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考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考试类别 校考专业总分

0225558 曾心 女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4089 陈慧颖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3

0221653 陈靖涵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1337 陈录浛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1

0223684 陈明玥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2

0222153 陈柔漪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3161 陈晓沐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6

0222105 陈鑫雨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5

0225368 陈雨荞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1268 陈卓一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8

0222620 成方雨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8

0225574 成方泽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3230 储泽超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9

0224159 褚芮婕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0283 代晓东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4951 杜嘉琪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71

0221851 杜梦妮 女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4495 范宝文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6

0224185 付宸溪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6

0222327 龚芷嫣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4383 巩丽媛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4588 顾丽玮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4

0224249 管子畅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4916 郭仲轩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2026 韩梦娇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9

0224674 何宜凝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2

0223456 洪昱琳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5149 洪志强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苏州大学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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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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4250 侯高子文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2163 黄楚宸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8

0221800 黄震丹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2106 季千滟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5377 姜旭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0

0225124 姜言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0

0224358 李金泽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4644 李明晓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5014 李心斐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4110 李云欣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6

0222697 李政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4962 厉一潼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1

0225060 林祉祎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5530 林子兴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5028 刘恩瑀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0227 刘浩扬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6

0225178 刘乐怡 女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0

0222670 卢蕴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2025 陆凯歌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0966 鹿雨潇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2424 罗文凯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2667 马腾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2251 弭金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3649 潘萌萌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7

0222829 彭之炜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1

0225494 彭紫音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2031 齐麟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1891 钱琪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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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465 尚新月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2702 邵子彬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2528 申奥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2

0221047 沈思源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4

0224990 沈欣怡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4837 舒展熠 男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4

0223327 孙海林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8

0224157 孙佳琦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3786 孙静贤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3165 孙田臻 男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0288 孙于森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0797 陶婧泽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3000 童倩婕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4779 王琮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3874 王冠霖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2

0224248 王珏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1620 王蕾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1274 王梦婷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4670 王瑞基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5075 王若冰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1359 王书绵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5111 王婉琦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9

0225154 王欣雨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4540 王新越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5

0224431 王泽军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1461 王志峰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2705 王中秀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0997 温佳宝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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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5241 吴凡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2609 吴若晗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2

0221063 吴宇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8

0222569 肖梓鹤 女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4523 徐成欣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4160 许毅仁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0

0222516 杨定一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5

0220429 杨国晨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5700 杨浩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2869 姚瀚飞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0057 尹心愿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3

0222871 于汶灵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4134 袁靖然 男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2841 袁依琳 女 浙江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0

0225074 张金铭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6

0220280 张思为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0

0223840 张欣怡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2770 张子豪 男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2660 赵鑫豪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4

0224888 甄幸儿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7

0224173 周蓓 女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5

0223335 周桂林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1

0222796 周泓江 男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4528 周瑾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1148 周若愚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3

0225116 周小茼 女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79

0224697 周轩昂 男 安徽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0220571 朱霖茜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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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482 朱箫焕 男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6

0224225 庄莉芝 女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5

0220025 卓禹阳 男 江苏 播音与主持艺术 362

0223167 邹靖喻 女 山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 352

0511033 安庆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311996 白舒雯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2

1310728 柏舟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811318 毕莹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910482 曹艺丹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910829 曾德彬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610701 曾龙浩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810403 曾霜霜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910756 曾曦冉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410502 曾祥思 男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17

1612071 曾旖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32

0610017 陈安琪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8

1611381 陈朝扬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611797 陈冠元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1536 陈海玲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511829 陈纪扬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1839 陈佳婷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310311 陈婧怡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12

1610828 陈康怡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511583 陈目千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312197 陈霈璇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711227 陈琪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911304 陈诗语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910061 陈书娴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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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587 陈帅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0

1310227 陈思怡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610628 陈位校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20

1610940 陈晓静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0085 陈欣雨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8

1611117 陈雪萍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810021 陈一菀澜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418

1611270 陈伊琳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810346 陈忠元 男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911430 成宇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410093 程诚 女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510640 程帆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511250 程雯雯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24

