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2019年本科外语类保送生拟录取名单
准考证号

性 考试
别 语种

毕业学校

拟录取专业

201900307 杨知烨 女 英语

济南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119 葛依然 女 英语

南京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319 刘皓月 女 英语

郑州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姓名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含浦东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区）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201900316 张思齐 男 英语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重庆外国语学校）
201900116

刘冰

男 英语

201900219

王唱

女 英语

南京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111 车睿佳 女 英语

郑州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118 周蔚玥 女 英语
201900114 马博文 男 英语
201900113 张晓澜 女 英语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重庆外国语学校）
天津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含浦东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区）

201900205 林奕雨 女 英语

南京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320

男 英语

南京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221 周心怡 女 英语

南京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213 薛璐瑶 女 英语

成都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106 毛婧薇 女 英语

郑州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210 刘肇峰 男 英语

郑州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315 邓芯汝 女 英语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重庆外国语学校）

英语

201900318 冷香凝 女 英语

济南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107 吴主泰 男 英语

成都外国语学校

英语

201900308 孙靖一 女 英语

济南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217 王一迪 女 英语

成都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103 敖文馨 女 英语

武汉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120 张欣艺 女 英语

济南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桂野

201900117 卢诗芸 女 英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含浦东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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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312 曹琳一 女 英语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重庆外国语学校）

西班牙语（零起点）

201900115 姚可譞 女 英语

太原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215 王名扬 男 英语

郑州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311 战家淼 男 英语

长春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108 陈昱兮 女 英语

杭州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121 周熙羽 男 英语

南昌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218 谭宇轩 男 英语

南京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214 邹蕙远 女 英语

天津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203 路尚斌 男 英语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302 刘宣彤 女 英语

长春外国语学校

英语（复语国际人才班）

201900105 柳一杨 女 英语

太原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102 魏瀚轩 男 英语

南昌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姓名

201900204 盛韡钰 男 英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含浦东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区）

201900212 赵彦凌 女 英语

南昌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209 辛泽宇 女 英语

太原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220 王逸然 女 英语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日语（零起点）

201900305 张博轩 男 英语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翻译（外交翻译专训班）

201900109 胡博涵 男 英语

长春外国语学校

英语

201900112 付云芸 女 英语

深圳外国语学校

日语（零起点）

201900313 叶维嘉 男 英语

天津外国语学校

西班牙语（零起点）

201900401 李紫嫣 女 法语

太原外国语学校

法语（高起点）

201900501 梁家颖 女 日语

成都外国语学校

日语（高起点）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西班牙语（高起点）

201900601 常家宁 男

西班
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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