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系 

地理科学 

0701班 30人，辅导员：李晋媛 

逯砚秋、丁晓娟、双丽莎、苏  磊、杨  娟、申竹卿、樊丽郡、

石  峰、周智红、胡冬冬、张香香、杜娟娟、郭玉婷、李玲玉、

白  帆、王  鑫、王  婕、张晓瑞、闫萌妮、赵艳雷、王  刚、

白  羽、安晶晶、王良娟、毛志军、赵  昱、李  元、景译萱、

薄  江、李  静 

地理科学 

0801班 40人，辅导员：李  雪 

张学顺、刘  伟、原  龑、张 苇、闫志强、王成财、蔺修伟、

卢智宇、曹志宏、胡晓强、张 龙、张中韬、程永静、赵文丽、

王东琴、魏民秀、周  汶、闫 雪、张姗姗、张华艳、程 婕、

刘莉红、杨 婷、柴 华、董淑芳、韩丽红、董 雪、于 变、

安 洁、杨燕林、张 静、李  黎、张 茹、赵玉慧、王 斌、

李  明、赵 娟、赵力弘、冯 卿、李 凡 

0802班 38人，辅导员：李  雪 

甘百利、郭超凡、刘建飞、李增瑞、赵培林、郭  华、高建雄、

武  健、崔建军、何  涛、刘  钰、武  杰、张蓉蓉、康  娜、

路  平、王秀秀、张育丽、田秋鸿、李丽琴、孙晓舒、张  娟、

马  雁、张培楠、臧华丽、李连连、毛琴琴、高姣姣、任慧婷、



王亚安、王  芳、张  敏、李旭芳、牛茜茜、孙鹏娟、吴增玉、

张一琼、刘  娟、周  芳 

0803班 37人，辅导员：李  雪 

康琛欣、侯韵玮、张有福、崔亚辉、樊奇鹏、张程槊、穆伟峰、

侯  健、李瑞龙、李  杰、郑凯俊、冯  婷、杨  睿、王燕芳、

吴  慧、王艳春、唐全华、李晋芳、吴卓婷、谢旋楠、郝叶青、

董  月、徐小燕、胡红艳、党玉婷、张晓静、文  雯、魏雨诗、

张丽兰、郑  婷、虞晓晔、董  苗、王夏楠、王炎垚、张玉青、

杨晓红、介彬伊 

地理科学 

0901班 40人，辅导员：翟  翼 

马顺顺、李新宇、胡宝东、王  浩、张笃军、申  震、张  云、

刘文辉、李  斌、王建龙、薛泉江、陶  姣、候  静、范宇娟、

赵衍君、郝静静、杜晓丽、赵  娜、侯  捷、吉  茹、庞敏艳、

王新宇、武莎莎、张小英、孙玉芝、张静静、杨灵玉、王  洁、

刘贞锐、董学丽、李俊荣、李亚杰、杨  冲、王宏宇、李金梅、

贺倚天、白  玉、郭晓岑、张娜娜、柴国丽 

0902班 39人，辅导员：翟  翼 

晁  冰、张文忠、张俊龙、赵春荣、张  宇、赵国荣、王阳阳、

张海涛、冯国君、张秀萍、王啸宇、李巧艳、陈智苗、张  静、

韩  俊、田娅娅、罗  伟、程  丽、杨  芳、闫  虹、曹志丹、

林小鹏、武  敏、闫红娟、王娅娅、张  潞、常  羚、陈美娟、



续  娜、王  林、解晋芳、杨艳青、陈佳丽、薛振方、白雪雪、

靳丽君、张晨霞、秦旭升、张娜娜 

地理科学 

1001班 44人，辅导员：李  雪 

陈树登、郭航飞、魏  然、雷晓宇、李滟泳、李  航、王  江、

李序春、苑秀全、姬  磊、金  鑫、王建华、刘国骄、王志华、

靳文海、何亚男、杜敏敏、赵茹茹、王琪霞、刘  彤、魏  晶、

张俊芳、刘玉梅、史志芳、吴立周、高小艳、郭  潇、毛建泽、

李婕羚、刘腊梅、王  桢、张雅倩、续沛沛、梁倩倩、吕  倩、

秦建英、孙  靖、吴晓湲、徐  菲、陈  钰、刘  亚、周金金、

杨起帆、刘冬冬 

1002班 42人，辅导员：李  雪 

邵  鑫、张  宇、樊昌晋、郭李凯、项鹏宇、宋思维、郭  瑞、

王玮玮、杜  强、杨  浩、张  可、郝  杰、景  松、李  鑫、

毕  斌、张  慧、郭秒玲、张彩林、吕  丽、张  婧、任珊珊、

郑雅婧、任星蓉、秦静波 、郭婧媛、郭怡君、鲍  麒、田静芳、

王  希、刘晓琴、耿佳丽、任晓倩、李燕燕、强春花、张莉汶、

尉燕云、杨树荣、李怡平、李向宏、赵晓青、陈  洁、张晓堃 

地理科学 

1101班 33人，辅导员：李  雪 

王晓晨、霍  刚、陈廷廷、王  坤、苏  涛、王燕龙、亢晨宇、

张佳奇、李泽阳 、孙小兵、刘  刚、李晓辉、贺  强、杨雁强、



宗晓玲、王云鹤、翟仙力、员亚茹、李王云、周  洋、赵银娥、

王雪婷、谢聪聪、宋晓娟、薛慧敏、王  玺、李红娟、田  峰、

弓  芳、卫望丹、王圆圆、王晓蕊、苏  俊 

1102班 34人，辅导员：李  雪 

李明明、郭  强、贾  祥、郝小刚、周  杰、闫  晖、苏雄辉、

乔  天、冯  泽、史吴博、贺泽好、郭  鹏、李毅岗、代子俊、

