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考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考试类别 校考专业总分
0220209 白洋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8
0220422 陈嘉琦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0018 高心怡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71
0220502 葛予成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3
0220124 金俊言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0324 阚仁溧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7
0220297 李佳妮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0396 李圣雪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3
0220278 刘子菲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0550 陆语然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6
0220067 马骁骏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4
0220514 马轩琪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0243 秦臻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8
0220304 尚天赐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6
0220241 邵艺博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2
0220567 田昊玉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70
0220504 汪令涵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0429 汪子墨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0530 王晨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8
0220251 王淑彤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7
0220494 王昱然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5
0220327 徐程志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8
0220306 徐莘妍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0553 薛羽彤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9
0220377 张家豪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5
0220088 张润昶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2
0220482 张雨霏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0407 朱芸菲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76
0211144 白佳煜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6
0910271 蔡溢华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211747 蔡宇轩 男 上海 美术与设计类 359
1610034 曹释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910175 曹正武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8
1610103 曾嘉和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5
0211260 曾耀文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610020 曾贞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610010 陈灿光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910643 陈菲菲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211281 陈宏炎 男 内蒙古 美术与设计类 358
0211418 陈芊彤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1
0910040 陈清扬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210114 陈若瑜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55
0910638 陈帅龙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6
0211509 陈温馨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3
0210085 陈小祺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2
0210712 陈妍扬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211998 陈颖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6
0210892 陈卓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59
0211772 程心茹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210592 初才卜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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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13 储昌江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2
0210464 戴希娟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210775 单晓硕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210938 邓纪辰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910487 丁铖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910405 丁也玄欣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3
0211153 丁奕含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910085 段臻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4
0211745 范平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910213 范筱妍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1
1610019 范致康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56
0210444 方正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55
0211273 付娆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9
0210130 高天硕 男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610152 耿翊然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59
0211721 龚雅慧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3
0211577 管思翎 女 江西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910665 郭晨霞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7
0211308 郭苏文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54
0211984 郭欣怡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7
0211963 韩旭 女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910136 何凡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210330 何振中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76
0910641 胡海湉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210746 胡慧敏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55
0211895 胡梦宁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6
0210527 胡艺坤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4
0211592 华宏梁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9
0211249 黄佳妮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8
0910580 黄若冰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2
0211100 黄文旎 女 广西 美术与设计类 362
1610071 黄晓桐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56
0210058 黄杨婧 女 广西 美术与设计类 361
1610092 黄梓滢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0115 江慧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70
0211980 姜缘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0
0211089 蒋嘉伟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210935 蒋马宁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7
0211610 蒋竹哿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910576 邝荟秦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4
0210207 雷懿轩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211993 李朝通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5
1610084 李成志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58
0210737 李佳橦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5
0910281 李金容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0
0610081 李玟静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8
0910348 李文芳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910468 李欣洁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5
0211160 李奕锦 女 甘肃 美术与设计类 362
0211481 李莹莹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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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466 李宇哲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8
0210272 李玥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6
0210073 李悦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210638 李正贤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72
0211952 李子涵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68
0211918 梁一敬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61
0910489 凌千婷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5
0210593 刘进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54
1610029 刘璐萱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8
0211798 刘沁琳 女 广西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910211 刘晟兰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6
0211505 刘思诺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69
0610153 刘思雨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910133 刘添乐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5
0211870 刘新冰 女 吉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210577 刘颖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910320 刘俞廷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3
0910269 刘钰苗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0
0211858 楼静怡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211441 鲁小铭 男 甘肃 美术与设计类 434
0211155 陆逸天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9
0910610 罗心怡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6
0211068 罗召君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910410 莫端沛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910076 莫责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0
0210714 倪豪霆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6
0211620 宁莲莲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3
0210522 潘逸博 男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54
0211351 裴育娇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58
0910373 彭绎霖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9
0211300 钱佳仪 女 江西 美术与设计类 378
0211403 钱蕴怡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1
0211659 钱芝羽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58
1610061 丘佳玲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1
0610067 渠明政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8
0210183 曲平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7
1610082 全正浩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210007 沈舒婷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0