1410885 程云飞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7

0611698 崔璨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610410 崔嵊竺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311469 崔欣然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311611 戴珺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2

0510975 戴子杰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511655 邓芳芳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1564 邓惠岚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2

0311081 邓梦杰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1583 邓琪玲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811394 邓义豪 男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911146 邓颖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12

0810493 邓张璇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610911 邓忠捷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611472 丁一帆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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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372 董富强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611436 董洁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2

0511901 窦振楠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311090 杜瑞敏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511502 杜文君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0890 段嘉怡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1

0610568 樊殊臣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311973 范安思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310725 方晨康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310203 方景雯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711014 房鑫冰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2

1411083 费祈嘉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5

0510380 冯澳杰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411044 冯晓冉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511357 冯宇翔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310314 冯缘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6

1311124 冯震东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0373 付施施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610784 付影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811149 甘宇彤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710770 高心琰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611304 耿圣钰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6

0510326 耿淑媛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0501 龚小雅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310591 谷诗语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310262 顾亲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411200 关嘉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7

0710855 郭傲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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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515 郭佳琪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711252 郭轲滢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810717 郭梦瑶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419

0710049 郭涛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410967 郭梓锴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811353 韩安妍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610016 韩芳霖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411597 何丛林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510899 何佳蕾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911403 何静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910338 何芊芊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411026 何天奕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20

1611867 何小冰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510322 何子豪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611774 何紫华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410783 赫晓冉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611498 洪岳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410214 侯一琳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610015 候秋艳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610427 胡港龙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311237 胡佳敏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510658 胡锦秀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511124 胡如萍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910276 胡若瑾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511316 胡向前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1

1410285 扈冰玉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28

1611655 黄光谋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410222 黄嘉晴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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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925 黄诗艳 女 贵州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610012 黄仕珊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1765 黄婉玲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612014 黄小燕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1879 黄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40

0510744 黄瑶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610560 黄伊桐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5

0811081 黄玉凌 女 广西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611316 黄子娆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910736 黄梓益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510949 季珂楠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3

1411817 贾晴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411004 贾晓璐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911530 江宸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2

1610841 江芷晞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411773 姜乃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310482 焦心悦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512115 靳煦雯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5

0611282 荆承山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411085 井沛源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610922 邝雪杏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1060 李大元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410276 李海娟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410227 李含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910657 李慧芊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510616 李佳慧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711500 李佳倩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4

0710444 李嘉慧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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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058 李镓怡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410086 李婧吟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415

1610448 李峻禧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611700 李乐瑶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310509 李丽丽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611212 李龙啸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711414 李敏慧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0488 李佩珊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1796 李淇瑛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1657 李倩连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310228 李思博 男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1460 李思娟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510052 李天骥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610759 李欣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511777 李欣悦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4

1410639 李新科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511506 李馨怡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610172 李炫渝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311151 李依晨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0333 李益锋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2

1610169 李咏南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511651 李勇泽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0844 李宇彤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410647 李元博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1703 栗冰宇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710776 栗星然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810310 连苗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612065 连启斌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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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731 梁家玉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611767 梁嘉桦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0191 梁靖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510339 梁玉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1066 梁政文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1167 林晗 女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310238 林汉廷 男 福建 美术与设计类 420

1610956 林华文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810271 林易佳 女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610718 林智雯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910600 凌婕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9

1611131 刘柏彤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411434 刘德茂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5

0711242 刘东豪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411142 刘帆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10

0510215 刘恒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311197 刘欢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911447 刘慧彬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1355 刘嘉慧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1508 刘柳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310657 刘玟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5

0510737 刘念念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911232 刘鹏玲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310162 刘琦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910096 刘润丹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910831 刘思思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410304 刘思宇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611491 刘涛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9

第 11 页，共 26 页



校考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考试类别 校考专业总分

苏州大学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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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296 刘威巍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410789 刘雅迪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710705 刘怡嘉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17

0310821 刘裕娟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410322 刘泽宇 男 北京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411269 刘治杭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17

1611314 龙林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910668 龙怡忻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25

