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考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考试类别 校考专业分

0223367 安辰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2749 毕翔宇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3616 蔡荣安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2417 曾楠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0012 常雨辰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1769 陈春龙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0888 陈昊阳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1777 陈嘉胤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1993 陈欣仪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1786 陈泳辰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2135 陈云珊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0065 陈周宁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0110 程浩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0299 程家龙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2920 程泽文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2

0223395 崔笑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0178 代真真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3560 戴敬伦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0204 董韩梓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1232 樊凡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1942 范潇予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2336 冯含露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0897 冯一帆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3

0220876 高广泰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1726 高文卿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2253 耿晟凯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0209 郭佳璇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0921 郭新卓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1619 郝秀华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1120 侯清竹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5

0220617 胡斌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7

0220014 黄黛淇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7

0221105 黄凤仪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0020 黄琦玮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2622 黄紫琪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0393 纪雪聪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苏州大学2018年艺术类专业校考合格考生名单（按考试类别、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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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406 贾洪光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1

0221643 江昱佩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1256 金珂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1

0220243 金玮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4

0220834 阚婧华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1934 孔垂青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2290 孔涵沛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2

0221997 孔令宇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3250 李丽娜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2959 李论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0882 李启裕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9

0222079 李仁君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3066 李文妤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1029 李子晗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3615 梁振奇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1812 廖紫玉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0995 林海涨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2273 林子涵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1252 刘淳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2177 刘昆霖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6

0220996 刘梦怡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8

0220728 刘凝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5

0220932 刘晓敏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3590 刘宇豪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1705 娄翔齐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0163 吕徜徉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1415 马克晴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0154 马腾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9

0223015 马文淇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1649 缪昊轩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8

0223641 潘雨婷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8

0220021 裴欣怡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9

0220013 彭楚雅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2

0221063 秦童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1307 邱奔贺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3496 沈思源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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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015 沈雪漪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6

0220148 施然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2977 宋钰盈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6

0220117 孙立如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1112 孙雅琳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3629 陶雨馨 女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0614 屠嘉懿 女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6

0222846 万朱嘉怡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1240 王辰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8

0221003 王汉轩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0295 王昊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9

0220969 王昊曦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6

0221864 王浩月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2198 王丽欢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1057 王雨萌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0166 吴辰昊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0945 吴晓桐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1304 夏琛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0172 徐瑞欣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7

0220604 徐湘婷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0997 徐云珂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2108 许琬璐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4

0221216 闫子成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0638 严卫琦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0142 姚淳祯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9

0220011 殷明喻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0114 尹陈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1080 余萱雨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0371 张炳楠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0868 张荣宇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1347 张尚尚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2991 张潭钰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1425 张晓钰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2

0220390 张宇辰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1657 赵旻悦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1753 赵婷婷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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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027 赵小童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0448 赵晓波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0577 仲妍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0019 周楚天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1

0220622 周杰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3469 周鑫昊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2205 周哲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2690 朱清华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1150 祝钰凡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9

0222789 邹晴晴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3

0910070 艾芬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710251 安安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411497 安玉硕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410451 白云雅淇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06

1410664 蔡晴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1

1612490 蔡艳萍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612081 蔡映河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2826 操琪琪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310054 操艳婷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2099 曹良艺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511859 曹曼琳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2

0610787 曹彤彤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810515 曹莹莹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404

1411321 曹钰霄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612149 曾泽云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410326 常轩瑀 男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12

1611634 陈彩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612278 陈翠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5

1611184 陈浩瀚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1

0511871 陈慧玲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0491 陈佳琪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411453 陈佳炜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310590 陈佳雨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0995 陈家燕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611995 陈嘉怡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1899 陈健瑜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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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21 陈可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810017 陈可歆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410

0414235 陈庆伟 女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411279 陈若琳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410335 陈婉冰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711319 陈婉熠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611600 陈玮冰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612161 陈贤明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610097 陈湘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0592 陈晓冰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6

1611149 陈晓琪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910614 陈欣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810422 陈新黎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410508 陈兴会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2165 陈学寅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0578 陈彦锜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310155 陈燕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910788 陈一玉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410463 陈伊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310791 陈逸菲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710683 陈映锡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312088 陈雨欣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310970 陈越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0305 陈梓颖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8

0310925 程驰 男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810831 程春瑜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1748 程丹妮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610002 程嘉悦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510397 程洁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511298 程金妹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811086 程梅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411219 程云飞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310110 崔凯翔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33

