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教育学院关于 2021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

审核结果的公示

根据《梧州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以及毕业生提交的

结业、延期毕业申请等情况，学院对每位毕业生逐一核查，2021 年 5

月12日经学院审议，现将2021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结果公示如下，

公示期为 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5 月 17 日共五天。如有异议，可在公

示期内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向教师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反映。

联系人及电话：王晨伟 18707747929

联系地址：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富民二路新民里 13号 A307 办公室

一、毕业资格审核结果：

1、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毕业名单（99 人）

黄东仔 杨莹 李源 吴观莲 赖明铭 梁乐苹 刘福忠 陈晓芸

廖佳慧 刘丽薇 张书宁 冯秀伟 杨霞 黄娇明 李颖莹 潘丽矫

李志华 刘玉珍 覃如霞 邓庆芳 梁娟 李静 卢亚婷 覃欣

孙思琴 王娅 黎木林 闭月媛 陈冰 王婵 杨慧颖 陆敏湘

黄莹蓉 李冬梅 廖建丽 罗世华 苏惠婷 周怡 凌国媛 韩琴

易洁华 曾诗婷 张桂榕 李舒华 彭焱 陈滢 何媚 黄雪慧

覃莉杰 邓媛蓉 符月莲 沈雪梅 杜文渊 吴慧 吴秀婷 冼金兰

陆燕鋆 黄华娟 罗小玲 潘芝玲 姚慧琪 洪景 李奇屿 韦秀丽

莫彦羽 冯秋雨 黄冬兰 杨俏 黄敏敏 刘美艳 庞家宜 王瑾

黄水金 练依兰 欧小凤 陶亚春 赵贵娟 庞若欣 柒禹成 高雨飘

吴宏宇 邓洁 冯师师 黄静梅 黄晓梅 徐彩媛 赵筱萱 何明慧

韦卓彤 姚思影 周倩 曾珍娜 窦敏文 朱俊晓 莫文燕 莫锋锋

林广燕 庞远琼 苏金穗



2、小学教育（专升本）专业毕业名单（11 人）

徐依玲 连少燕 谢子婷 钟倩倩 陈春雨 林梅芳 王思宇 周思婷

谭莹莹 谢翘徽 李钰倩

3、学前教育（本科）专业毕业名单（36 人）

黎欢欢 周雪梅 岑梅樱 陈朋师 陈秋如 冯海怡 郭群英 洪曼

黄冰 黄彩鸿 黄川玲 黄一媚 蓝义萍 李贵珍 李淑汶 林金兰

刘慰凤 卢丹庆 卢美秀 罗钰妮 莫容平 莫燕燕 苏敏荔 覃国昕

覃明潇 覃祝婷 韦柳红 韦远梅 吴碧云 谢卓思 徐燕青 曾露

郑小丽 钟巧菊 钟雪嵋 周红英

4、学前教育（中职升本）专业毕业名单（47 人）

王海丽 梁小小 陈丽妃 梁祖凤 包灿 张燕 李恩菲 陈秋云

陈华芳 陈晓婷 党美龄 段丽 方业珺 费雅婷 胡斯惠 胡玉湄

黄谷 黄嘉丽 黄飘飘 黄秋月 黄仕林 黄微微 黄先钥 黄献玉

黄映彬 蒋小云 赖海燕 黎一帆 李金凤 梁芳连 梁柳 梁敏诗

林间间 刘晓华 刘应萍 卢翠玲 陆冬霞 阮丹丹 孙晓婷 孙正芳

韦珍妮 伍海英 杨琳 曾重湘 卓美义 石伟良 吴玉秋

5、音乐学专业毕业名单（68 人）

王富民 党义炎 欧倩枫 黄华美 曾锋伟 于武冠 包亮亮 陈子川

宦洪伟 李东 李世金 零灿林 韦国政 吴业佳 朱泳锟 陈东

陈永萍 邓小小 杜茜霖 高雷 何凯霞 何婉婷 黄庭月 黄燕春

李虹平 李萌 李梦月 李响 罗金连 莫美 石耀华 汤婷婷

王倩 韦雨萍 许荣婷 杨先珠 袁翠芳 张艺 李炳仁 李国钊

李怀 覃德 童鹏 闭德钰 陈潇铷 黄琳方 黄琼英 黄思露

黄婷 黄艳娇 李沛燃 李文振 梁恺昕 廖孟佳 卢艳芳 吕彦仪

莫艳婷 宋子妮 唐田心 杨晨婉 杨楚茵 杨妃 杨可 于芳梅

余凤仙 张秋菊 张瑞丽 赵静



6、学前教育（专科）专业毕业名单（57 人）

林珊珊 褚慧云 陈百珍 邓杏萍 甘华恩 关雅之 黄海倩 黄秋清

蓝柳岸 李家懿 刘雪卿 陆青妙 陆圆园 罗友娟 莫英杰 农雪诗

石韩肖 韦欢花 韦淋馨 杨美连 曾小新 赵雅云 钟文绮 项柯涵

蓝东东 卢晓静 罗心汝 韦柳英 刘泳辰 卢佑 邓绵绵 方兰

甘梅清 黄彩相 黄丽枝 黄紫霞 黎金荧 李美静 林桂兰 龙星宇

陆莉 陆晴晴 陆智相 蒙艳红 农钦丽 潘孔霞 庞宇璇 邱小容

施莹莹 覃慧宁 韦丽敏 曾淑清 张丽珍 钟玮琴 朱和群 祝琼

诸葛清韵

7、结业名单（共 8人）

覃锦梅 王书睿 梁晓蕾 潘蝶 石铭慧 莫庆连 杨秋菊 卢勇成

8、延期毕业名单（共 22 人）

翟源可 黄永文 李楚莹 林艳菲 潘敏华 黄金燕 黄丽倩 苏金凤

梁春兰 韦娟娟 胡樱婵 韦春燕 王剑宝 林秋虹 陈远春 符金玲

蔡雄 黄世豪 王威 徐慧 梁贵雄 俞翠怡

教师教育学院

2021 年 5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