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 招考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全国排名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17 王天行 1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26 王炳树 2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27 叶忆阳 3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25 张诗宇 4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16 朱亮宇 5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15 印正润 6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14 张奥 7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28 宋冠霖 8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02 王浩忠 9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22 马艺婷 10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18 朱家葆 11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20 张二酉 12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04 黄莉涵 13
音乐表演 大管 220409040007 史开元 14
音乐表演 大号 220410040020 张劲豪 1
音乐表演 大号 220410040019 许合鑫 2
音乐表演 大号 220410040016 姜俊宇 3
音乐表演 大号 220410040014 杨俊翔 4
音乐表演 大号 220410040021 林尔承 5
音乐表演 大号 220410040006 何嘉周 6
音乐表演 大号 220410040025 陈冠霖 7
音乐表演 大号 220410040009 张芊芊 8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34 禄荣申 1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74 杨景瑞 2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52 张嘉康 3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85 吴灏越 3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89 亢疆越 5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76 张文彬 6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09 李思颖 7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23 张炉尹 8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81 邵泽弘 9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26 马千皓 10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13 张思成 11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40 林钲钧 12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61 李昊阳 13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32 李靖诚 14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29 江伊林 15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87 温睿涵 16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28 陆旭 17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56 高雅雯 18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01 戚跃怀 19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46 彭伟宸 20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43 龚嘉怡 21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06 宁晓博 22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17 何文好 23
音乐表演 单簧管 220409030091 杨锦亮 24
音乐表演 管风琴 220431010002 李陈欣 1
音乐表演 管风琴 220431010001 包妤露 2
音乐表演 管风琴 220431020001 林晓乐 3
音乐表演 管风琴 220431030003 刘诗娴 4
音乐表演 管风琴 220431030002 蒋昕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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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招考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全国排名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76 吴语瞳 1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60 林静雯 2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08 孙羽 3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78 张可璐 4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55 韩秀 5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34 曹馨怡 6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63 欧阳逸轩 7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80 王妙芊 8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47 李长威 9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13 戴玉军 10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35 徐静茹 11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72 朱益清 12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25 李修瑾 13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81 潘研宸 14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39 江汶沅 15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31 孙娴 16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50 李悦 17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74 仇奕 18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44 王植 19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52 阎姝润 20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48 宋嘉怡 21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62 王子霓 22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49 王一朝 23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75 高欣如 24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69 陈志扬 25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04 袁亦馨 26
音乐表演 管弦大提琴 220408030079 蒋诗诺 27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34 李心怡 1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26 舒译 2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08 陈钰 3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32 黄友樑 4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42 孙小雯 5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46 徐涵 6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28 黄康卉 7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19 李艺瑶 8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43 唐紫皝 9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37 童帅 10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20 卢涟菡 11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33 杨婷君 12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09 马昊禹 13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39 姚郡泽 14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06 崔嘉桐 15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38 倪诗睿 16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45 李盛佳 17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21 牛晓彤 18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15 吴贝缇 19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12 李稚臻 20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23 朱海博 21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29 李彤 22
音乐表演 管弦低音提琴 220408040027 刘锦佳 23
音乐表演 竖琴 220408050004 张以帖 1
音乐表演 竖琴 220408050009 李文静 2
音乐表演 竖琴 220408050008 王逸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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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招考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全国排名

音乐表演 竖琴 220408050006 范艺琳 4
音乐表演 竖琴 220408050003 杜安澜 5
音乐表演 竖琴 220408050011 姚欣怡 6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38 金予圣 1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22 纳国钦 2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10 张冰迪 3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05 吴奕萱 4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28 曲毓蓉 5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25 付天祥 6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41 朱运霖 7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34 解航 8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11 李霖皓 9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20 钱坤 10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18 王含冰 11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39 石浩民 12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30 马艺洲 13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31 吴尚钰 14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29 唐梓嫣 15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26 李琪颖 16
音乐表演 双簧管 220409020017 卞佳琪 17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48 张屹明 1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61 葛李遨 2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66 薛宗辉 3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68 林真好 4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06 杨单心 5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32 黄家妮 6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69 李旭阳 7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27 王心悦 8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33 石吕天成 9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63 裴昊阳 10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50 朱清泉 11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72 徐乐冉 12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20 杨沛航 13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34 韩昊宇 14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65 林羽彤 15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43 王乐辰 16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42 叶子 17
音乐表演 西洋打击乐 220427010040 陈奕通 18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36 李御豪 1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09 曹鹏睿 2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49 陈梓康 3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10 林梓豪 4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42 黄品翰 5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01 张源康 6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18 付子洲 7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27 朱亦文 8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17 钟柯轩 9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24 秦振杰 10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46 秦李瑞康 11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08 郭禺辰 12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07 刘释铭 13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03 陈奥林 14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47 李天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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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招考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全国排名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44 谭明宇 16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21 刘俊瑞 17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31 司徒子扬 18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37 宋奕成 19