0410302 单怡辰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30

1411527 党嘉兴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25

1610446 邓珀滢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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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167 邓斯韵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310492 邓文标 男 江西 美术与设计类 406

0810544 邓雨欣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420

1611230 丁建辅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511700 丁乐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611644 丁玮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512589 董亦哲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1

0710163 杜铭轩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610878 杜天禧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710481 杜炎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610064 范丁萍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3

1312798 范诗洁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511303 范祥银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310871 范新颜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710380 范子需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510882 方祥云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2

0510807 冯星宇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28

1411082 冯雅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0810 冯咏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410359 付嘉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9

0414156 付瑶 女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512953 高标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2

0710459 高菁菁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511885 高明洁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610265 高盈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511723 戈倩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410506 葛佳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14

0512535 耿昌松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410089 宫明琬玉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2820 宫雨婷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611152 龚靖希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610737 古嘉忆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410432 谷泽辰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611669 关静雯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311710 关越 女 吉林 美术与设计类 434

1310875 郭欢 女 贵州 美术与设计类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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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783 郭进一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512704 郭静怡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410353 郭明童 男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611937 郭倩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4

0711175 郭雅曼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1325 郭毅扬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3

1411202 韩世航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311230 韩昕妍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510703 韩昳昕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510477 郝景文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1

0310342 郝悠然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310347 何佳纯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2319 何金珊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310486 何沐容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1917 何雪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610558 何韵琪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311540 贺曼芸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1

0511754 衡佳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414075 侯一陶 女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511038 胡冰清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0108 胡碟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1419 胡嘉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610943 胡立昱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2

0512650 胡婉萌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810574 胡洋祥 男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2086 胡雨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611347 黄家明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312015 黄锦霞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910337 黄晴瑶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611865 黄锐峰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811316 黄甜甜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710128 黄孝慈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910698 黄馨仪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310545 黄雪娟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1908 黄妍媚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2289 吉祥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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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626 荚祥娟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6

0710261 贾琬吟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711512 贾亦嘉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32

0510277 贾悦林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511820 江心雨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310627 姜浩南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710625 蒋博全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310494 蒋凯琪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8

0811186 蒋玲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312363 蒋思多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95

0810480 蒋晓敏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406

1312567 蒋依柔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9

0711318 金鹏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411584 金姗姗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410282 金熠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711275 孔维依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310929 来雯俊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610266 劳依婷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20

0410046 雷奉溢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810820 黎昊洋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611991 黎芯怡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0990 黎雅仪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414165 李昌博 男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710949 李楚珺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6

0414195 李泓成 男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610650 李晖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312979 李慧慧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4

0711793 李佳蓓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410768 李佳欣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710013 李佳璇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811010 李佳雨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410

0310405 李家琦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710412 李嘉雯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910635 李嘉艳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411094 李洁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0877 李锦鹏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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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178 李九月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710626 李凯文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24

0510711 李乐瑶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810563 李璐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408

1611338 李明贵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8

0710444 李娜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2075 李青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311810 李若榕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411526 李仕涛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610608 李思铭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6

1612204 李天耀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310624 李添翼 男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413

0810410 李婷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611915 李婉怡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1

0811082 李湘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410397 李小晴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0676 李欣锜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611177 李欣忆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410403 李雪丹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411197 李雅婷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411506 李一凡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8

1410363 李祎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411496 李逸涵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411335 李永琪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410096 李雨潮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410196 李雨珊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910060 李玥呈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12

0810685 李粤东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512369 李泽瑜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711190 李峥峥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2883 李卓颖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710025 栗铜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610071 梁晶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0406 梁汝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410234 梁思凡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810514 梁潼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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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026 林冰涛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312383 林慧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311408 林俊杰 男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610447 林莎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1699 林雨君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2148 林元晴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610283 刘柏村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1

1410850 刘冰彤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610544 刘畅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429

1410354 刘芳怡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811058 刘红瑀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711559 刘佳文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414261 刘然 女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410835 刘若彤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5

1410160 刘思敏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811009 刘思睿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810448 刘洧君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610542 刘晓妍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910739 刘欣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10

0610802 刘雪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410719 刘雪飞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20

1611468 刘雅诗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0272 刘艺琦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2

0511921 刘宇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810519 刘园园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0712 刘志莲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710937 刘子安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410187 刘子赫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610762 卢雪仪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711336 卢永慧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17

0710042 卢钰琪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612082 卢玥忻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2

1610379 卢柱名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710029 芦琳琳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1256 鲁采菲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0056 陆悦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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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255 鹿翌梦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99

