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中学 专业排名 专业成绩 乐理 听音

乔紫卉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名 449.6 78 50

康佳鹏 男 铁岭市育星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2名 438.6 78 53

王萌 女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第四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3名 437.6 88 55.5

梁嘉智 女 铁岭市育星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4名 428.6 82 86

刘晓晗 女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昌图四高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5名 428.2 80 69.5

张靖童 男 大连市华南高中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6名 420.4 92 88.5

王湘琦 女 沈阳市五十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7名 420 86 61.5

邢浩 男 铁岭育星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8名 416 94 59

张楫舷 女 凤城一中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9名 413 88 83

高雨婷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0名 408.2 82 87

康潇元 女 铁岭市育星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1名 399 78 82

宋姗珊 女 开原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2名 388.2 86 93

陶思宇 女 铁岭市清河区往届生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3名 378.6 92 88.5

丁亚杰 女 铁岭市育星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4名 364.2 62 62.5

汪金玲 女 铁岭市育星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5名 352 74 62

张妍 女 铁岭市育星艺术学院 辽宁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6名 340.8 70 37.5

高毓珥 女 张北县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名 449.4 90 98

贾邵涵 女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第四中学 山西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名 446.6 84 80

胡鹤心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名 440 90 92.5

盖煜溪 女 长春市十一高中 吉林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名 423.8 100 92

刘祥宇 女 山东省莱芜市莱钢高级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名 423.6 82 49

王怡璠 女 滨州行知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2名 419 84 93

赵秫铃 女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北京市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1名 414 94 46.5

薄纯敏 女 利津二中 山东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3名 412.4 96 70

张梁霞 女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4名 410.6 96 83.5

金长敏 女 滕州市第三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5名 408.8 86 53.5

赵秋萍 女 济南世纪英华实验学校 山东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6名 398.6 66 48.5

王诗琪 女 吉林省公主岭实验中学高中部 吉林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2名 397.8 90 92.5

徐东辉 女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育英艺术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7名 395.8 92 88

潘玲玉 女 章丘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8名 382.2 98 84.5

王璐 女 内蒙古包头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主校区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第2名 374.8 80 64

张嘉铭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辽宁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1名 361.4 58 80.5

于天硕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中 辽宁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2名 359.6 72.5 95.8

袁佳歆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3名 355 73 72.3

方路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4名 352.4 83.5 91

张宸熙 男 鞍山市华育高中 辽宁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5名 352.3 90 70.5

宋虹霏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6名 338.9 68 58.3

由臻 男 大连市第四十四中学 辽宁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7名 336.6 52 83.8

孔祥鑫 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1名 331.8 91 87

袁日辉 男 东丰县第三中学 吉林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1名 317.5 64 46

刘芝岚 女 蓬安中学 四川省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主校区作曲系（五年制）)第1名 310.3 81 45

李宗霖 男 抚顺市第十中学 辽宁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1名 359.9 83.5 89.5

杨淦至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2名 357.7 76 58

石松洋 男 鞍山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3名 354.7 89.5 83.5

蓝元禧 男 营口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4名 350.1 45.5 35.8

张泰榕 男 抚顺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5名 337.4 75.5 61.3

赵静鸿 女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6名 333.6 40.5 68

郭怡冰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7名 330 77.5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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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放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学校 辽宁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8名 327.6 66 60.5

谢建华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黑龙江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1名 360.3 87.5 97

刘瑷玮 男 淄博六中 山东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1名 356.8 84.5 45.5

祝非凡 男 诸城一中 山东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2名 354.7 84 84.8

江畔 女 山东省青岛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3名 347.5 88 77.5

高薏涞 男 白山市第二中学 吉林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1名 334.5 52 39

舒蕾昕 女 衢州高级中学 浙江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1名 332.9 61 60

王斯颖 女 建水实验中学 云南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1名 330.7 51 67.8

冯卓雅 女 湖南省耒阳市正源学校 湖南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1名 329.4 91.5 54.8

王邦霁 男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中学 江苏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1名 327.5 65.5 37.5

张迪航 男 浙江省温岭市之江高级中学 浙江省录音艺术(主校区作曲系)第2名 320.1 58 43.8

王亮 男 辽宁歌剧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作曲系指挥（乐队指挥）)第1名 261.9 56 60

李天昊 男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90.1 84 68.5

李芊霖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9.2 98 91.5

史效菲 女 盘锦市育才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9.2 90 70

杨帆 女 大连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89.1 98 100

宋国民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名 89 90 78.5

高伟 男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名 88.5 98 92

韩梦茹 女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名 88.3 96 61.5

张艺滢 女 沈阳市沈河区同泽高级中学女中部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名 87.6 96 92

朱栩漾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9名 87 98 95.5

李昕洋 女 鞍山市海城市同泽高级职业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0名 86.6 96 81.5

邹林朋 男 辽宁省本溪市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0名 86.6 74 58.5

孔馨乐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0名 86.6 76 84.5

席一平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3名 86.2 86 83

刘效铭 男 沈阳市第三十五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4名 86 88 91.5

陈启慧 女 葫芦鸟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5名 85.9 96 86

高西恩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6名 85.6 92 91

赵悦含 女 葫芦岛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6名 85.6 92 70.5

夏子茗 女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8名 84.5 88 84.5

王茜莹 女 沈阳市同泽女子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8名 84.5 96 63.5

解晰然 女 丹东市第十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0名 84.4 92 62

董子宁 女 庄河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1名 84.3 86 65.5

魏麟欢 女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2名 84.1 82 83.5

宁九鹏 男 辽宁省本溪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3名 84 98 98

李昳霖 女 沈阳市第五十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4名 83.8 86 90

边奕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5名 83.7 92 89.5

于婧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5名 83.7 88 72.5

王芷 女 铁岭市第一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7名 83.2 84 89.5

宋德健 男 沈阳市第一四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8名 82.9 82 82.5

赵泓博 男 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重点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9名 82.3 74 70

辛莘 女 辽宁省盘锦市辽河油田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0名 82.2 96 72.5

邓雅元 男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1名 81.8 86 86.5

赵婉竹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2名 81.7 98 82

闫妍 女 沈阳第一私立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3名 81.6 78 53.5

龙禹霏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附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4名 81.3 90 68

刘思彤 女 新世纪实验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5名 79.3 90 100

赵一蓉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6名 79 9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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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秋实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7名 78.3 98 83

