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代号 辅导员 班级代号 辅导员 班级代号 辅导员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 F160211-2 刘自宁 F150211-2 刘自宁 F140211-2 刘自宁

F160213-4 公建华 F150213-4 程玉华 F140213-4 张振荣 

F160215-6 公建华 F150215-6 程玉华 F140215-6 张振荣 

F150217 程玉华 F140217 张振荣 

B170211 张振荣 B160211 礼贺

F160221-2 公建华 F150221-2 程玉华 F140221-2 王宪喜

F160223-4 曾志嫘 F150223-4 桂西 F140223-4 王宪喜

B170221 袁桂娟 B160221 礼贺

法  学 F160241-2 宋秋婕 F150241-2 丁轶 F140241-2 王宪喜

F160311-2 毛文艳 F150311-2 严祎琪 F140311-2 董哲

F160313-4 毛文艳 F150313-4 张丽萍 F140313-4 董哲

F150315-6 张丽萍 F140315-6 桂西

F150317-8 张丽萍 F140317-8 韩斌全

F160331-2 宋秋婕 F150331-2 丁轶 F140331-2 闵文飞

F160333-4 宋秋婕 F150333-4-5 丁轶 F140333-4 刘维维

F160411-2 赵田田 F150411-2 袁桂娟 F140411-2 闵文飞

F160413-4 赵田田 F150413-4-5 袁桂娟 F140413-4 闵文飞

F160415-6 赵田田

F150511-2 陈佳 F140511-2 王晓琼

F150513-4 陈佳 F140513-4 陈菊华

F150521-2 王文茜 F140521-2 王晓琼

F150523-4 王文茜 F140523-4 王晓琼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 F150525-6 王文茜

F160711-2-3 程龙辉 F150711-2-3 俞良友 F140711-2-3 张倩韵

B170711 程龙辉 B160711 俞良友

劳动与社会保障 F160721-2 程龙辉 F150721-2 吴悠悠 F140721-2 张倩韵

行政管理 F160731-2 陈佳 F150731-2 吴悠悠 F140731-2 张倩韵

食品质量与安全 F160751-2 陈菊华 F150751-2 吴悠悠 F140751-2 陈菊华

F150611-2 曹欣欣 F140611-2 应正丽

F150613-4 曹欣欣 F140613-4 应正丽

B170611 顾祎玮 B160611 应正丽

英语（新闻） F150631-2 曹欣欣 F140631-2 顾祎玮

F150621-2 蔡晓彬 F140621-2 应正丽

F140623-4 顾祎玮

西班牙语 F150641-2 蔡晓彬 F140641-2 钱绎菲

日语（日语翻译） F150651-2 蔡晓彬

朝鲜语 B170661 顾祎玮

F160811-2 木丹 F150811-2 张忠伟 F140811-2 宗美

B170811 宗美 B160811 杨柳

F160821-2 木丹 F150821-2 张忠伟 F140821-2 宗美

B170821 宗美

产品设计 F160841-2 木丹 F150841 张忠伟 F140841 宗美

新闻学 F160911-2 杨玉华 F150911-2-3 官巧玲 F140911-2 周丹

新闻传媒经营 F160921-2 杨玉华 F150921-2 张忠伟 F140921-2 杨柳

F160931-2-3 杨柳 F150931-2 官巧玲 F140931-2 杨玉华

F150933-4 官巧玲 F140933-4 周丹

时尚
学院

市场营销（快时尚营销） F160851 张宇姮

F160111-2 胡佳佳 F150111-2 陈卫娟 F140111-2 赵炳发

F160113-4 胡佳佳 F150113-4 陈卫娟 F140113-4 赵炳发

F160115 胡佳佳 F150115-6 苏晓晨 F140115-6 陈卫娟

信息管理 F160121-2 窦灿 F150121-2 郑和武 F140121-2 苏晓晨

F160231-2 张磊 F150231-2 郑和武 F140231-2 苏晓晨

F160233-4 张磊 F150233-4 郑和武 F140233-4 张磊

软件工程 F160117-8 胡佳佳

F161111-2 李清怡 F151111-2 唐文静 F141111-2 李婷婷

F161113-4 李清怡 F151113-4 唐文静 F141113-4-5 李婷婷

F161115 李清怡 B171111 李清怡 B161111 唐文静

康复治疗学 F161121-2 何妍蓉 F151121-2 唐文静 F141121-2 李婷婷

F161131-2 何妍蓉 F151131-2 夏希妹

F151133-4 夏希妹 F141131-2 夏希妹

国际
教育
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F162101 毛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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