1312712 罗安琪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612175 罗春成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612279 吕林霞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710230 吕星佑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2193 吕一行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410180 吕政翰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21

1310098 马晨栩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711791 马江锐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710890 马静伟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310926 马瑞铮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511659 马语童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611126 麦佩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811141 毛钰莹 女 广西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612164 缪凯涛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2320 莫晓晴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610864 聂冰慧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411312 牛荟姣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411444 潘锐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3

1611307 潘瑜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1777 庞雅妮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411597 齐伯召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16

0512545 钱劭堃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512454 钱王智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310990 秦天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612222 丘杰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7

1611760 邱铃杰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410341 全水莹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810152 饶子枫 男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312859 任一璐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411097 任宇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512695 任真真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410090 邵文沁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01

0410080 邵岩松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610811 沈丹洁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310842 沈丹怡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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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1888 沈素霞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711672 沈文晶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20

1411599 沈欣宇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610614 沈钰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311927 盛徐晶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311096 石晨宇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5

0810833 石晓萌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410

1411375 史佳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16

0310416 宋凯奇 男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410125 宋柯霏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610362 宋里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1725 宋丽斐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2

1312009 宋炜杰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510486 宋咏祺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610791 孙浩浩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2

0410303 孙鹤洋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22

0512288 孙佳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414239 孙嘉悦 女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311488 孙婕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5

0810288 孙千然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2364 孙薛宝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1146 覃诗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612343 谭婉晴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611790 谭育民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0409 汤嗣尧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910661 汤星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1561 汤泳美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910041 唐甜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610620 唐菀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1

1311239 陶德安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310719 田景瑞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310036 田悦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411234 田子怡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9

1610252 陀金蓉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512789 宛超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411341 万凌钰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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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125 汪秋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510241 汪欣月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511214 汪奕彤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510179 王傲雪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510426 王碧莲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410834 王翠翠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710728 王丹青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410162 王冠淇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312932 王佳音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511099 王利玲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511057 王刘升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311250 王柳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1824 王龙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9

0710018 王璐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9

1411105 王楠楠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0938 王诺兰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510403 王若冰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310500 王若凡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710157 王士友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7

0310819 王韬枢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511116 王田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6

0510259 王文强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2486 王晓玉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410840 王新璐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710228 王琰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6

0511865 王洋洋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711311 王怡佳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2

0810103 王怡雯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410066 王怡璇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410040 王艺霖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510912 王寅斌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24

0510648 王雨薇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510817 王雨琰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0262 王钰烨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511950 王征世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9

0310583 王子纯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8

第 13 页，共 20 页



校考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考试类别 校考专业分

苏州大学2018年艺术类专业校考合格考生名单（按考试类别、姓氏拼音排序）

0510173 王子怡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410306 王紫航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711005 王紫鹏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710339 卫来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3

1312755 魏沛窈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611531 魏懿富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410015 魏子璇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1702 翁玫玫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611069 巫艺林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6

1311823 吴彬蔚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0947 吴国杰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1916 吴海宁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0880 吴昊倬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2593 吴浩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2212 吴桔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1

1310120 吴梦琪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410660 吴随缘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410800 吴伊静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0157 吴英姿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8

1610415 吴宇聪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1

1312650 吴郁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2

1310537 吴之华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0727 吴芷恩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410919 武宏亮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510103 夏天悦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9

0511022 夏童童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1369 夏徐哲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1276 冼俊杰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7

1310905 项晨露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8

1610813 肖泓杨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411524 肖敏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310461 徐涵琪 女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512414 徐吉昱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510620 徐磊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510764 徐泠秒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410047 徐瑞阳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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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587 徐耀烨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410400 许玥辰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07

0710096 薛明君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27

1312447 薛仁辉 男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411338 闫炳姿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5

1610566 颜枫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510066 阳星月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411337 杨风晗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310280 杨浩浩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22

0410374 杨赫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03

1311060 杨环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510816 杨慧娟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2

1610037 杨继智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1

1312912 杨一铭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810355 杨于涵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310507 杨玉煌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610903 杨灼琳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512151 姚梦婕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410383 姚易廷 男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0682 姚宇辰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511734 姚源志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311561 叶焮宇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811188 于文滔 男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311109 余家楠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610403 余梓程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512368 俞美慧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711607 袁明星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410863 岳雨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0978 昝雨姗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510991 詹菊妍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410060 展傲然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510456 张超颖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611912 张家伟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610740 张洁媚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410880 张金萍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310218 张瑾钰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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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850 张进锋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2