0210095 沈鑫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212049 沈钟颖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2
0210609 寿羽弘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0076 双邦逸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910495 宋芊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5
0910461 苏可馨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6
0210980 孙雪哲 男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610123 孙钲媛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76
0910647 汤娜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15
0910031 唐紫奕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0
0910521 田晨阳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610043 田虹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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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918 田明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7
0910532 田汝晨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8
0910035 田笙霖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210101 田依诺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210561 佟珈瑶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56
0211301 童尔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211194 汪燕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0
0210159 王晨语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58
0211791 王慧格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9
0211667 王鹏 男 甘肃 美术与设计类 362
0211652 王若琦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45
0910389 王胜贤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210096 王姝涵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3
0210523 王淑淇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59
0210857 王文艳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7
0210431 王小蝶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5
0211311 王小萌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27
0610005 王小桐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210319 王馨郁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1
0210603 王妍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58
0211892 王伊宁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1
0610082 王永健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2
0211696 王宇轩 男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62
0910621 王宇萱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5
0910027 王泽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0
0211913 王子琪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72
0910297 魏欣宇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8
0910421 文佳玉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8
0211116 闻瑞瑞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3
0910024 吴嘉燕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210897 吴欣悦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1
0210060 吴岩松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47
0210611 吴雨蔓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77
0910247 吴子敬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3
0910497 伍磊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5
0910310 伍梦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0
0910522 向婷霜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2
0210667 向星融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58
0910570 向雪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8
0910147 肖光程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9
0211096 肖珺月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359
0211427 谢博睿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1
0910523 谢东燕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5
0210496 谢红婷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5
0210258 徐子颜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8
0910540 许诺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9
0210210 颜珈晗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11
0210903 杨诗源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3
0210334 杨铄淼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211047 杨雯婷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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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316 杨伊欣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1
0910444 易斌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210851 于宙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211799 岳淼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62
1610025 张君豪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55
0211935 张坤豪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4
0910285 张琳慧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1
0211157 张梦超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5
0211340 张梦桐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71
0910145 张妮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4
0210090 张茹萍 女 甘肃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610076 张森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210865 张雯婷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60
0211633 张雅轩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212000 张艺晨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210412 张艺菲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0
0910419 张滢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211840 张羽佳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6
0210284 张振焱 男 甘肃 美术与设计类 431
0210926 张紫嫣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57
0212036 赵冠羽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211336 赵思涵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38
0210748 赵思睿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65
0610096 赵笑萱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211314 赵伊凡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5
0910509 周嘉怡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5
0610052 周通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4
0210202 周一凡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910601 朱楚伊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212038 朱军钟 男 江西 美术与设计类 375
0210502 朱琴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68
0211151 竺鑫怡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73
0610159 邹靖宇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67
0910149 邹妮格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54
0270299 毕晓堃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55
21000163 蔡承宇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3
21000031 蔡东言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4
21000051 曹远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5
0270115 岑芝奇 女 湖北 音乐表演 152
0270139 畅文文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73
21000807 陈航子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3
0270212 陈俊旭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61
0270356 陈伶子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69
21000090 陈释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3
0270045 陈昕燕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58
0270028 陈勖文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55
0270179 陈雪儿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57
0270032 陈钰晰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7
21000784 程挚敏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4
21001324 邓熙雯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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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093 丁子涵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79
0270123 杜洪旭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59
0270073 杜禹含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67
21000036 范英黄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5
0270291 封以雅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59
0270127 冯柄桦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55
0270238 高函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56
0270148 高旗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4
0270172 高强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51
0270074 顾舒畅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2
0270239 顾一诺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80
21000450 郭永楷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6
0270283 韩子衿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83
0270351 何瑞玥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65
21000678 何栩婧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5
21000058 何悦榛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4
21000064 贺峥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0
0270273 侯政光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59
21000808 黄炳基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3
21000613 黄灿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3
0270241 黄婉晴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53
21002114 黄雪莹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9
