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Call for Application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School of Sociology BNU 

2017年“优秀大学生国际学术研修夏令营” 

暨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工作坊 

拟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校 本科专业 联系方式 

1 吴*宝 女 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 1780****627 

2 郭*松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 社会学 1824****298 

3 付*静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学 1580****863 

4 李*添 女 中央民族大学 社会学 1880****052 

5 曹* 女 山东大学 社会学 1786****511 

6 柳*琳 女 中央民族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1881****660 

7 陈*燕 女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工作 1312****034 

8 黄*宏 男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 1881****299 

9 沈*辉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 1312****718 

10 张*吉 女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 1581****877 

11 刘*戈 男 华南理工大学 行政管理 1363****138 

12 柯* 女 内蒙古大学 社会学 1883****900 



13 张*冉 女 哈尔滨工程大学 社会学 1884****060 

14 林* 女 安徽大学 社会学 1885****386 

15 李*敏 女 内蒙古大学 社会学 1512****495 

16 崔*晴 女 苏州大学 社会学 1571****221 

17 董*雨 女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工作 1592****251 

18 张*莉 女 南昌大学 广告学 1371****925 

19 许*宜 女 华南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1552****893 

20 梁*祺 男 西藏民族大学  社会工作   1570****639 

21 黄*冬 女 河南科技大学 社会工作 1505****577 

22 刘*荻 女 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工作 1580****711 

46 赵*洁 女 河北大学 社会工作 1593****312 

24 范*颖 女 东北农业大学 社会工作 1564****762 

25 王*娅 女 西北政法大学 社会工作 1871****531 

26 白*星 女 内蒙古大学 社会工作 1512****951 

27 王*珊 女 北京科技大学 社会工作 1788****155 

28 罗* 女 四川农业大学 社会工作 1822****453 

29 张* 女 北京理工大学 社会工作 1562****237 

30 熊* 女 西南大学 社会工作 1800****217 

31 陈*蓉 女 首都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 1788****619 

32 何* 女 武汉理工大学 社会工作 1517****522 

33 贾*灿 女 中央民族大学 社会工作 1352****939 



34 陈* 女 大连海事大学 社会工作 1335****999 

35 张* 女 北京理工大学 社会工作 1501****939 

36 刘*龙 男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工作 1592****698 

37 姜* 男 中国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1327****929 

38 老*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1594****919 

39 冯*鸣 男 中国海洋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1785****679 

40 吴*位 男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 1881****215 

41 吴*沔 女 中国农业大学 农村区域发展 1881****628 

42 吴*宁 女 中山大学 民族学 1552****931 

43 李*萍 女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 1821****318 

44 胡*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学 1326****835 

45 刘* 女 辽宁大学 汉语言文学 1590****271 

（此拟录取名单发布后，夏令营筹备组会尽快与所有名单中的拟录取营员以邮件的

方式进行确认，如果有营员在确认时放弃，我们会通知未在此名单中的同学进行递补，

所有录取工作将于本月 20 日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夏令营筹备组 

                             2017 年 6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