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考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考试类别
校考专业总分
(满分100分)

0270581 卜健鑫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92.6

0270086 蔡颖萱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6.8

0270196 曹兰方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90.2

0270622 岑佳琰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89.1

0270503 曾思怡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6.9

0270491 陈思笛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90.9

0270410 陈欣彤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84.4

0270266 陈一茗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91

0270559 陈依琳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90

0270612 陈瑜莹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91.5

0270616 陈子乐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88

0270535 褚子翔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88.1

0270602 丛开昱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84.6

0270389 丁忱昊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92.8

0270065 丁诗怡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83.5

0270330 董大硕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84.6

0270560 董延青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85.1

0270108 杜恩沛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83.7

0270151 杜海容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88.8

0270596 杜星宇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86.7

0270021 樊明瑞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84.3

0270200 方绮淳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91.6

0270278 付绎如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8.6

0270349 甘欣源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8.9

0270627 甘艺琳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90

0270114 高靖凇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92.1

0270202 高晓涵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5.9

0270334 高炫楷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86.9

0270444 葛松岳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92.2

0270315 龚倩妮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86.1

0270467 郭思贤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85.7

0270045 郭宇祺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89.6

0270316 郝佳彤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83.6

0270230 何樱姿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7

0270397 洪菁菁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87.3

0270057 胡靖可 女 湖北 音乐表演 84.1

0270641 胡舒琦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93.1

0270569 胡雨颀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88.4

0270633 黄佳怡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4.1

0270610 黄心怡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5.1

0270329 黄一轩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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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584 黄泽欣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89.5

0270549 黄政骁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94.6

0270071 季源昕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85.5

0270451 冀雨婷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9

0270381 姜培琳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92.4

0270408 金芝彤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6.9

0270440 琚佳睿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6.1

0270475 鞠玟萱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6.2

0270165 康钰婕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91.2

0270058 姥宇浩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84.2

0270068 黎迅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88.7

0270268 李姝臻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5.2

0270469 李文豪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84.1

0270247 李骁伦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84.5

0270098 李炎鑫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88.4

0270504 李雨萱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85.3

0270259 李造坤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87.6

0270495 李征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84.1

0270634 梁紫琳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3.8

0270347 林千嵛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91.8

0270625 林子清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93.8

0270118 刘盾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91.8

0270094 刘嘉豪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93.6

0270456 刘静怡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84.6

0270239 刘索菲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9

0270562 刘昕云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8.4

0270595 刘彦斌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90.2

0270274 刘彦茹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5.3

0270060 刘彦杉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85.5

0270214 刘钰倩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5.9

0270510 卢睿昊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85.4

0270536 鲁天骥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90.5

0270287 陆逸帆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92.8

0270055 罗天仪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94.8

0270500 罗越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91.1

0270295 毛范晨曦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88.7

0270303 梅郝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84.1

0270082 苗新悦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93.6

0270453 莫一凡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4.7

0270432 潘安驰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91.4

0270521 齐子涵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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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338 秦睿康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94

0270568 邱嘉慧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8.6

0270061 尚雨欣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88.7

0270452 邵欣妤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94.9

0270271 佘胡璟瑄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94.4

0270497 盛子嘉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89.5

0270511 施熠杰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84.8

0270658 史建中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90.6

0270100 史唯祎 女 湖北 音乐表演 84.7

0270344 宋文成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91

0270246 苏怡锦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85.4

0270639 苏尹羚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86.4

0270032 苏再思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85.2

0270160 粟钰茜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90.8

0270184 孙鹤溪 男 云南 音乐表演 92.7

0270464 孙琉钰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92

0270254 孙马明珠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9.6

0270378 孙姝艺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3.9

0270439 汤皓宇 男 湖北 音乐表演 83.9

0270171 汤茜婕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93.5

0270319 唐叔铎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86.9

0270031 田亦萌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83.7

0270465 涂尚卿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5.2

0270429 王储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91.1

0270530 王浩文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93.8

0270227 王佳灵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7.8

0270168 王思仪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93.2

0270598 王欣玥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85.8

0270049 王戌希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3.8

0270075 王妍欣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91.1

0270030 王妍雅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90.7

0270146 王彦博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86.2

0270167 王艺璇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4.4

0270348 王雨佳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5.2

0270193 王禹淏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83.9

0270263 王子涵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86.2

0270448 王子元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7.8

0270369 王梓睿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86.8

0270124 魏耕言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93.6

0270580 魏佳慧 女 湖北 音乐表演 84.2

0270626 魏麟欢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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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553 魏子闳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89.6

0270486 温雨翰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83.5

0270025 翁心悦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5.7

0270119 吴迪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89.2

0270041 吴瑞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91.5

0270026 吴泳璇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85.9

0270003 武子琪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6.4

0270638 夏梓轩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88.9

0270107 肖开颜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7.5

0270023 肖筱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87.3

0270657 熊圳业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88.2

0270493 徐文清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4.9

0270543 徐熙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84.9

0270037 徐昕锴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85.2

0270019 许梦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3.7

0270053 许圣霈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90.2

0270482 薛正宇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87.1

0270383 严秋澄 女 湖北 音乐表演 89.6

0270290 杨芳若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7.5

0270586 杨佳茗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92.6

0270327 杨婧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9.9

0270351 杨牧原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89.4

0270027 杨允菲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86.5

0270128 杨子睿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89.1

0270405 姚雨欣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4.3

0270342 尹沛琳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9.5

0270077 尤安妮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87.3

0270531 游俊鹏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85.8

0270403 袁安琪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93.8

0270056 袁珂岚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87.1

0270457 岳心姝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6.1

0270157 张慧喆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90.1

0270006 张家驹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89.8

0270480 张开怀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87.6

0270655 张鵟 男 湖北 音乐表演 87.3

0270122 张乐田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89

0270158 张若雅 女 湖北 音乐表演 86.4

0270537 张馨丹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4

0270587 张鑫莹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86.2

0270472 张雨晴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86.4

0270390 张志弘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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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046 赵葳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85.3

0270550 赵益苇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84.7

0270062 智安琪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8.4

0270262 钟沛然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86.5

0270339 周京霖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94.3

0270188 周俊宇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89.6

0270508 周千雪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84

0270371 周思含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83.7

0270340 周思捷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84.1

0270365 周妤晴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5.2

0270656 朱从瑞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88

0270411 朱迪安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90.6

0270621 朱秋迪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86.2

0270375 朱颜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91.7

0270298 朱芷玥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91.6

0270154 邹昕烨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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