0511545 卢海凤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611558 陆嘉妍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0229 陆玟杰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3

1311049 陆怡程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43

1611849 罗瑜婷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0708 罗玉萍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312054 骆奕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610020 骆雨田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2191 吕嘉怡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411084 马依璇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7

0511387 毛浩宇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1156 毛若囡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611069 茅奕悦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421

1611642 莫燕胜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2

1311789 倪欣悦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411610 牛子俊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911529 欧阳晨妍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1416 欧炀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311869 潘浩楠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311022 潘丽卿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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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725 潘梦然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611405 潘奕彤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511388 庞晴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411339 彭若冰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9

1610773 彭一格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510876 钱文丽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310076 乔成锦 男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310734 乔玉蓉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1059 区佩怡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7

0610024 曲卿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6

0510875 冉宇恒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611157 任海晴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1412 任海涛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311698 任轩瀚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610765 阮渝淇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1

0710429 申紫薇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311742 沈曌矞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11

0710057 盛洋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0443 施湘毅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0024 施泽宇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910446 石吉辉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410305 石梦晗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310399 石羽晨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410495 史俊莉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410356 司宸菲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511567 宋改云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2

1410020 孙泓钰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411532 孙梦姣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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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1961 孙晓龙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1404 覃彩美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610472 覃阳伞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510095 汤瑾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1

1410989 唐翱超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911420 唐丽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811359 唐鹏程 男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810617 唐清菁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411823 唐振宇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1281 陶寒玉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1840 陶元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510739 童乐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311386 童悦溢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1115 万祎蔓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310342 汪佳路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311224 汪文倩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511276 汪晓颖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1502 王丹仪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3

1311231 王东荃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710318 王梵冰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410859 王涵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511456 王浩洋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711216 王慧珍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1047 王景行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410343 王靖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511769 王利荣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710684 王莉安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510822 王刘彦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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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336 王露茜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611039 王少雄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27

1311000 王思家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510207 王甜甜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911122 王伟 男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5

0511944 王小碟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1366 王筱涵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410264 王萱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311184 王雪莹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710438 王琰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410150 王怡佳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311182 王乙茹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8

0810091 王渝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411567 王宇鹏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711582 王雨晴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410244 王禹棋 女 黑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6

0310225 王堉凯 男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413

1411694 王远东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6

1410575 王泽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710844 王志强 男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811236 韦纯浪 男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310899 温姝扬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511422 吴洁文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612038 吴柳文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1102 吴任潼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311153 吴昕仪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29

0410315 吴欣妍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811015 吴轩伟 男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1

第 15 页，共 26 页



校考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考试类别 校考专业总分

苏州大学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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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0159 吴怡璇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21

0511644 吴玉吉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2164 吴岳峻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411824 吴泽威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411300 武仕杰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0353 夏蕾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41

0510862 夏欣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5

0910694 向芸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4

1410748 肖佳晖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711628 肖童茜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611344 谢东妤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2219 谢虹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0014 谢申怡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1612150 谢霆辉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310271 谢昕炫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710396 邢怡泊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410596 邢宇琦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1611417 熊子涵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311484 徐陈也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20

1410546 徐可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2420 徐磊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9

0611068 徐晓丽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4

0610009 徐瑶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4

1311948 徐依婷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810393 徐怡欣 女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91

1311428 许明达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510987 许诺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1384 许子珺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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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305 薛力朋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311329 严莞琛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611776 严嘉欣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2131 严睿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612074 严威鹏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312141 杨靖仪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6

0511358 杨凯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310915 杨凯旋 男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90

1310073 杨凯勋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9

0610825 杨磊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610530 杨蕾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910485 杨丽艳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9

1611075 杨明晔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612166 杨佩琳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1610090 杨腾霄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610860 杨文菲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311907 杨潇潇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3

1610786 杨晓蝶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5

1410180 杨鑫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511114 杨轩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612165 杨扬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710034 杨玉琦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1035 杨子航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0626 杨子佳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711624 姚宇静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1

1612062 叶嘉琪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710881 叶玮钰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6

