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综合考核名单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专业
专项计

划
报考导师

材料评价
总分

是否允许
参加综合

考核

1 20211829 用旦加措 100521100000075 宗教学 无 班班多杰 88.75 允许

2 20210971 其乐木格 100521100000033 中国哲学 无 宝贵贞 97 允许

3 20210071 崔任中 100521100000049 宗教学 无 韩思艺 76 允许

4 20211049 张建华 100521100000078 宗教学 无 韩思艺 74 允许

5 20210146 曾嵘 100521100000077 宗教学 无 刘成有 73.5 允许

6 20211689 周继超 100521100000081 宗教学 无 刘成有 63.5 允许

7 20210180 王瑞欣 100521100000068 宗教学 无 刘成有 89 允许

8 20210896 卢颖 100521100000064 宗教学 无 牟钟鉴 68 允许

9 20211516 约其佐喜 100521100000076 宗教学 无 牟钟鉴 83.07 允许

10 20210307 党芳 100521100000051 宗教学 无 孙悟湖 88.25 允许

11 20210779 姜阳 100521100000056 宗教学 无 孙悟湖 78 允许

12 20210111 郭建琦 100521100000053 宗教学 无 孙悟湖 80.75 允许

13 20211989 赵怡青 100521100000023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 孙英 69.75 允许

14 20211323 张楚 100521100000021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 王海锋 87.5 允许

15 20211352 范高高 100521100000006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 王海锋 81.25 允许

16 20211634 陈浩迪 100521100000003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 王海锋 83.75 允许

17 20210467 董雪霏 100521100000026 中国哲学 无 王文东 82 允许

18 20210582 桑娟喜 100521100000034 中国哲学 无 王文东 78.75 允许

19 20212016 尹艳瑚 100521100000042 中国哲学 无 王文东 73.75 允许

20 20210816 陶文飞 100521100000016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 谢爱华 77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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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10509 李智宝 100521100000012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 谢爱华 79.25 允许

22 20210079 谢金鑫 100521100000019 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 谢爱华 86.2 允许

23 20210767 武娜 100521100000038 中国哲学 无 谢路军 78 允许

24 20211773 郭俊实 100521100000027 中国哲学 无 谢路军 85.5 允许

25 20211640 刘伟东 100521100000030 中国哲学 无 谢路军 87.25 允许

26 20210253 毕芳 100521100000047 宗教学 无 杨桂萍 94.09 允许

27 20210277 白玉帅 100521100000048 宗教学 无 杨桂萍 94.15 允许

28 20211129 纳锦阳 100521100000065 宗教学 无 杨桂萍 81 允许

29 20211447 李悦 100521100000061 宗教学 无 杨桂萍 85 允许

30 20211833 闫韶华 100521100000073 宗教学 无 杨桂萍 97.38 允许

31 20210289 聂威 100521100000032 中国哲学 无 尹志华 85.25 允许

32 20211005 周昱芫 100521100000046 中国哲学 无 尹志华 68.5 允许

33 20211815 崔安源 100521100000024 中国哲学 无 尹志华 81.5 允许

34 20210080 张志锋 100521100000079 宗教学 无 游斌 86.83 允许

35 20210109 杨远航 100521100000074 宗教学 无 游斌 83.25 允许

36 20210768 徐珊珊 100521100000071 宗教学 无 游斌 79.25 允许

37 20210863 赵雪莹 100521100000080 宗教学

少数民
族骨干
计划 游斌 73 允许

38 20211343 廖姝清 100521100000062 宗教学 无 游斌 78.25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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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211510 宣平安 100521100000072 宗教学 无 游斌 86.5 允许

40 20211681 何思妮 100521100000054 宗教学 无 游斌 78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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