苗佳雯 女 丹东市第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8名 78 100 87.5

张津硕 男 喀左四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9名 76.3 74 39.5

尤佳 女 抚顺市凤翔实验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0名 76 96 93

朱文龙 男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0名 76 90 78.5

刘宇松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2名 75.9 76 83

郑永鑫 男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3名 75.8 62 66.5

马怡凡 女 大连开发区第十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4名 75.5 94 94

孙祥耕 男 大连市第二十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5名 75.4 80 49

应德纯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5名 75.4 88 90

贾迎硕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7名 74.8 94 85

刘祎航 男 辽宁省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8名 74.3 90 87.5

闫宏 女 凌源市实验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8名 74.3 84 64.5

张博鑫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0名 74.2 96 65

牛罡宇 男 辽阳市第一职业中专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1名 74.1 74 57

李昊轩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2名 73.7 96 94

徐旸 女 抚顺市望花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2名 73.7 82 73.5

姚思琪 女 沈阳市第一二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4名 73.6 86 73.5

王一泽 男 辽河油田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5名 73.3 96 62.5

张佳琪 女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6名 73 92 100

裴真 男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7名 72.9 68 58

谢雨欣 女 沈阳市第三十八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7名 72.9 74 67

蔡芊芊 女 大连金石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9名 72.7 84 61.5

王子仪 女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0名 72.6 88 69

辛禹鹤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1名 72.5 90 73.5

刘玥汐 女 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1名 72.5 70 75.5

许若菲 女 铁岭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1名 72.5 84 84

崔鑫龙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1名 72.5 66 67

韩桐 女 北票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5名 72.3 82 71.5

蔡丰逊 男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卓南分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6名 72.1 80 73.5

阎鑫蕊 女 兴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6名 72.1 98 93.5

王禹涵 女 渤海大学附属艺术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6名 72.1 72 77.5

李明帅 男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9名 71.9 96 74

杨子健 男 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0名 71.8 86 73.5

吴昌钰 男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1名 71.7 80 60

许若彤 女 铁岭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2名 71.5 76 88

邵玲珑 女 盘锦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3名 71.4 70 63

张奕博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4名 71.3 88 78.5

李宇石 男 锦州市锦阳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4名 71.3 72 40

王鑫桐 男 辽宁歌剧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6名 71.1 72 60

张一雅琦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6名 71.1 78 85.5

赵树新 男 新民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8名 71 98 77

李依莲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9名 70.9 100 100

常昊文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0名 70.8 88 55

彭禹笙 男 渤海大学附属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1名 70.7 58 45.5

李雨泽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2名 70.5 82 69

冯丹绘 女 辽宁省实验中学北校区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3名 70.4 94 82.5

赵鸿鸣 女 辽宁歌剧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4名 70.2 88 58.5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3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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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尹 女 辽宁省铁岭市育星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5名 70.1 80 73.5

李冰璇 女 抚顺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6名 70 96 79.5

朱士峰 男 平阴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90 96 73.5

云圣然 男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90 96 72

李先茗 男 潍坊实验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9.8 92 88

储韩烨 女 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高级中学 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8.4 94 73

王文博 男 迁西县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8.2 86 93.5

徐紫桐 男 桦南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7.7 92 84.5

徐紫晗 女 万杰朝阳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87.6 86 69.5

黄馨瑶 女 吉林省通化市靖宇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7.5 96 87.5

谢汶栖 女 塔城市第三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7.2 94 79.5

马仰远 男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86.7 94 88

赵艺珊 女 哈尔滨市师范附属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86.5 100 83.5

邵军 女 河南省濮阳市油田第二高级中学 河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6.3 94 89.5

张硕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86.3 84 56

郭瑞 女 平凉市第二中学 甘肃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6.1 98 94

王彦欣 男 石家庄市第六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6.1 82 61

王笑凡 男 河北承德实验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6.1 98 79

林玉航 男 山东省烟台市烟台艺术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6 88 79

李东阳 女 吉林省松原市油田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5.6 88 72.5

熊靖允 女 油田二高 河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5.4 86 76.5

史少杰 男 太原市大成学校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5.3 92 89.5

舒婷 女 新晃一中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5.3 96 90

李阳 女 衡阳市八中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5.1 90 83

初熙 男 辽源市志远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85.1 86 80.5

栾贻然 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名 85.1 92 76.5

张逸沛 男 清徐县徐沟中学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5.1 86 83.5

陈岩波 男 安徽省寿县一中 安徽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5 90 82.5

张靖萱 女 吉林省桦甸市第四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84.8 90 100

刘沅昊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名 84.8 92 94

杨杉 女 绥化市第九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名 84.8 88 85.5

王凯萱 女 山东省烟台艺术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名 84.3 88 68

曹泽宇 男 鄱阳县第一中学 江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4.2 92 65

王艺霖 男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龙城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名 84 100 86

韩梓怡 女 黑龙江省同江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名 84 92 96

徐东强 男 山东省牟平区育英艺术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名 83.9 92 70

刘佳靖迪 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四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9名 83.7 80 84

张书玮 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东风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0名 83.6 92 69.5

张继宇 男 河北省三河市第三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83.6 88 77

李嘉欣 女 大庆实验二部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1名 83.5 88 82

曲环宇 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肇源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1名 83.5 86 60

林钰昕 女 漳州实验中学 福建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3.3 86 85

孙文博 男 黑龙江省肇东市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3名 83.1 94 85.5

吴梓鑫 男 吉首市民族中学 广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3 92 89.5

徐傲然 男 哈尔滨市第十八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4名 82.6 88 73.5

苑小艺 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东风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5名 81.7 96 99

贾新宇 男 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81.6 88 73.5

许轩鸣 女 黑龙江省汤原县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6名 78.8 94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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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瑞 男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7名 77.5 74 61

杨淳婷 女 大庆市第三十五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8名 76.8 94 63.5

崔爽 女 保定市第三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名 76.2 98 98

王拜 男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75.7 56 43

刘奕轩 男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广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75.6 96 97

王健十 女 河北省平泉精英高考文化补习学校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名 75.3 84 74.5

赵善钦 男 莒县二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名 75.2 52 44

周聪 男 山东省单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9名 75.1 98 90

王宁 男 红兴隆管理局第二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9名 75.1 98 89

张天雨 男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名 75 62 56.5

李儒铮 男 衡水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名 74.8 84 51.5

黄玉杉 男 红兴隆第二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0名 74.5 92 73

董瀚文 男 公主岭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名 74.3 86 69

张子笑 男 河北省石家庄市张丽美术中等专业学校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9名 74.2 96 56

张浩然 男 齐齐哈尔市第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1名 74 92 67.5

李昊洋 男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第三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2名 73.9 82 73.5

