 1801000983
计算机1801班 龙爱群 于振兴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0 1801000984 计算机1801班
何琴 于振兴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1 1801000985 计算机1801班
王万杰 于振兴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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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801001066 计算机1801班
李宇轩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3 1801001005 计算机1801班
贺繁荣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4 1801001009
计算机1801班 唐攀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5 1801001093 计算机1801班
朱宵宇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4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6 1801001006 计算机1801班
黄伟民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7 1801001004 计算机1801班
肖杨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3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8 1801001011 计算机1801班
覃志杰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2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19 1801000974 计算机1801班
申芝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2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20 1801001070 计算机1801班
彭灯根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8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21 1801001106 计算机1801班
刘海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7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22 1801001083 计算机1801班
李武林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5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23 1701080251 计算机1801班
龚丽兰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11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24 1801001003 计算机1801班 唐顶骅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25 1801001070 计算机1801班 彭灯根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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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801001010 计算机1801班 成初华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127 1801001008 计算机1801班 龙俊松 赵晶 A组 姚献艺
姚献艺、陈晓柳、陈零、赵

晶、李锦、于振兴
20210536 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