1310404 叶哲如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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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490 殷碧兰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511896 尹思茹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910550 尹雨珂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430

1410437 于璇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410361 于洋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0450 余少媚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1

0511029 余淑媛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32

1610336 余跃煌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312143 虞青琳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9

1612032 袁雁清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0

0510298 岳赛赛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911431 张琛 女 湖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410978 张昊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410582 张恒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10

1410528 张晋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405

1611888 张景俊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5

1311829 张朦尹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511872 张敏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1

1411244 张鹏程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8

1611363 张清龙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0710039 张少茹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411776 张仕哲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511374 张书璐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5

0710818 张舒童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20

0710786 张文锦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3

0711156 张文扬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86

1411598 张晓 女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83

1310658 张笑棋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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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164 张幸旖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4

0510901 张亚慧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21

0810526 张亚麟 男 四川 美术与设计类 383

0610883 张杨浩 男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611085 张艺萱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8

1611844 张煜莹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2077 张玥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510245 张越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511413 张志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17

0810406 章雯逸 女 湖北 美术与设计类 423

0310824 赵近博 男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94

1311522 赵卡裕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2

0310060 赵思涵 女 山西 美术与设计类 386

0710592 赵源菲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404

0611600 赵紫宏 女 山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7

0410388 甄思宇 女 吉林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611042 郑晨含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11

1612058 郑弟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0810 郑颖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2

1312337 郑雨馨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9

1310204 郑子瑄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9

1611318 钟浩 男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611884 钟惠玲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7

1610829 钟宁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406

1311507 周煌 男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7

1411778 周凯华 男 河北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511407 周利华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9

0510789 周嫚 女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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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622 周鸣谦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404

1610792 周铭儿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93

0510112 周维世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1

0710354 周雪迎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2

1312317 朱安妮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84

1310434 朱冰倩 女 浙江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510877 朱承楠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398

0711330 朱华颖 女 河南 美术与设计类 397

0410134 朱同 女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82

1611200 朱旖旎 女 广东 美术与设计类 385

0410401 宗裕翔 男 辽宁 美术与设计类 390

0810400 邹皓岚 男 重庆 美术与设计类 382

0510224 邹士杰 男 安徽 美术与设计类 430

0270123 白宇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60

0270036 鲍培炎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73

0270001 曹仕阳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67

0270239 曹恬宁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71

19001252 曹晏宁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8

0270178 曹译云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49

19001226 曹雨泓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81

0270200 曾凡哲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55

19000458 陈抱旗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4

19001327 陈泓臻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1

19001071 陈胜己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1

19001224 陈炜妍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5

19002361 陈乙贤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1

0270212 陈雨笠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45

0270034 陈云哲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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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202 陈子安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7

19002141 邓皓洋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4

19001568 丁昶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0

0270245 丁诗怡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58

0270235 董佳航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40

0270109 杜波汶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49

0270010 杜利文辰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47

0270023 方宇钦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2

19002154 冯可仪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0

0270165 傅瑜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61

0270234 高雪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75

0270079 龚小岚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69

19002473 郭嘉欣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2

19002174 郭文轩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84

0270146 韩轶桐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175

0270141 郝蓓蕾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53

19002859 何洪宇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0

0270030 黄博艺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45

19001692 黄国林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6

0270171 黄江阳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55

19000470 黄可欣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3

19000473 姜明熙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76

0270136 蒋妍婧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47

0270218 金典 女 湖北 音乐表演 154

0270083 金雨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45

0270216 孔令泽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146

0270063 孔展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65

0270069 李冬清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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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624 李皓然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68

0270204 李金沁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46

0270163 李凯悦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43

19001127 李诺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2

0270099 李润泽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63

19003111 李文靖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0

19001299 李雪妮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6

0270142 李艳泓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49

19002284 李伊林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2

0270208 李稚馨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68

19002176 李梓熠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2

0270137 连昊天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53

19001405 梁心妍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6

19002839 廖璨荣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5

0270090 廖家乐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48

19002158 廖颖菁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8

19000250 林琳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6

19001256 林琼妍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8

19002196 林卓儒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2

0270186 林子滢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60

0270115 刘怀谦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51

0270228 刘佳丽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47

19002845 刘嘉鹏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2

0270009 刘筠豪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56

0270066 刘美辰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58

0270120 刘祺睿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41

19002392 刘文娟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6

0270022 刘绪童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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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332 刘毓颖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0