李明哲 男 中国煤矿文工团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3名 73.8 64 45.5

史磊 男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十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0名 73.7 86 78.5

邓鑫晨 男 桃江县第四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73.7 98 88.5

崔月 女 包头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73.6 86 83

艾韵琳 女 鸡西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4名 73.4 100 90

李鸿昊 男 章丘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0名 73.4 78 79.5

朱振华 男 甘南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5名 73.3 88 89

王珺 女 诸城一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1名 73.3 84 90

张一帆 男 威海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2名 73.1 94 46

陈雷 男 桃江县第四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73.1 96 97

潘文龙 男 昌乐及第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2名 73.1 90 90

王硕 男 河南宏力学校 河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73 96 85.5

李一韦 女 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第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6名 73 98 85

刘云欣 女 兴隆林业局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7名 72.9 68 52

吴繁 女 霍林郭勒市第三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72.8 90 74.5

徐广冬 男 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8名 72.7 92 87.5

李秋 女 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第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8名 72.7 82 70.5

李鑫雨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高中部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8名 72.7 70 70

蒋涵 女 济南市第三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4名 72.7 56 60

丁文翔 男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岚山一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4名 72.7 80 61.5

汪昕 女 安徽省合肥市小庙中学 安徽省音乐表演(主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72.6 82 74

张芯侨 女 鞍山市新世纪实验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9.5 80 86.5

尹帷霄 男 沈阳市第十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7.2 96 78

叶宇轩 男 铁岭市西丰县往届生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85.6 86 78

弋子千 女 辽宁省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85.4 86 86.5

张东阳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名 85.2 82 73.5

毛文婷 女 大连市第十二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名 83.6 80 86

于伟业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名 82.9 86 91

刘诗雨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名 82.2 70 83.5

冯宇廷 男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9名 81.6 68 54

韩雪梅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0名 76.8 82 77.5

韩鹏 男 朝阳第四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1名 75.9 82 62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5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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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牧坤 男 渤海大学附属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2名 75.4 78 60.5

魏玉 女 铁岭市育星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3名 75.1 54 63.5

罗书偌 男 铁岭市育星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4名 75 72 80

刘书豪 男 辽宁省抚顺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5名 73.5 88 70.5

昝龙珠 女 凌源市实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6名 72.6 86 69

宋宛芯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7名 72.2 84 71

于添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8名 71.3 92 87

于世凡 男 葫芦岛市第八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9名 71.1 88 47

姜可新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0名 69.6 74 65

修双雪 女 朝阳县实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1名 69.3 80 56.5

王闯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2名 66.7 82 83

宋宛迪 女 辽宁省铁岭市西丰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3名 66.1 78 67.5

孙启蒙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4名 65.4 92 89

郭虹铄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5名 65.1 74 43

曲双琪 男 大庆市第二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91 84 88.5

范宇宵 女 青岛艺术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6.8 88 86.5

韩畅 女 辉南一中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6.6 80 84.5

吴润东 男 邯郸市肥乡区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4.1 96 95.5

李明钰 女 三门峡市实验高中 河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3.5 90 99

钱泽齐 男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二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3.4 92 84.5

朱嬿婷 女 新余四中 江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3.1 76 88

曹嘉凝 女 黑龙江省绥化市第七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82.8 90 66

赵赫 男 三门峡市黄冈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2 90 88

张祎 女 哈尔滨市第73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81.1 100 76

刘潇 男 深圳市深大附中 广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80.5 100 99

宋佳祺 男 山东省烟台艺术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79.9 90 88

顾辰安 女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 江苏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79.8 96 93.5

郭名禄 男 河北省邢台市第八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79.2 92 51

宋委伦 男 吉林省辉南县第一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胡明健声乐专家小组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79.1 86 73.5

邹润泽 男 大连市普兰店区第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1.6 70 78

苏芳慕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91.4 88 80

何金诺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名 91 96 72

李雨姗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名 90.9 78 85.5

李雨桐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名 90.8 86 72

李戈童 男 辽宁省实验中学营口分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6名 90.7 96 96.5

杨薏霓 女 鞍山市新世纪实验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6名 90.7 90 86

林家繁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8名 90.5 76 75.5

朱方宁 女 辽宁省鞍山市华育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9名 90.4 80 59.5

徐涌嘉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0名 90.1 82 81

钟宇晴 女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0名 90.1 86 77.5

孔圆 女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0名 90.1 90 87.5

孙筱媛 女 锦州市黑山县往届生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3名 90 76 72

宫月含 女 辽宁省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3名 90 86 94

郑懿 女 本溪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5名 89.9 82 68

张宪慈 女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5名 89.9 86 89.5

王雨萱 女 大连市红旗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7名 89.6 94 81.5

赵函菲 女 本溪县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8名 89.5 94 77

马经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8名 89.5 9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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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玥 女 大东区往届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0名 89.3 88 59

宋雅恬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1名 89.2 98 78

林禹铮 男 沈阳市第三十八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1名 89.2 94 77

瞿子豪 男 盘锦市辽河油田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3名 88.9 86 57.5

郑朔宛昀 女 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4名 88.3 82 67

陈璇 女 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5名 87.1 84 68

周美奇 女 鞍山市海城市同泽高级职业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6名 86.1 86 98

代靓钰 女 葫芦岛市第六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7名 83 84 64

曹佳莹 女 铁岭市开原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8名 79.7 90 64

高琳琳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9名 78.5 80 88

杜睿满 女 法库县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0名 77.2 64 56

山丹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1名 77 94 81

李雪静 女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2名 76.9 94 63

孟庆贺 男 辽宁省海城市腾鳌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3名 76.6 60 81.5

高娜 女 铁岭市育星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4名 75.7 72 81

侯明君 女 沈阳师大附属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4名 75.7 82 87

赵芮 女 大石桥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6名 75.4 86 78.5

于智永 男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7名 75.2 78 68

于恒弋 女 辽宁省本溪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8名 75 92 75

陈子怡 女 沈阳市第一四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9名 74.9 58 63

王轰嵛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0名 74.4 78 83.5

曹琳婉 女 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1名 74.2 76 70.5

胡乃月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2名 74 94 82.5

高芷晴 女 铁岭市调兵山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2名 74 96 69.5

郭思彤 女 岫岩三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4名 73.9 86 52

王美茜 女 辽宁省沈阳市第二十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5名 73.4 92 77.5

