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场代码 科目级别 考场地址及名称 监考教师1 监考教师2 流动组考场数 流动监考人员 收发卷教室

1 00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0 邓为民 王彩虹

2 00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1 曹璞 李立

3 00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2 朱雷 韩秀梅

4 00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3（前） 刘文胜 芦鸿娟

5 00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3（后） 梁猛 孙玉兰

6 00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4（前） 王宁 吕爱红

7 00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4（后） 安国东 郭煜

8 00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5（前） 孙健 严彦文

9 00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5（后） 汤宁 娄春华

10 01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6（前） 夏金玉 姜明明

11 01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6（后） 张篷 黄芳菲

12 01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7 周泽天 何薛燕

13 01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8（前） 宫勇昌 胡瑾

14 01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8（后） 贾占东 李季

15 01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09 齐乐 凌秀梅

16 01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10 孙晖 刘芬

17 01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11 王仲亮 马京娟

18 01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112 李鹏超 孟晓艳

19 01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3 张未来 夏秀云

20 02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4 常伟锋 蒋玲娜

21 02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5（前） 匡园 张会娟

22 02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5（后） 崔红涛 魏文亮

23 02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6（前） 于延钊 刘艳

24 02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6（后） 高硕 刘红英

25 02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7（前） 丁虎 石海霞

26 02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7（后） 张国泽 刘学红

27 02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8（前） 王伟 郑颖

28 02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8（后） 马新龙 李娜

2021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监考安排表

第1组

徐悦

王朝

于笑洋

第2组

丁玥

王霞玉

徐瑞

第3组

冯喆芃

杜薇

李靓子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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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物业办公室

（100东侧）

三教一层电教办

公室

第三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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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场代码 科目级别 考场地址及名称 监考教师1 监考教师2 流动组考场数 流动监考人员 收发卷教室