0270213 刘长晴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63

0270220 陆绮语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5

19000602 罗琅元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3

19002173 罗宇婷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3

0270124 马俊龙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143

0270003 马盈俏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44

0270197 倪晨宇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48

19001216 牛秋月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4

0270032 牛梓璎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53

19002403 潘浩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6

19001366 潘旭峰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5

0270064 潘怡凝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0

0270215 潘雨思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3

19000430 彭洋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1

19001108 曲健宁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9

0270021 任崇翔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64

0270138 阮文倩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65

0270095 桑雪儿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79

0270024 沙亦欣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9

19002832 沈仕麒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3

0270158 苏航宁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69

0270130 苏钰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76

19002192 粟西米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9

19003277 孙贺文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81

0270111 孙祺钰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46

19001993 孙艺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8

0270143 谭涵之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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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867 谭筱悠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0

19000643 汤紫瑶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2

19000913 唐佳敏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9

19000912 唐佳雯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5

19002329 唐希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5

0270061 汪鑫磊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76

0270167 王辰旭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140

0270153 王浩森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150

19003129 王佳怡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6

0270139 王嘉楠 女 浙江 音乐表演 158

19000006 王嘉怡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0

19003096 王霖轩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2

0270211 王敏臣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52

19002908 王岐倩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3

0270078 王思文 女 河北 音乐表演 158

0270112 王思瑶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3

0270110 王欣澜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0

19001208 王瑶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2

0270161 王益斐 男 浙江 音乐表演 150

0270089 王祖雯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40

19002123 韦晓晴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1

0270062 魏怡霏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44

19000503 巫琦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2

0270219 吴皓佶 男 云南 音乐表演 167

19001356 吴佳立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9

19000271 吴近思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4

0270100 吴诗影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158

0270241 吴筱婷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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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242 吴筱彤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7

19000814 吴烨梓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0

0270074 吴疑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73

0270247 吴优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56

0270226 武奎元 男 河北 音乐表演 149

0270183 夏滋蔚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41

0270098 肖格格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40

0270096 徐嘉欣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48

0270240 徐源江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50

0270244 许诺浒子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49

0270102 宣思嘉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62

0270004 杨程博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40

0270129 杨庚霖 男 云南 音乐表演 164

0270170 杨民权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63

19000074 杨曦萍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1

0270159 杨钰薇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55

0270065 杨玥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56

0270035 杨哲远 女 上海 音乐表演 171

19002703 杨仲英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8

0270053 叶康宁 女 湖北 音乐表演 145

0270088 雍嘉艺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40

0270147 游端端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47

0270209 于宝珺 男 山东 音乐表演 172

0270049 运昕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52

19002340 詹昌睿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9

19001829 詹咏心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1

0270026 张蓓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6

19002245 张恩泽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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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891 张格霖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59

19002432 张佳瑾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5

0270048 张佳琦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58

19001461 张家悦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2

0270205 张婕妤 女 湖南 音乐表演 164

19000530 张玲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87

0270198 张明轩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68

0270117 张书彬 男 甘肃 音乐表演 141

19002281 张廷维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72

19000665 张惜凡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60

0270168 张栩晨 男 江苏 音乐表演 156

0270229 张怡婷 女 甘肃 音乐表演 146

0270056 张雨何 女 江苏 音乐表演 159

19002229 张梓瑞 男 广东 音乐表演 155

0270070 章子轩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68

0270192 赵海峰 男 安徽 音乐表演 179

0270144 赵锦彬 男 湖南 音乐表演 164

0270119 赵书锐 男 上海 音乐表演 146

0270232 赵蕴文 女 安徽 音乐表演 166

0270199 郑茹月 女 山东 音乐表演 166

19000861 郑晓峰 女 广东 音乐表演 146

0270060 左周易 男 湖北 音乐表演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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