李浩 男 法库县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6名 73.2 82 65.5

王宇恒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7名 73.1 92 71

陈玥冰 女 铁岭市昌图县第四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8名 73 98 83

史金佺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8名 73 54 46

王欢欢 女 建平县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0名 72.6 46 51.5

李虹烨 女 辽宁省抚顺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1名 72.5 82 93.5

代瑞 女 辽宁省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2名 72.4 84 82.5

付庆达 男 铁岭市开原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2名 72.4 50 61

冯明帅 男 育星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4名 72.1 72 68.5

李正慧 男 盖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4名 72.1 78 62

吴宛诺 女 沈阳市第十五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6名 72 56 64.5

刘思含 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7名 71.9 98 93

孔雯雯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8名 70.8 94 89

毛琦 男 朝阳市育英高考补习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8名 70.8 84 60

张诗琪 女 鞍山市华育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8名 70.8 80 88.5

胡震宇 男 邵阳市华龙学校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1.9 88 84.5

刘舒玮 女 长春市第十九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1.8 88 81

张以恒 男 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1.8 88 94

张子璇 女 万杰朝阳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1.6 86 82

廖佳石 女 吉林油田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91.6 96 98.5

刘禹瑶 女 吉林省集安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名 91.3 76 73

刘思琪 女 江苏省淮安市清江中学 江苏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1.2 98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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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 男 承德市第八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1 98 89.5

邱豪根 男 重庆市巴川国际高级中学校 重庆市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0.8 98 94.5

李琛 女 大同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校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0.8 100 96

王梦珂 女 海南华侨中学 海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0.8 92 90.5

娄维涵 男 河南省商水第二高级中学 河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0.6 74 60.5

计馨雅 女 宁夏固原第一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0.6 78 65.5

刘畅 女 太原市实验中学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90.5 98 91.5

张子琪 女 第三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90.4 100 93.5

何峥炜 男 长沙明德达材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90.4 100 96

刘曾宇 男 邵阳市六中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名 90.3 88 92

马悦 女 东丰县第二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名 90.2 100 81.5

宋佳璘 女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名 90.2 92 84

王姝懿 女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名 90.2 92 90

尹梓阳 男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0.1 98 91

贾与伦 男 城镇社会青年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名 90.1 76 79

吴文静 女 宁波外事学校 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0 92 86.5

曲群航 男 五大连池市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名 90 98 83

曹佳旭 男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一中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90 92 76.5

阮伟恒 男 广西南宁市邕宁高级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0 76 64

白若辰 女 通辽实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89.7 92 66

李怡然 女 林西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89.7 88 77.5

彭茜 女 侨辉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名 89.7 80 72.5

陈子豪 男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89.6 94 86.5

陈钰 男 吉首市民族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名 89.6 94 80.5

张瑞琪 女 甘肃陇南市一中 甘肃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89.6 88 100

李琛 女 涟源市涟源艺校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6名 89.4 92 92

刘婉妮 女 吉林省通化市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6名 89.3 90 57

黄以琳 女 青岛一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89.3 84 71

陈思 男 吉林省公主岭市第三高中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6名 89.3 94 92.5

谭周湘 男 涟源市行知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7名 89.2 96 89

孔德昕 男 赤峰市第二实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名 89.2 96 88.5

王雨薇 女 金昌市第二中学 甘肃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89.2 90 93

包东博 男 通化市第十四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8名 89.1 64 52

高鸿瑞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北京市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89 78 60.5

张赟 女 明兴高中 江苏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89 94 72.5

杨嘉宁 女 黑龙江省鸡西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6名 88.9 92 90

冯卓 女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实验学校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9名 88.8 58 67.5

崔天阳 女 长治第四中学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名 88.8 80 71

陈怀宇 男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8名 88.6 98 94.5

向侨 男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桑植第四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9名 88.5 88 78.5

南东明 女 甘肃省兰州市通渭县通渭一中 甘肃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名 88.3 90 94

孙小栋 男 田家炳实验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0名 87.5 88 91.5

黄睿 男 宜章一中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族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1名 87.3 92 88.5

包佳乐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名 89.9 88 97.5

石佳卓 男 抚顺市第十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名 89.7 86 97

李雪YING 女 沈阳第十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3名 89.5 96 83

安晶爱 女 沈阳市 第十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4名 89.1 92 94

孙浚译 男 辽阳石油化纤公司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5名 88.6 92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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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妮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6名 88.4 100 100

王雨桐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7名 88.3 98 92.5

王思涵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院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7名 88.3 98 100

卓伟达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院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9名 87.6 98 98

王林萍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0名 87 92 93

宛楠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1名 86.6 98 82

邓家宝 女 建昌县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2名 86.4 92 100

王思程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3名 85.9 98 99

刘金迪 女 鞍山市海城市第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4名 85.3 100 95.5

谭淑宸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4名 85.3 100 95

甄诚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6名 84.9 94 98

张馨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7名 83.8 98 98

宋欣朗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8名 83.7 92 98

张华冉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9名 83.4 98 100

刘小溪 女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0名 83.2 98 95

王臻 男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第四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1名 82.9 98 86

黄子玲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2名 82.7 96 92

刘丽欣 女 辽宁省鞍山市华育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3名 82.2 96 78.5

李依霖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4名 82 98 98

王美月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院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5名 81.9 92 95

仲子嫣 女 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6名 81.6 100 100

沈洋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7名 81.1 98 100

佟晓圆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8名 77.4 92 95

陶宇丹 女 大连中音艺术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9名 77.1 96 74

张紫诺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30名 76.8 86 75.5

吴俊蓉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31名 75.1 90 96

任杰出 男 阜蒙县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32名 66.6 86 61.5

罗震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33名 65.4 80 89.5

张颢达 男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34名 60 66 81.5

王美伊 女 吉林省延边艺术学校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名 89.6 98 93.5

霍怡璐 女 河南省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名 87.4 96 87

王舒雯 女 四川省新津县华润高级中学 四川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名 85 90 95

张津硕 男 吉林市吉化第一高级中学校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名 84.4 88 92.5

李昱男 女 河北唐山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名 80.5 96 86

齐丁丁 女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名 79 100 99

尤雅儒 女 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名 77.6 100 92.5

金鑫 男 敦化市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3名 75.7 96 54.5

徐晓琦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名 74.8 98 85

胡渊明 男 黑龙江省密山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名 72.2 86 83

刘泓廷 男 抚顺市第十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手风琴演奏）)第1名 89.4 80 89

兰依澳 男 抚顺市雷锋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手风琴演奏）)第2名 87.9 72 92

