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21 年研究生推免复试通知 

 

    经过历史学系 2021 年研究生推免专家审核小组的严格评审、筛选，确定以下申请者参

加推免复试： 

 

推免申请 ID 姓名 申请专业 所在学校 所学专业 

SQ202019932 吴梓民 世界史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SQ202022860 李羽谦 世界史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学 

SQ202021767 王歆祎 世界史 武汉大学 世界史 

SQ202023081 姬方盈 世界史 北京大学 世界史 

SQ202006107 谭露璐 世界史 南开大学 世界史 

SQ202001663 李杰晟 世界史 南开大学 世界史 

SQ202005813 龚子琪 世界史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 

SQ202007887 吕成敏 世界史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SQ202002069 李怡青 世界史 北京大学 世界史 

SQ202002912 董依冉 世界史 北京大学 世界史 

SQ202014149 张凝 世界史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类 

SQ202010860 张诗淇 世界史 北京大学 世界史 

SQ202004216 胡梦瑶 世界史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SQ202021253 费欣然 世界史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SQ202019363 杨泽华 世界史 首都师范大学 世界史 

SQ202019573 傅敏乐 世界史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励耘） 

SQ202018919 冉力帆 世界史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SQ202017112 黄炯芮 世界史 中国人民大学 世界史 

SQ202009417 杨天 世界史 南开大学 世界史 

SQ202018846 徐露 世界史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学基地班 

SQ202021536 罗亦宗 世界史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SQ202019656 曹蜀阳 世界史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SQ202021687 王一萌 世界史 首都师范大学 世界史 

SQ202013387 魏韶良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01187 吴思贤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08634 许俊拯 中国史 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18988 徐铖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20098 姜煜颖 中国史 湖南大学 历史学 

SQ202023092 王佳丽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01267 张锦宇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11633 赵云霄 中国史 兰州大学 人文（历史方向） 

SQ202002106 邓凯夫 中国史 南开大学 历史学 

SQ202004106 张宇宁 中国史 南开大学 历史学 

SQ202006774 刘丰源 中国史 北京大学 考古学 

SQ202020436 刘子宁 中国史 郑州大学 历史学 

SQ202019373 郭埔嘉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15650 黄佳希 中国史 山东大学 历史学 

SQ202014685 余越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20509 陈旖 中国史 武汉大学 历史学基地班 

SQ202020050 赵怡晨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21120 柯子蕴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04595 曹佳鑫 中国史 兰州大学 历史学类 

SQ202021046 李和成 中国史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 

SQ202006854 李宣颖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19944 谢博闻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16590 邹璐璐 中国史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 

SQ202009510 周聪琪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11943 赵一凡 中国史 四川大学 历史学基地班 

SQ202019261 贾淋婕 中国史 西北大学 历史学基地班 

SQ202020516 梁冰玉 中国史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学（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史实验班） 

SQ202021198 王一祎 中国史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 

SQ202006031 黄山 中国史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类 

SQ202012416 徐晨翔 中国史 四川大学 历史学基地班 

SQ202019214 张易和 中国史 北京大学 历史学 

SQ202019980 汪舒帆 中国史 南开大学 历史学 

    

复试安排：（请注意所报考专业的复试时间！） 

世界古代史：    2020 年 9 月 25 日（周五）上午 8: 30 

欧美近现代史：  2020 年 9 月 25 日（周五）上午 8: 30 

亚非拉近现代史：2020 年 9 月 25 日（周五）上午 8: 30 

中国古代史：    2020 年 9 月 25 日（周五）上午 8: 30 

 

中国近现代史：  2020 年 9 月 26 日（周六）上午 8: 30 

 

地点：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 5 号楼历史学系地下会议室 

到达：请所有考生提前 30 分钟到达历史系地下一层 B117 教室，等候面试。 

复试资格审查：复试开始前 30 分钟，审核复试资格。请所有考生出示个人身份证、学生

证，以及英语证书原件。 

 

【入校须知】 

 1、请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原件于北京大学东门入校。 

 2、请外地考生提前用微信或支付宝绑定北京健康宝（入校时需扫码）。 

 3、因疫情防控要求，当天入校仅限一次。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20 年 9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