音乐表演 小号 220410010020 张一鸣 2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01 叶秀仪 1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82 甘睿敏 1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85 方之航 3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33 陈小米 4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2 严乐山 5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95 蒋昊 6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72 蛘垍人 6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94 邓咏宁 8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15 陈艺嘉 8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88 来泽俊 1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84 姜成卓 1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59 林沛荣 12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27 周核依 13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54 张梦芊 14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19 邓晴阳 15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77 赵恩蓓 15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53 陈俊博 17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42 潘勤思 17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58 张珊宁 19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1 李伊涵 2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07 孙宁远 21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23 张力戈 21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66 蔡心玥 21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73 张贺中 21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32 郜一豪 25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46 刘欣婷 26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25 田羽涵 27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80 芦昳 27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81 黄菁洋 27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56 胡岩婷 3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0 王润姿 31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4 李时正 31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49 余恩明 31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9 许心愿 34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00 王子妍 35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13 徐文茜 36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39 娄乐怡 37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35 昌润坤 38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78 吴柏醇 38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82 徐骅骋 4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09 钟馨怡 4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5 魏双玥 42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81 陈铮滢 43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98 李微言 43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19 董雪球 45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08 李嘉蕊 46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57 吉雅图 47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53 闫奕彤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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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招考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全国排名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40 田梦真 49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56 张嘉乐 5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90 尹志强 5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03 张瀚之 5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67 黄贤夫 5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7 褚佳琪 54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31 冯嘉晟 55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88 蔡传亮 56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3 杨羚群 57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67 郝振清 58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60 王轶超 59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28 胡文瀚 6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22 严颖之 6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63 沈思娴 6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6 郑璨 63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078 彭炜涵 64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43 徐沁 65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04 王语瞳 66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79 刘松 66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75 周盈颖 68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48 常淏涵 69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34 胡泽轩 7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57 黄玉铃 70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18 卢君怡 72
音乐表演 小提琴 220408010150 孙可人 72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54 程亚洲 1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24 肖哲 2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20 成思宇 3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51 陈泓汐 4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43 孙楷昕 5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30 蒋小宇 6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53 魏锦 7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11 李昊轩 8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41 杨子路 9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37 程怡 10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27 殷佳语 11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26 胡亦超 12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23 谢子滔 13
音乐表演 圆号 220410020021 刘焯然 14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19 李禹诺 1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41 朱可儿 2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51 马沁文 3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15 唐文杰 4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44 崔凤兰 5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111 万依文 6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132 万嘉敏 7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59 周帆阳 8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109 朱筱萌 9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20 张琪雅 10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40 安冬羽 11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73 王浩源 12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89 胥思同 13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128 段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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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招考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全国排名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84 李心宁 15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54 孙心怡 16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57 郑之涵 17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92 慕雨辰 18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116 周燕泽 19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053 苏炜晴 20
音乐表演 长笛 220409010114 仝子卉 21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20 刘晓炜 1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18 梅东升 2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17 袁康隆 3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25 张锴文 4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39 汪煜森 5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48 张宸闻 6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46 梁晨 7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34 岳圣泉 8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35 张宇辰 9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29 杨智翔 10
音乐表演 长号 220410030027 谢宸岳 11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64 万马可 1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63 白芯瑜 2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19 傅煜珂 3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20 曾诗涵 4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06 冯艺轩 5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28 何卿弘 6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39 许可 7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56 浦天瑷 7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52 洪蕴萁 9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43 田世航 10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36 陈怡欣 11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40 龚淑雯 12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51 葛倩 13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35 肖蕾 14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11 徐安琪 15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53 童心悦 16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32 苏光弘 17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31 张栗天一 18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50 颛孙钰哲 19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42 戴宗浩 20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38 王榛 21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58 于力 22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46 胡毓恺 23
音乐表演 中提琴 220408020030 张容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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