李根 男 葫芦岛市连山区世纪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手风琴演奏）)第3名 82.6 98 94.5

张瀚文 男 抚顺市卓峤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手风琴演奏）)第4名 81.6 72 79.5

王誉洁 女 沈阳市二十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手风琴演奏）)第5名 79.2 94 86.5

李晨菲 女 衡水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手风琴演奏）)第1名 84.7 88 84.5

高运淼 女 保定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手风琴演奏）)第2名 83.6 100 87.5

史博闻 男 衡水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手风琴演奏）)第3名 78.2 98 82.5

刘子赫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1名 87.5 7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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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钦月 女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2名 84.2 88 70.5

霍金明 男 鞍山海城市往届毕业生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3名 81.6 66 78.5

赵家煊 女 沈阳市共青团实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4名 74.3 92 64.5

孔德瑜 男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1名 89.3 98 76.5

姜雨杉 女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2名 87.4 84 77

王雨馨 女 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1名 86.2 96 84.5

俞九如 女 宁波菁华双预培训学校 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1名 82.3 98 99

纪翔 男 青岛育贤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演奏）)第1名 85.8 92 55.5

徐明昊 男 哈尔滨市剑桥第三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演奏）)第1名 85.5 98 50

龚成 男 江西省南昌市第二十中 江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演奏）)第1名 83.5 94 83

边伊宁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1名 90.3 98 93

朱睿晨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2名 88.6 82 88

段佳良 男 大连中音艺术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3名 82.9 86 66

康喆 男 深圳市福井外国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4名 82.5 70 69.5

王鑫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1名 89.9 86 92

郝培晶 男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1名 85.5 88 80.5

田泰吉 男 吉林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1名 85 84 71.5

李承峻 男 佳木斯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2名 84.6 96 99

张家川 男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1名 80.4 82 82.5

于兆阳 男 黑龙江省第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3名 80.3 100 82.5

胡金 男 长春艺术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2名 77.2 74 71.5

王政 男 沈阳市第一二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管演奏）)第1名 85.3 68 51

郭馨潞 男 长春市第八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管演奏）)第1名 91 88 96

武煊哲 男 辽阳石油化纤公司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萨克斯演奏）)第1名 91.7 94 94

金延虓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萨克斯演奏）)第2名 89.3 82 62.5

李沅潮 男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萨克斯演奏）)第3名 67.4 88 75

高嘉声 男 牟平育英艺术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萨克斯演奏）)第1名 89.7 90 89

关子钰 女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圆号演奏）)第1名 91.3 78 64

赵嘉航 男 辽宁省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圆号演奏）)第2名 84 80 51.5

李钰茹 女 天津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天津市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圆号演奏）)第1名 84.9 100 48.5

袁昊 女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圆号演奏）)第1名 77.7 100 96

韩立松 男 鞍山市海城市同泽高级职业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号演奏）)第1名 85.2 70 52

王承邦 男 观澜中学 广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号演奏）)第1名 86.6 76 84

张心然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北京市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号演奏）)第1名 86.3 88 61

王振宇 男 吉林市第十三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号演奏）)第1名 84.2 76 58.5

谭俱旺 男 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去高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号演奏）)第1名 83.4 80 77.5

裴中浩 男 本溪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号演奏）)第1名 84.3 88 77.5

谢佳翀 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十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号演奏）)第1名 88.5 98 78

李羽晴 女 深圳市龙岗区平冈中学 广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号演奏）)第1名 84.8 94 96

常欣宇 男 河北省邯郸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号演奏）)第1名 81.4 98 82.5

赵公玺 男 长春艺术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号演奏）)第1名 81 68 51

赵赫远 男 赤峰实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号演奏）)第1名 73.1 72 56

李怡如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89.2 82 87

邹文昊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2名 87.9 96 99

陈皓珏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3名 87.8 96 100

吴桐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4名 87.6 80 92.5

王湘宁 女 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5名 86.7 76 70.5

张冰洁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6名 86.5 76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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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怡汀 女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7名 86.3 88 100

杨婷伊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8名 86 76 93

王法涵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9名 85.8 88 100

鲁俊羽 女 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0名 84.4 90 97

李佳琪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1名 84.3 90 96

赵子逸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2名 83.7 98 98

汪琪 女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3名 83.6 98 77.5

杜佳研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4名 83.4 90 88

刘之源 男 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5名 83 100 100

李明熹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6名 82.9 96 95

候文秀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7名 82.3 88 81.5

尹航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8名 82 94 100

王靖喆 男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9名 79.6 74 73.5

王昊晨 男 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20名 79 86 71

胡文荣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20名 79 66 88.5

杨野 男 辽阳石油化纤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22名 78.5 86 74

肖杭成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23名 77.5 74 94

于添 男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24名 73.7 92 89

陈筱敏 女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育英艺术高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85 92 97

周予欣 女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85 96 93

谷昕泽 男 通辽市第五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84.6 100 84

胥文军 女 哈尔滨第六十四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83.3 86 91.5

杨宇 男 中央音乐学院鼎石实验学校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82.2 56 76.5

程弘扬 男 邯郸市钢苑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2名 78.4 92 91

刘奕昕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中 北京市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76.9 64 76.5

孟姝君 女 吉林省吉林市吉化第一高级中学校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75.2 82 98

皮特 男 抚顺市德才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1名 89.3 98 99

孙文艺 女 辽宁省鞍山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2名 88 96 96

闫琪佳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3名 87 96 98

张舒媚 女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4名 80.2 92 87

邴莹莹 女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5名 79 88 54

钟凯栎 男 青岛艺术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1名 86.8 84 79

李雪杨 女 乌鲁木齐市二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1名 84 90 68.5

张宇希 男 呼和浩特市铁路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1名 81.4 98 86

周芷伊 女 台州市实验中学 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1名 78.9 90 80

谷佳琦 女 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1名 76.3 100 46

王人杰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演奏）)第1名 89.1 86 87

刘芮彤 女 大连渤海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演奏）)第2名 86 96 79.5

李祉晔 女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演奏）)第3名 85.5 94 76

王心妹 女 鞍山市海城市同泽高级职业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演奏）)第4名 80.5 90 80.5

刘红娣 女 济宁一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演奏）)第1名 79.8 98 77.5

赵秋涵 女 大庆市第二十八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演奏）)第1名 70.7 90 53.5

菅昊飞 男 鞍山市铁东区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演奏）)第1名 89.3 94 95

赵文赫 男 阜新市海洲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演奏）)第2名 83.6 94 75.5

潘一鸣 男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二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演奏）)第1名 87.2 92 67

