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测试类别 中学名称 资格认定

1 181028803000121 陈锘 男 安徽省 交响乐团 芜湖市第一中学 合格

2 181028803000150 慕然 女 安徽省 舞蹈团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合格

3 181028803000170 李英东 男 甘肃省 交响乐团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合格

4 181028803000555 宋沛塬 男 河北省 交响乐团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合格

5 181028803000106 刘纪珂 男 河南省 合唱团 河南省实验中学 合格

6 181028803000155 郭闻雪 女 河南省 民乐团 新乡市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金龙学校 合格

7 181028803000294 杜潇然 女 河南省 舞蹈团 新乡市第一中学 合格

8 181028803000077 田嘉琦 女 黑龙江省 舞蹈团 大庆第一中学 优秀

9 181028803000124 朱宸汐 女 黑龙江省 舞蹈团 大庆外国语学校 合格

10 181028803000302 韩叙 男 黑龙江省 民乐团 大庆第一中学 合格

11 181028803000311 张然 男 黑龙江省 民乐团 黑龙江省浩良河化肥厂学校 合格

12 181028803000337 张书萌 女 黑龙江省 民乐团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合格

13 181028803000338 刘秉奇 男 黑龙江省 民乐团 大庆第一中学 合格

14 181028803000512 赵禹晗 男 黑龙江省 合唱团 大庆市东风中学 合格

15 181028803000549 朱逸飞 男 湖北省 民乐团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合格

16 181028803000205 郭洪瑞 男 吉林省 交响乐团 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合格

17 181028803000270 王艺锦 女 吉林省 交响乐团 白城市第一中学 优秀

18 181028803000006 王瑜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优秀

19 181028803000020 徐欣怡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常州市第一中学 合格

20 181028803000027 许可 女 江苏省 交响乐团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合格

21 181028803000035 时玥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22 181028803000042 黄泽宇 男 江苏省 交响乐团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合格

23 181028803000063 刘欣越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合格

24 181028803000070 李响 男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镇江中学 合格

25 181028803000073 刘柏雅 男 江苏省 交响乐团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合格

26 181028803000084 陆佳欣 女 江苏省 话剧团 江苏省海门中学 优秀

27 181028803000089 何晓萌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扬州中学 优秀

28 181028803000094 张钱雨桐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南京市金陵中学 合格

29 181028803000103 步嘉同 男 江苏省 民乐团 泰州市第二中学 优秀

30 181028803000129 朱怡霖 女 江苏省 合唱团 徐州市第一中学 优秀

31 181028803000145 路华辰 男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宜兴中学 合格

32 181028803000172 马星辰 女 江苏省 交响乐团 江苏省天一中学 合格

33 181028803000195 金子蘅 男 江苏省 交响乐团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优秀

34 181028803000244 姚涵钰 男 江苏省 交响乐团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合格

35 181028803000258 晋珮琳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合格

36 181028803000260 潘宇昂 男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宜兴中学 优秀

37 181028803000269 孙敏 女 江苏省 交响乐团 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 合格

38 181028803000309 王熙 男 江苏省 交响乐团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合格

39 181028803000316 王梓怿 女 江苏省 交响乐团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中） 合格

40 181028803000318 朱晨锋 男 江苏省 交响乐团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中） 合格

41 181028803000367 黄琳涵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海门中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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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81028803000371 王泓婧 女 江苏省 交响乐团 南京市金陵中学 合格

43 181028803000377 曹轩宸 男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宜兴中学 合格

44 181028803000383 李端文 女 江苏省 交响乐团 徐州市第一中学 合格

45 181028803000404 崔楠 女 江苏省 舞蹈团 新沂市第一中学 合格

46 181028803000416 姚远 男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合格

47 181028803000420 胡思其 女 江苏省 合唱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合格

48 181028803000436 王雨戈 男 江苏省 交响乐团 江阴市长泾中学 合格

49 181028803000458 李子琪 女 江苏省 舞蹈团 徐州市树人中学 合格

50 181028803000465 丁汀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合格

51 181028803000480 宋恒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南京市第十四中学 合格

52 181028803000514 刘木子含 女 江苏省 民乐团 南京市第九中学 合格

53 181028803000516 徐一书 男 江苏省 民乐团 江苏省滨海中学 合格

54 181028803000534 胡迪 女 江苏省 舞蹈团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优秀

55 181028803000539 糜君若 女 江苏省 交响乐团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优秀

56 181028803000019 张思佳 女 辽宁省 民乐团 大连市第二十三中学 合格

57 181028803000228 王彦婷 女 辽宁省 交响乐团 大连市第一中学 合格

58 181028803000438 李毓卿 男 辽宁省 合唱团 本溪市高级中学 合格

59 181028803000502 高铂书 男 辽宁省 民乐团 东北育才学校 合格

60 181028803000510 傅九艳 女 辽宁省 民乐团 大连市第二中学 合格

61 181028803000174 王思琪 女 内蒙古自治区 舞蹈团 包头市第一中学 合格

62 181028803000146 林子程 男 山东省 民乐团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合格

63 181028803000178 卞婧怡 女 山东省 民乐团 青岛市胶州市第一中学 优秀

64 181028803000213 郑轲欣 女 山东省 民乐团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虎山路校区） 合格

65 181028803000267 李腾之 男 山东省 民乐团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合格

66 181028803000306 李若扬 女 山东省 民乐团 山东省实验中学 优秀

67 181028803000380 李百慧 女 山东省 民乐团 山东省昌乐二中 合格

68 181028803000437 赵若彤 女 山东省 民乐团 临沂第一中学 合格

69 181028803000476 邵翊峰 男 山东省 交响乐团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优秀

70 181028803000541 马雅菁 女 山东省 民乐团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合格

71 181028803000057 石雪琪 女 山西省 话剧团 太谷二中启航学校 合格

72 181028803000144 惠楚涵 女 陕西省 民乐团 西安高新唐南中学 合格

73 181028803000018 童家炜 男 上海市 交响乐团 上海市川沙中学 合格

74 181028803000098 王田雨 女 上海市 民乐团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合格

75 181028803000032 叶心然 女 四川省 民乐团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合格

76 181028803000151 曹铖 男 四川省 交响乐团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合格

77 181028803000247 许沁曦 女 四川省 民乐团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合格

78 181028803000325 周馨燃 女 四川省 舞蹈团 四川省郫县第一中学 合格

79 181028803000453 淳洁 女 四川省 舞蹈团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合格

80 181028803000016 李妙恬 女 天津市 民乐团 天津市新华中学 合格

81 181028803000088 黄歆然 女 浙江省 民乐团 浙江省温州中学 合格

82 181028803000326 赵烜 男 浙江省 交响乐团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