21000318 黄译萱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3
21000088 黄越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1
0270282 黄重兴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55
0270177 蒋俊毅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73
21001141 蒋琴媛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2
0270060 蒋依庭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157
21000050 柯睿霖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3
21000095 赖茗嘉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0
21000606 赖子安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9
21000023 黎燕珺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7
0270245 李包铭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82
0270176 李晨曦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62
21001317 李嘉茵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4
0270322 李金翰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73
0270092 李宛凝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54
0270135 李扬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62
0270058 李怡然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65
21000429 李奕呈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9
0270118 李英姿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8
21001235 李莹莹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7
0270125 李泽欣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65
0270265 李梓玄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152
21000129 梁灏恩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4
21000330 梁晋熙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0
21000379 梁明茵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9
21000106 梁越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2
0270147 梁子涵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54
21000017 林锐恒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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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155 林天旸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53
21000157 林奕沁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7
0270276 林熠可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54
0270090 刘聪杰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63
0270025 刘嘉诚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61
0270039 刘梦琪 女 湖北 音乐表演 154
0270108 刘牧涵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3
0270311 刘润泽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74
0270169 刘思杰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63
0270324 刘智元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57
0270348 陆柯昀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3
0270075 陆星杰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69
0270029 陆仲强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54
21000085 罗锦瑶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8
21000156 罗瑞萍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7
21000558 罗宇龙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1
21000084 罗梓欣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2
21000433 马懿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0
0270163 孟科任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60
0270346 潘天卉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73
0270306 逄丁语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74
21000025 彭惠君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3
0270036 彭可忻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52
0270328 钱雨恬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84
0270046 秦美辰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77
0270315 商靖秋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4
0270305 申艺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66
0270277 施郭欣悦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76
0270289 石浩廷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156
0270195 史佳璐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60
0270354 史婧怡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8
0270231 宋思瑶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3
0270349 宋文成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72
0270343 孙家乐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156
21000702 孙靖柳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4
21000434 唐子龙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0
0270182 王辰伊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5
21000044 王晨怡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8
0270006 王俊芦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57
21000053 王立其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4
0270225 王萧睿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53
0270279 王芯玥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55
0270323 王艳祥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63
0270072 王泽晨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83
0270187 王子芊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71
0270184 韦霏钒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7
0270070 魏伯勋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151
0270210 魏泽如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59
21000170 温润南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6
0270297 翁嘉苗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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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764 吴沛仪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6
21001001 吴心如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4
0270248 吴怡然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53
0270104 吴奕璇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2
0270175 吴玉洁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51
21000165 伍悦汶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5
0270094 谢佳慧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51
21000631 徐婧琳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2
0270189 徐沛林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66
0270003 徐晓妍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54
0270280 徐怡雪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68
0270288 颜钰洁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59
0270111 杨安东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60
21000306 杨承致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7
0270016 杨渌尧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2
0270007 杨小茹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5
0270312 杨怡琳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3
21000086 杨展权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4
0270186 袁野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53
0270340 詹颜菁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80
21000213 张东城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7
0270287 张海莉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67
21000234 张皓琪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8
0270109 张隽硕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60
0270183 张可函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51
0270304 张敏哲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62
0270022 张娜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66
0270015 张倩妍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1
21000329 张睿鹏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2
0270258 张硕帆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52
0270269 张雯菁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6
21000785 张雪雯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5
21000118 张雪莹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4
21000028 张彦钧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1
21000809 张芷晴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6
0270105 张芷昕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170
0270334 张梓菡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55
0270339 赵聪喆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61
0270079 赵炅灵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71
0270101 赵珺涵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0
21000014 郑凯怡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9
0270174 郑欣怡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55
21000617 郑宇哲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3
0270256 周嘉莹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62
0270284 周舒怡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5
21000056 朱宝晴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0
0270302 朱弘毅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66
0270226 朱智涵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64
21002055 庄妍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5
0270307 庄瑜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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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136 邹俊杰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62
0270047 邹馨怡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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