孟子童 男 辽宁省沈阳市广全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吉他演奏）)第1名 82.1 92 79

郭豪丁 男 长治市第七中学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吉他演奏）)第1名 81.2 96 87.5

张哲诚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打击乐演奏）)第1名 91.4 76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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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斗满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打击乐演奏）)第2名 90.6 92 78

于鉴开 男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打击乐演奏）)第3名 90.4 86 84.5

吴炳翰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打击乐演奏）)第4名 90.3 96 91.5

林铁松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打击乐演奏）)第5名 83.3 90 69

王冠达 男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打击乐演奏）)第1名 88.4 98 89

鲍昱成 男 平冈中学 广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打击乐演奏）)第1名 78.1 98 89.5

何雨佳 女 江苏省苏州市第六中学 江苏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打击乐演奏）)第1名 73.9 90 55

贾文瑶 女 山西省大同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校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打击乐演奏）)第1名 73.2 78 63

朱琳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1名 90.6 86 79.5

杨洲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2名 89.1 100 94.5

黄珊 女 辽宁省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3名 88.6 88 71.5

吕依静 女 鞍山市海城市第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4名 88.1 92 64.5

单子轩 女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5名 87.7 88 75

陈秋实 男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6名 86.3 82 65

李晓婉 女 凤城二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7名 84.3 94 71.5

马艺鸣 女 鞍山市华育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8名 83.8 78 64.5

闫宇萌 男 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8名 83.8 96 78.5

刘雨婵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10名 83 78 59.5

于理 女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11名 80.6 96 99

桂韵琪 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七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1名 87.2 82 63

刘畅 女 岳阳县第二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1名 86.6 84 57

王海航 男 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1名 86.1 84 62

闫炳鑫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笙演奏）)第1名 92.4 98 96

吴一诺 女 建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笙演奏）)第2名 82.1 70 60

于方浦 男 大连市渤海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笙演奏）)第3名 81.2 94 76.5

宋启川 男 黑龙江省鸡西市实验高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笙演奏）)第1名 86.9 84 72

范洎铭 男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笙演奏）)第2名 86.7 92 95

齐月阳 男 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 北京市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笙演奏）)第1名 86.1 78 73.5

张南 男 瓦房店市同等学力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唢呐演奏）)第1名 86 54 62

姜月琪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唢呐演奏）)第2名 84.6 88 92

张雪纯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唢呐演奏）)第3名 76 50 42.5

李红阳 男 鸡东县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唢呐演奏）)第1名 84.5 94 82.5

王玥雯 女 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 北京市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唢呐演奏）)第1名 83.7 68 67

马铭阳 男 大兴安岭实验中学西校区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唢呐演奏）)第2名 82.7 94 94

徐玟 女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唢呐演奏）)第3名 78.4 92 60

庞雪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管子演奏）)第1名 84.6 88 80.5

崔佳俞 女 大连市一0八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柳琴演奏）)第1名 82.7 90 81

王紫薇 女 沈阳第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1名 89.8 98 93

周梦萱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2名 88.4 94 96

杜嘉懿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3名 87.9 96 98

陈美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4名 83.5 92 85.5

邱耀莹 女 辽宁省丹东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5名 83.1 86 66

关梦德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6名 79.9 98 73.5

陈宏茂 男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7名 79.4 62 43

郝赫楠 女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8名 79.3 90 78.5

李文佳 女 沈阳市同泽高级中学女中部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9名 78.9 90 69

王思懿 女 辽西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10名 76.2 88 80.5

谷纹铜 女 牙克石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1名 85.8 94 68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12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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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芮 女 青岛艺术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1名 83.6 90 80.5

孟姝含 女 日照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2名 82.7 92 65

高溪遥 女 沈阳市第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1名 83.9 90 60.5

白佳琪 女 大连开发区第八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2名 82.8 96 96

周凤金 男 熊岳镇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3名 82 92 51.5

朱姿润 女 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1名 87 94 67.5

闫丰毓 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1名 84.4 98 74.5

李金峰 男 佳木斯市第七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2名 81.2 90 50.5

崔小涵 女 哈尔滨第五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3名 78.8 88 53

王莹 女 佳木斯市第七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4名 76.4 68 39.5

王相一 男 辽宁省普兰店区第三十八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扬琴演奏）)第1名 88.8 92 79.5

董依白 女 大连市一〇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扬琴演奏）)第2名 77 96 75

林春婷 女 沈阳市奉天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扬琴演奏）)第3名 72 76 40.5

郭坤桐 女 吉林省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第六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扬琴演奏）)第1名 86.4 80 83.5

刘笑寒 女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第四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扬琴演奏）)第1名 84.2 78 49.5

何磊 女 沈阳音乐学院大连附属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名 89.9 98 93.5

李玥羲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名 89.1 86 99

刘春慧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3名 88.8 96 90

赵子茹 女 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4名 88.3 94 92.5

王梓懿 女 大连阳光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5名 87.9 84 81

杨孜怡 女 辽阳市第一职业中专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6名 86.6 88 80

杜雨忻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7名 86.4 98 95

郑博彧 女 大连渤海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8名 86.2 100 87.5

何翕蓥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9名 86.1 78 53

白洛语 女 东北中山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0名 85.5 96 88

滕梓杉 女 中音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1名 85.1 94 83.5

李星瑶 女 辽阳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2名 85 98 93

代东君 女 鞍山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3名 84.3 92 94

王馨雨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4名 84 98 96

蔡雯卉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5名 83.9 92 90

李怡儒 女 辽宁省大连市第四十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6名 83.2 96 76

杨照 女 辽宁省辽阳市三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7名 83.1 88 84

包宇琦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8名 81.3 96 90

武文琦 女 大连市第四十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9名 81 98 82

刘静颐 女 鞍山市第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0名 80.9 96 90

徐小涵 女 沈阳市第30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1名 80 96 81

李嘉欣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2名 77.6 46 52

孟鑫阳 女 沈阳市奉天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3名 77.5 78 65

王璐 女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4名 77.4 92 61

张依纯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4名 77.4 90 86.5

曲翔 女 大连中音艺术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6名 75.4 94 93

张湘晗 女 抚顺市雷锋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7名 74 80 65.5

张译丹 女 大连市红旗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8名 70.2 94 76

王至华 女 岫岩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9名 69.3 76 74

王乙雯 女 辽宁省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30名 68.4 90 54.5

王赫子楠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31名 67.6 68 48

蒋子璇 女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十五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名 90.3 90 87.5

