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 招考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全国排名

音乐表演 板胡 222305020002 陈佳佳 1
音乐表演 板胡 222305020007 陈冠羽 2
音乐表演 板胡 222305020006 孙千芮 3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41 吴韵 1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17 马彬峰 2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36 林思颖 3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56 芦木爻 4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33 杨果瑜 5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47 陈政宇 6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37 金原丞 7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85 赖晓晓 8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89 王艺 9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51 柳嘉惠 10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45 卜一敬 11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15 林伊 12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32 胡佳悦 13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54 崔小雨 14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35 林昳霏 15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90 李宇昂 16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81 周茗子 17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22 臧欣怡 18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53 陈颖杰 19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30 刘奕孜 20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31 缪澜 21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76 贾茗茜 22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26 谷梓源 23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60 祁悦 24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65 徐翎 25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59 李伯峰 26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18 赵田田 27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70 周朴凡 27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54 励怡彤 29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63 杨蕊宁 30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65 耿玉博 31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61 卢一鸣 32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22 刘倩彤 33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05 殷宇龙 34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00 王静凡 35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70 王慧宇 36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14 房奕辰 37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27 许佳磊 38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55 史晟孝 39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07 杭思懿 40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38 徐博 41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37 欧阳廖昱 42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83 高屹琳 43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50 王心怡 44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79 张政阳 45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52 韩京彤 46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48 杨雅珂 47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139 宋楚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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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胡 222305010125 汪荣琦 49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71 郭林鑫 50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68 黄梦淇 51
音乐表演 二胡 222305010015 李响 52
音乐表演 古琴 222307030009 邓纳文 1
音乐表演 古琴 222307030027 张锦宇 2
音乐表演 古琴 222307030032 蔡修云 3
音乐表演 古琴 222307030010 高玮蔚 4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16 金钰 1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176 刘莞璐 2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17 董思绮 3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144 赵雨萌 4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036 金潇易 5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14 陈芯蕊 6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62 张润依桐 7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021 刘钰如 8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32 冯子怡 9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23 梁晶晶 10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10 沈林哲 11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193 赵恩玄 12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011 祖睿彤 13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56 万千紫 14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36 褚欣琪 15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015 姚宸昕 16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068 沈耕宇 17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067 贾砚婷 18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055 陈遵宁 19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145 张婧怡 20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093 曹媛元 21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35 孙佳彤 22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070 邓惜诺 23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146 杨千烨 24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18 严誉尹 25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39 黄伊嘉 26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21 唐艺丹 27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102 贾雨童 28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258 程思 29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160 迟嘉茹 30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112 李增仪 31
音乐表演 古筝 222307010156 杨智淇 32
音乐表演 箜篌 222307080007 叶子涵 1
音乐表演 箜篌 222307080003 方子暄 2
音乐表演 箜篌 222307080010 邹竞 3
音乐表演 箜篌 222307080015 张小丫 4
音乐表演 柳琴 222307050008 李奕熳 1
音乐表演 柳琴 222307050003 叶婷文 2
音乐表演 柳琴 222307050006 赵烜艺 3
音乐表演 柳琴 222307050007 张睿智 4
音乐表演 民乐大提琴 222306010025 竹欣怡 1
音乐表演 民乐大提琴 222306010019 张宇航 2
音乐表演 民乐大提琴 222306010030 刘翃语 3
音乐表演 民乐大提琴 222306010008 周子杰 4
音乐表演 民乐大提琴 222306010029 顾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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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乐大提琴 222306010033 阎仲然 6
音乐表演 民乐大提琴 222306010020 陈海天 7
音乐表演 民乐大提琴 222306010015 张墨涵 8
音乐表演 民乐低音提琴 222306020003 徐静蕾 1
音乐表演 民乐低音提琴 222306020014 秦君羿 2
音乐表演 民乐低音提琴 222306020010 张楠 3
音乐表演 民乐低音提琴 222306020016 李佳仪 4
音乐表演 民乐低音提琴 222306020004 胡卓雅 5
音乐表演 民乐低音提琴 222306020013 齐炯哲 6
音乐表演 民乐低音提琴 222306020006 张艺馨 7
音乐表演 民族打击乐 222326010021 寇曦文 1
音乐表演 民族打击乐 222326010029 周炳炫 2
音乐表演 民族打击乐 222326010026 李炳豪 3
音乐表演 民族打击乐 222326010009 李雨谣 4
音乐表演 民族打击乐 222326010022 王佳妮 5
音乐表演 民族打击乐 222326010017 刘家阳 6
音乐表演 民族打击乐 222326010032 展超航 7
音乐表演 民族打击乐 222326010031 郑婷月 8
音乐表演 民族打击乐 222326010008 李俊良 9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81 方阳 1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104 王笛伊 2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38 丁思彤 3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91 毛嘉禾 4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114 叶欣瑶 5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85 徐立卓 6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83 蔡茗萱 7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82 陈俊安 8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41 董乐舟 9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40 马颢轩 10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33 戎乐文 11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14 吴姝媞 12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69 刘畅儿 13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19 王佳欣 14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46 黄淇韵 15
音乐表演 琵琶 222307040004 刘佳杰 16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07 朱芳瑛 1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15 蒋铭雨 2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06 徐冰燕 3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27 王一心 4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60 于艺晨 5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20 何嘉霖 6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48 胡雪倩 7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13 刘书玮 8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32 生艺 9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33 胡倩倩 10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19 王泓铮 11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16 赵思佳 12
音乐表演 阮 222307060017 陈冠宇 13
音乐表演 三弦 222307070002 刘子秀 1
音乐表演 三弦 222307070005 赵雨辰 2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40 邹昊男 1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08 林弯弯 2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02 程诣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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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笙 222304030009 刘天逸 4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10 曹然 5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36 陈徵羽 5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48 汪晓乐 7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44 梁景然 8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42 吴一凡 9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37 刘清源 10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17 孙鑫钊 11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05 辛凯 12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20 张珈源 13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19 刘茂鑫 14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31 王昭璇 15
音乐表演 笙 222304030028 尹浩铭 16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03 徐思璇 1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30 顾洪韬 2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13 李甜甜 3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02 冯孟洁 4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01 王晓宁 5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26 吕卓贤 6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25 赵卓林 7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09 张齐贤 8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06 张詠竣 9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18 张舒靖 10
音乐表演 唢呐 222304020014 王筱宁 11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29 林子骐 1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15 李墨涵 2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42 俞典 3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23 杨斯捷 4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33 柯瑛莉 5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19 金茹 6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10 程远 7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41 徐艺源 8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45 刘睿 9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34 周子誉 10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47 曾少宽 11
音乐表演 扬琴 222307020044 徐越 12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38 蒋奕程 1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76 吕圣培 2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73 吴晨洋 3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14 谈成 4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53 江子屹 5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89 邱亦成 6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30 刘嘉能 7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42 顾婧怡 8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11 赵佩阳 9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91 陈夷鸽 10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33 马力 11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67 常思慧 12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79 岳佳怡 13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95 连一凡 14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39 邹杭飞 15
音乐表演 竹笛 222304010084 李雅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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