29 02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09 张剑锋 吕改娣

30 03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10 刘海洋 徐英姿

31 03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11（前） 吕志阳 穆同雨

32 03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11（后） 王昊 贾绍碧

33 03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12 李天天 赵桂华

34 03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13 刘峰 赖义珑

35 03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14 代杰 王红丽

36 03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215 王柯焱 田苗苗

37 03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2（前） 陈化楠 付小社

38 03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2（后） 杨旺 杨小婷

39 03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3（前） 解易 宋洁

40 04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3（后） 谭龙臣 吴晶

41 04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4（前） 张岩 王景莉

42 04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4（后） 孔祥迪 方丽君

43 04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5（前） 吴昊 刘雅菲

44 04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5（后） 郑卫京 刘艳萍

45 04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6（前） 王强 张小静

46 04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6（后） 崔国庆 陈新花

47 04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7（前） 李杰 杨洋

48 04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7（后） 刘俊鑫 陈永辉

49 04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09 江沛修 王艳妮

50 05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10 肖洪 王芳

51 05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11（前） 贾继 马春华

52 05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11（后） 王晓胜 孙卫娜

53 05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12 吴建勋 高姗姗

54 05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13 冯东 吴荣焕

55 05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14 万鑫 王静娴

56 05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315 王超 毛荣

第6组

王洋

段庆全

谢旭刚

第4组

肖亚楠

明晶

李凤麒

第5组

范肖玉

付强

夏丹

南翼三层

教师休息室

8
南翼二层

教师休息室

第三教学楼

301
10

10



序号 考场代码 科目级别 考场地址及名称 监考教师1 监考教师2 流动组考场数 流动监考人员 收发卷教室

57 05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2（前） 余祖德 刘东慧

58 05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2（后） 陈利平 高普霞

59 05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3（前） 崔妍 陈艳华

60 06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3（后） 马鸿雁 柳昕

61 06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4（前） 张卫丹 阴晓莲

62 06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4（后） 王红林 关晶

63 06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5（前） 戴芊慧 徐静

64 06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5（后） 孙晓华 刘慧

65 06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7 余燕飞 万璐

66 06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08 卢欣 田一雯

67 06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11 张俊莹 周秀清

68 06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12 贾小兰 张敏

69 06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13（前） 贾学琴 武玉秀

70 07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13（后） 贾红娜 高海燕

71 07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14 吴红英 刘艳平

72 07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15 王春霞 徐元一

73 07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16 姚秀颖 阿加·卡得尔

74 07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417 陆桃妹 王珊珊

75 07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02 毕铭霞 李凤芝

76 07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03 张晶 范宝彦

77 07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04 徐雪梅 尚雨辰

78 07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05（前） 桑飞 张晓萌

79 07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05（后） 段煜霞 洪丽燕

五楼

机房办公室

第9组

马胜男

李泳希

第7组

黄娅

韩冰

张君豪

第8组

闫瑶

王懿

达吾拉江·巴图尔

第三教学楼

406

第三教学楼

409

10

8

5



序号 考场代码 科目级别 考场地址及名称 监考教师1 监考教师2 流动组考场数 流动监考人员 收发卷教室

80 08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08 鲁义珍 刘天琳

81 08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09 肖春静 兰芳

82 08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10 张丽萍 王亚军

83 08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11（前） 周乐 赵茜

84 08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11（后） 王小莉 刘凤明

85 08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12 辛彦宇 李彦

86 08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14 燕梅 于荥

87 08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第三教学楼515 李娟 吴连赏

88 08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102 朱建伟 卢春慧

89 08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103 叶青 王宣赫

90 09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110 李芹 蒋小华

91 09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111 郭慧清 曹娜

92 09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202 刘晓阳 马晓红

93 09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203 宋词郁 陈平

94 09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210 周凌希 吕静

95 09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211 马珍珍 张永旺

96 09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301（前） 马亚秋 陈书平

97 09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301（后） 张睿琪 吴双元

98 098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302 塔美玲 高小永

99 099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310 安佳宝 张乐

100 100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312 袁玉 边丽

101 101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401（前） 刘雨霞 沈岚

102 102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401（后） 林艳艳 王圣娇

103 103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402 王武荣 杨晓娟

104 104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410 安姬 朱娣

105 105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412 蔡冬梅
艾丽菲热·艾

斯卡尔

106 106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501（前） 杨春丽 李雪梅

107 107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 东教501（后） 高俊欣 范吉宏

第三教学楼

513

东教107

东教305

第10组

祝宁

单韩洁

刘忠尧

第11组

尹美尧

刘方媛

苏家玉

第12组

张腾

熊子馨

第13组

余赟

张柯

张浩

东教405

8

8

5

7



序号 考场代码 科目级别 考场地址及名称 监考教师1 监考教师2 流动组考场数 流动监考人员 收发卷教室

108 108 英语六级 东教502 董伦 张继明

109 109 英语六级 东教503 胡亮尘 薛亚茹

110 110 英语六级 东教510 杜玉龙 任长虹

111 111 英语六级 东教512 武长富 王殿芬

112 112 英语六级 东教513 菅本启 黄雅琼

113 113 英语六级 东教601（前） 李兴洵 尹林梅

114 114 英语六级 东教601（后） 贾新峰 郝小莉

115 115 英语六级 东教602 解泾阳 张婷

116 116 英语六级 东教603 王晓辉 闻俏

117 117 英语六级 东教610 郝龙帅 王娟

118 118 英语六级 东教612 孙伟宸 曹秀婷

119 119 英语六级 东教613 林嘉奖 张文娟

120 120 英语六级 东教712 崔浩猛 李晓梅

121 121 英语六级 东教713 任伟 王小琼

122 122 英语六级 东教714 韩瑞辰 张茜

123 123 英语六级 五教101 王斌 葛雅玲

124 124 英语六级 五教102 熊靖 刘涛

125 125 英语六级 五教201（前） 李晨星 乔营营

126 126 英语六级 五教201（后） 王小秋 乔国洪

127 127 英语六级 五教202（前） 邓道明 张楠

128 128 英语六级 五教202（后） 林青国 张添

129 129 英语六级 五教301（前） 夏振国 吕亮娇

130 130 英语六级 五教301（后） 方凤玲 吴迪

131 131 英语六级 五教302（前） 张凤丽 方百会

132 132 英语六级 五教302（后） 张焕芹 刘娟

第15组

魏晨

李思宇

方正

第16组

菅本运

孙小娟

李婉婷

东教605

东教204

第14组

兰海帆

杨济宁

东教505

10

10

5



序号 考场代码 科目级别 考场地址及名称 监考教师1 监考教师2 流动组考场数 流动监考人员 收发卷教室

133 133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101 贾庆超 庞宏

134 134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109 关晶 吴欣松

135 135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201 陈虹 王郁现

136 136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206 高致云 李家州

137 137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209 徐卓青 彭云雷

138 138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301 郭昕宇 门成全

139 139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303 左玉 李壮

140 140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307 孟晓静 杨克

141 141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308 国若家 陈冲

142 142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310 牛瑞儿 何藜

143 143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403 姜月萍 王鑫

144 144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406 李杨 冯岩岩

145 145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407
曙古拉·多提

甫
郭巍

146 146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409 郭慧 温一君

147 147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503 李莉 纪爽

148 148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507 谢静 乔倩

149 149 英语六级 第四教学楼603 刘素转 李宇明

第17组

马继涛

王竹君

李兆希

第18组

谢钊

陈萌

陈欣宇

第四教学楼

108

第四教学楼

408

10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