宋心怡 女 荫营一中 山西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名 89.5 94 93.5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13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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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女 富锦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名 88.9 100 96.5

赵朋锋 女 河北涿州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名 88.6 96 87

王星懿 女 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 北京市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名 88.5 92 85

王思蒙 男 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第二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琴演奏）)第1名 87.7 86 97

苟俊臣 男 私立青岛海山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琴演奏）)第1名 86.4 100 74

郭怡君 女 山东省青岛第39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琴演奏）)第2名 83.3 92 80.5

吴楠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箜篌演奏）)第1名 87.8 86 89

朱婷婷 女 沈阳市同泽高级中学女中部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箜篌演奏）)第2名 87.2 78 59.5

孙铭阳 女 沈阳市第三十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箜篌演奏）)第3名 84.3 88 85.5

王露凝 女 葫芦岛市实验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箜篌演奏）)第4名 83.9 92 52

安博文 女 沈阳市沈河区高中同等学力考生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箜篌演奏）)第5名 79.3 66 52.5

戴梦茹 女 北京大学附中河南分校 河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箜篌演奏）)第1名 85.5 90 56

邵涵悦 女 河南省开封市第五中学 河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箜篌演奏）)第2名 82.3 96 77

李牧耘 女 开封市第五中学 河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箜篌演奏）)第3名 82.1 88 52

李淼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名 91.8 92 84.5

刘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2名 89.5 100 99

周昕 女 海城市育才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2名 89.5 92 91

孙祥鸣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4名 89.4 90 87

殷子惠 女 沈阳音乐学院大连附属舞蹈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4名 89.4 96 92.5

王文婧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6名 89 92 94

滕士博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7名 87.5 78 82

王靖雯 女 鞍山市华育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8名 86.9 70 88.5

苏泽亚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9名 86.8 94 97.5

王紫溪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0名 85.2 86 90.5

贾广乐 男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1名 85 90 89.5

王延涛 男 东港一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2名 84 70 59.5

张婷 女 沈阳音乐舞蹈学院大连校区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3名 83.4 74 69

董凡钧 男 盖州市往届生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3名 83.4 84 61

李欣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5名 83 96 87.5

申展 女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6名 82.8 84 81.5

王港传 男 辽宁省海城市同泽职业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7名 82.6 80 83

王雅梦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8名 81.2 72 77.5

武芳卉 女 东港市第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9名 74.7 88 63

刘思雯 女 开原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20名 74.3 88 57

于凡越 女 吉林省长春市第一五0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名 88.4 86 89

高姗 女 唐山市第十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名 87.7 96 90.5

刘子鑫 男 莆田第六中学 福建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名 87.6 98 100

马宁 女 拜泉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名 87 86 79.5

赵孝丹 男 齐河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名 86.4 82 91.5

张钧清 男 山东省昌乐二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2名 86.2 84 89

刘秉龙 男 黑龙江省克山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2名 86.1 96 90

白欣鹭 女 大庆市第二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3名 85.4 96 76.5

毛希蔓 女 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4名 84.5 94 68

孙韫鸿 男 鸡西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5名 83.2 72 53.5

刘华擎 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6名 82.4 92 73.5

戴丽娜 女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7名 81.8 96 74.5

孙小淇 女 吉林省长春艺术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2名 81.4 82 44.5

周振东 男 奉天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大提琴演奏）)第1名 74.4 58 35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14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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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伦 男 佳木斯市11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低音提琴演奏）)第1名 83.2 90 64

寇文娟 女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甘肃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低音提琴演奏）)第1名 80.5 98 68

王峥嵘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院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民族打击乐演奏）)第1名 81.6 76 63.5

曹文畅 女 营口实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民族打击乐演奏）)第2名 78.8 90 80

万传辉 男 齐河一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民族打击乐演奏）)第1名 86.6 82 67.5

吴品超 男 黑龙江省萨尔图区大庆市东风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民族打击乐演奏）)第1名 86 96 54

孙煜恒 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二高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主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民族打击乐演奏）)第2名 80.8 100 52

孙畅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91.6

高艺丹 女 辽宁省沈阳市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90.9

牟薪竹 女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90

徐贺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名 89

李昊洹 男 沈阳民族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名 88.8

王荣铮 男 营口戏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名 88.8

宋光洋 男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名 88.7

任贤智 男 辽宁营口市戏曲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名 88.6

陈佳宁 女 辽宁省营口市戏曲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9名 88.5

罗宝岐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0名 88.4

刘津阁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1名 88.2

吴佩吉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2名 88.1

姜虹宇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3名 87.7

孙琦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4名 87.4

夏子涵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5名 87.3

卜诗格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6名 87.2

英瑜轩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7名 87

刘精微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8名 86.7

丁泓元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9名 86.6

刘多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0名 86.3

佟金妍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1名 86.2

李艾頔 女 大连市前程高级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2名 86

卞钰鹭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3名 85.9

王诗雨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4名 85.7

谭月皖婷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5名 85.6

贾新悦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6名 85.3

姜佳庚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7名 85

李美琪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8名 84.9

孙彤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9名 84.7

孟芷彤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0名 84.6

张晓晨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0名 84.6

刘嘉琦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0名 84.6

孔岑西 女 沈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3名 84.5

刘嘉怡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4名 84.4

王嘉栋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5名 84.3

于珍超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5名 84.3

郭娅楠 女 大连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7名 84.1

王婉婷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8名 84

苏晋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8名 84

樊婧怡 女 辽宁省沈阳市第四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0名 83.9

王子歆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0名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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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浙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2名 83.7

于宛铜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2名 83.7

李明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舞蹈中等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2名 83.7

贾红雪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5名 83.3

李同可伊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6名 83.2

周小琦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7名 82.7

王玉琢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8名 82.5

吴修萍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9名 82.3

于诗音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9名 82.3

华诗同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1名 81.9

陈思雯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1名 81.9

王译萱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3名 81.8

吴姣瑶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3名 81.8

李丽颜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5名 81.6

张馨月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5名 81.6

陈晴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7名 81.5

刘胤含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8名 81.4

任乐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9名 81.2

李孜琪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0名 81

寇咏琪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1名 80.7

王倩文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2名 80.6

王鹤嬴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3名 80.5

刘鹭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3名 80.5

梁潇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5名 80.4

王雨莹 女 沈阳市第二十四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5名 80.4

曹捷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7名 80.3

刘祺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8名 80

解嘉祎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9名 79.9

肖赫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0名 79.7

王省舒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1名 79.6

辛欣悦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2名 79.5

王一冰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3名 79.3

赵悦彤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4名 79.1

庄学婧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5名 78.8

于家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6名 78.1

王嘉齐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7名 78

富添琪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8名 77.8

闫如玉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9名 77.6

任中怡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0名 77

侯春雪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1名 75.4

石鸿淼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2名 74.9

冯思琪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3名 74.4

王梓萌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4名 73.5

李雨萌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5名 73.3

刘锶淼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6名 73

王晓曼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7名 72.7

徐茜瑶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8名 71.7

马雨婕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9名 71.5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16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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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涵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90名 71.2