1612211 张峻雄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25

1612588 张丕阳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310267 张秋华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411423 张瑞倩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411322 张恬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312223 张婉仪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411560 张鑫洲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610124 张轩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711456 张怡萱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410032 张艺馨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410803 张艺馨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512487 张宇潇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512867 张玉杰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710024 张钰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2085 张钰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410067 张越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2989 张云姗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0635 赵曼玉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512413 赵杨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5

0810188 赵艺琪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410184 赵宇璇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311436 赵远波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310131 赵子微 女 宁夏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611532 郑楚君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310493 郑梦依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310913 郑明白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611909 郑千航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2260 郑珊珊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0918 郑竹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0602 郑梓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511797 周傲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310265 周辰桓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512735 周丹蕊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511712 周添翼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1392 周文杰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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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616 周轩轶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512289 周璇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1633 周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27

1611655 周洋琳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2531 周雨昕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0

1312045 朱珈仪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610062 朱洛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910605 朱孟良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310707 朱旺叶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9

1311591 朱昕宇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910168 朱秀丽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512319 朱钰贤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0107 朱志豪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611858 卓裕杰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270089 艾奇圣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40

0270149 毕得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47

0270033 曹绮彧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38

0270191 曹子意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37

0270131 陈美如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5

0270027 陈南星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41

0270026 陈诺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83

0270137 陈沁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37

0270072 陈然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71

0270150 陈彦彤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37

0270082 丁昱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56

0270161 段卓辰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48

0270175 范晓雨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75

0270153 房紫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0

0270155 冯甲艺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65

0270021 付安圣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48

0270152 傅小奇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52

0270053 甘纯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54

0270041 巩卓雨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72

0270169 韩鹤鸣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43

0270209 洪航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50

0270186 洪浪淘沙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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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183 洪泽嘉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52

0270046 胡梦雅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3

0270015 黄文轩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61

0270102 黄晓琪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66

0270148 黄泽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9

0270090 纪若萱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77

0270010 雷晨蕴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53

0270096 雷钧涵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55

0270110 李泓锟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49

0270030 李嘉鹏 男 北京 音乐表演 160

0270215 李莉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6

0270045 李良俊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165

0270165 李昀昊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47

0270206 李子航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41

0270091 梁炎志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35

0270117 梁一玄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1

0270139 林伽皓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49

0270199 林润民 男 福建 音乐表演 160

0270179 刘海朋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52

0270144 刘兴州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41

0270009 楼纪璇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38

0270143 陆绮语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6

0270016 罗一丁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4

0270200 吕嘉铭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159

0270129 马缃绮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83

0270098 倪汉文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84

0270120 钱怡彤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43

0270106 任晓峰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75

0270014 邵雨辰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3

0270135 沈炜霖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5

0270158 宋成哲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44

0270170 宋奕萱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8

0270211 宋雨辛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92

0270012 苏钰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45

0270133 孙鳌洋 男 福建 音乐表演 137

0270025 孙傲 女 黑龙江 音乐表演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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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105 孙昱铭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70

0270174 汤晨枫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74

0270076 唐婧娴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7

0270136 唐雨荷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62

0270054 王皓文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9

0270203 王嘉琳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78

0270156 王婧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70

0270124 王文强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161

0270159 王欣烨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72

0270119 王艺轲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5

0270182 吴承烨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49

0270108 吴佳宣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52

0270104 吴锦华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77

0270067 吴昕怡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72

0270032 向逸秋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72

0270077 肖毅鹏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3

0270141 谢涵予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44

0270064 谢梓峰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3

0270184 徐芳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80

0270044 徐若斓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46

0270052 徐琬馨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50

0270097 徐新烨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70

0270085 徐钰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37

0270112 闫振宏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42

0270167 杨舒晨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59

0270147 于梦圆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42

0270187 于韵佳 女 福建 音乐表演 138

0270125 袁海艺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39

0270107 张昊川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46

0270040 张慧琦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6

0270060 张晋源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151

0270214 张李卓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44

0270031 张铭洲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57

0270178 张楠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46

0270036 张书怡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67

0270011 张潇文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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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099 张筱悦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57

0270171 张艺馨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1

0270023 张奕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69

0270180 张雨涵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36

0270198 赵成宇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62

0270074 赵烁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141

0270201 郑巨斌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48

0270002 周宸俊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42

0270138 周琦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35

0270181 周宣印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67

0270162 周玉珩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39

0270172 朱荻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9

0270058 朱格溦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78

0270118 朱鸿睿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60

0270216 朱莲宇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165

0270069 朱明浩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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