郝张艳、李少平、任志林、董骄琳、文  婧、曹丽娟、孟慧敏、

董  娅、陈馨怡、申  研、王佩佩、焦凡凡、张博伦、郭婧婧、

葛志繁、刘欢欢、解  君、张娬轶、伊  晋、郑晓丹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 

1101班 47人，辅导员：翟  翼 

雷俊杰、王  博、乔敏聪、王  宏、李耀伟、赵登辉、石永明、

张恒博、李雯浩、张  臻、赵子龙、王  鑫、徐  伟、马建强、

李佳佳、王建栋、相  贲、赵国鑫、杨  莉、王建超、刘斐斐、

张  璐、赵晨艳、马慧娟、闫泽婷、于  丹、高小芳、王淑云、

程思瑞、王  清、饶亚静、张  楠、崔  颖、靳媛媛、魏  娜、

王哲琦、温婧媛、党怀颖、尚  佳、王亚辉、吕毅轩、成彩鑫、

张  玉、张丽娜、张思宇、张  婧、曹  宇 

地理科学 

1201班 57人，辅导员：樊  鑫 

郭俊宝、霍跃文、窦百强、郝志雄、史晓峰、武  伟、赵  锋、

周  锋、倪瀚韬、李月明、武  阳、李志渊、车  磊、董  瑞、



高生峰、李婉华、王守卫、王  凯、杨泽钦、阎  熙、于浩然、

翟雪刚、李晓兵、晋  莹、马  慧、张晋媛、郭  青、张  婧、

陈  静、钟  朵、赵  欣、王晓宇、杨  璐、祁丹萌、卢泽燕、

王翠芳、张  昱、韩莲珍、翟惠娟、张俊丽、王  婷、徐  茜、

罗  悦、李  玲、杨  姣、张文芳、张力群、陈  颖、聂明鹤、

任聪聪、张耀文、王新波、王婧媛、王光娟、强  磊、王晓雅、

李  洁 

1202班 57人，辅导员：樊  鑫 

李晨飞、李志国、郭建文、马  帅、闫飞飞、胡子豪、张  恒、

仝宏伟、郭晓欣、张  伟、张飞飞、高  越、李军伟、郭育华、

刘  飞、贾  雪、白  凯、任  凯、郭家兴、胡澎湃、李  斌、

张凤阳、申  祺、陈  丽、柴行莲、桑燕妮、王锐杰、史钊源、

韩丽华、李  彦、李若男、刘  燕、段世辉、穆阳阳、马  进、

韩  娜、赵  静、姚金凤、弓  玲、庞慧敏、王春梅、王  晶、

王海玲、王慈安、焦  蕊、晋文青、吕丽君、袁亚男、赵璐琴、

王欣睿、杜文霞、赵  霞、张丽芳、王倩倩、桂雅楠、王  娜、

赵明玉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201班 47人，辅导员：翟  翼 

胡锦鑫、张  宁、张  帅、魏延锡、李煜强、赵  丹、武  超、

张滋芳、杨  彦、高靖易、杨占辉、朱晓波、杜  超、刘灿林、

王  伟、贾  操、田  川、王俊杰、张  成、赵  倩、闫丽沙、



张小玲、梁  赟、刘晓星、王  雯、赵  敏、王俊涛、焦可欣、

郭雅琪、王旭静、冯艳清、温宇鑫、常丹丹、张子静、冯少乔、

解阗宇、葛晨曦、柴  瑞、单  霞、谷伊雯、郭敬文、常  安、

李文君、刘丽丽、贾  瑶、申倩茹、武  娜 

地理科学 

1301班 45人，辅导员：张  健 

马  刚、闫宇翔、赵欢欢、宁  伟、韩旭峰、高强强、李佳伟、

王  恺、闫冠燔、闫荣亮、宁宇楠、白旭军、田  增、高  宁、

李  媛、费晓超、程永琪、褚铭燕、赵雪婷、刘雪蕊、武志芳、

赵鹏燕、何巧凤、王雪莹、常玲玲、陈藴琳、赵文静、韩  静、

吴婉璐、韩  蕊、王晓霞、赵雅琴、孙  超、贾小宇、严婷婷、

刘海霞、贾  琪、樊璐琪、王  琦、李亚新、李  慧、何佳璘、

苗  燕、郭  敏、苏  妍 

1302班 46人，辅导员：张  健 

王雷雷、李炳琪、贺  兴、郭耀宗、王  星、王  虎、陈  贺、

房旭东、赵圆峰、梁海波、马智勇、庞淑予、王  凤、王  波、

张爱琴、杨晓宇、张  然、丁瑶瑶、赵文琴、王燕燕、陈  雯、

王  苗、苏  慧、张倩倩、温  静、张苗苗、米青青、李婷婷、

张  瑞、刘  薇、宿亚楠、秦娅风、谢亚林、郭俊莉、张凯利、

郭  旸、亢思杭、任亦君、樊美荣、刘林燕、姚  萌、王小奇、

张志茹、薛  然、任子春、曹阳阳 

人文地理与城乡管理规划 



1301班 23人，辅导员：李莎莎 

王  晟、杨  鑫、秦瑞敏、解鹏跃、李芮吉、牛俨吉、岳亚宁、

白高林、郭  滨、孙  文、郭宇剑、武桃丽、赵  聿、张  娜、

王晓磊、梁  晓、王  佳、任甜甜、武梦鑫、王钏卜、公晓丽、

张梦堰、寒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