寇鹤馨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91名 71

马鑫妍 女 北京市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92名 70.6

陈鑫宇 男 长沙舞蹈艺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90.8

崔梓健 男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山西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9.7

李羽仟 女 延边艺术学院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9.2

王佳辉 男 邯郸市第七中学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8.4

连家豪 男 保定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8.3

张狄 男 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8.3

周天翔 男 临澧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8.2

苑森 男 内蒙古鄂伦春旗大杨树镇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7.4

姚昱光 男 平顶山文化旅游学校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7.4

魏达 男 宁晋一中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87.4

张俏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北京市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7.1

杜鹏辉 男 平顶山文化旅游学院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87.1

宋美璇 女 辽宁省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6.9

戴宇昕 女 厦门艺术学校 福建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6.7

汤雯雯 女 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6.4

王欣 女 吉林艺术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86

崔祁琪 女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85.4

齐芸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陕西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5.3

徐晏 女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文化艺术学校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名 85.1

藏思瑶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名 85

周冬鸣 男 东北师范附属实验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名 84.9

李佳朋 男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4.5

穆妍希 女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名 84.2

毕馨月 女 东北师大附中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名 84.2

张雨沐 女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名 84.2

佟雅楠 女 辽宁省沈阳市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名 82.7

李晨熙 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名 82.6

丁瑞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名 82.4

刘馨蔚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名 82.1

尹一名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9名 81.9

翟宇佳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9.2

杨芷媛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名 89

李牧陶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名 88.9

赫淇枫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名 88.7

王艺桥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名 88.5

安美逸 女 沈阳铁路实验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名 88.2

丛羽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7名 87.7

刘若瑄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8名 87.5

范仟一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9名 86.9

马芊依 女 辽宁歌剧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9名 86.9

李艾璘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1名 86.8

陈麒宇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2名 86.7

刘昱宏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3名 86.6

杨雪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4名 86.4

潘晨旭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5名 86.2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17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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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含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6名 86

赵彤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7名 85.7

刘佩瑶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8名 85.4

孙晟桐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9名 85.3

金姿含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9名 85.3

刘禧雨 男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1名 85.2

张艺赢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2名 85

李冰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3名 84.8

陈新宇 女 大连金普新区同等学力考生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3名 84.8

裴寒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5名 84.6

田力文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6名 84.5

李百慧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7名 84.4

许力夫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7名 84.4

王菲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7名 84.4

蒋诺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7名 84.4

韩卓凡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1名 84.2

周桐鑫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1名 84.2

蔡滕越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1名 84.2

陈晶晶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4名 83.8

李可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5名 83.6

孙焕然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6名 83.3

史文越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7名 83.1

胡诗仪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8名 82.9

倪延艳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9名 82.4

张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0名 82.3

翟晓雨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1名 82.2

刘子溪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2名 82.1

王浩艺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2名 82.1

高语莲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4名 81.9

郭彼汶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5名 81.8

徐嘉雪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6名 81.7

修亚楠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7名 81.6

王思懿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中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8名 81.2

陈冰璐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8名 81.2

杨昊黎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0名 81

崔馨予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0名 81

吕佳卓 女 沈阳音乐学院桃仙校区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2名 80.9

吉星桥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3名 80.8

王悠然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4名 80.7

王瀚荻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5名 80.3

李钰璇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6名 80.1

张津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7名 80

唐东宁 女 辽宁省艺术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8名 79.9

于冰冰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9名 79.8

王雨晴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0名 79.2

康可心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1名 79.1

高璇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2名 79

段雨彤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3名 78.9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18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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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博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4名 78.4

胡钟月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5名 78.3

潘婉琦 女 辽宁省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6名 78

乌依娜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7名 77.8

吉胤硕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8名 77.7

金丽淇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8名 77.7

刘子钰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70名 77.4

孙缘缘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71名 76.8

徐鹤伦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72名 76.1

刘嘉钰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73名 75.7

纪然 女 沈阳市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74名 75.6

万家婷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75名 75.3

王博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6.9

马超群 男 山西省戏剧职业学院 山西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6

韩思睿 女 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名 85.9

任家欣 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东县克东一中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名 85.8

丁佳琪 女 济南艺术学校 山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4

宋伊 女 苏州市艺术学校 江苏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3.7

曹渲笛 女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名 83.6

杨纪超 女 济南艺术学校 山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名 82

于昕妍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1.3

姜宇佳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名 80.5

王楠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名 80.5

吴梦婷 女 重庆艺术学校 重庆市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78.1

王楠 女 河北冀州中学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75.3

郭小楠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8.8

王晨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2名 88.7

张熙隆 男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3名 86.7

王靖贻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4名 86.6

张议丹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4名 86.6

尹新雨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4名 86.6

高天实 男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7名 86.2

陈钰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7名 86.2

陈宣羽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9名 86.1

于佳彤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0名 85.6

王一雯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1名 84.4

佟鑫 男 辽宁芭蕾舞团芭蕾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2名 84

刘恒 男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3名 83.8

佟天昊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4名 83.6

李昕洋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5名 83.1

刘书兵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6名 82.8

张靖然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7名 81.5

范雨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8名 79.3

张润学 男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9名 78.2

董妮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20名 76.9

于淼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21名 75.3

冯林倩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22名 71.7

姜冯钰毅 男 广州市艺术学校 广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90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19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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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艺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9.1

刘书晴 女 广州市艺术学校 广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2名 87.9

胡香羽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7.7

杨紫蝶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2名 87.5

徐小帅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山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6.8

杨已杰 女 广州市艺术学校 广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3名 86.5

孙宜萱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北京市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5.9

李泳奇 男 广州市艺术学校 广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4名 85.5

王渊博 男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2名 84.4

刘梓玥 女 江西省中山舞蹈学校 江西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4.2

汤志炜 男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福建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4.2

李泽琛 男 广州市艺术学校 广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5名 83.6

周照秋 男 广州市艺术学校 广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6名 83.5

王麒智 男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江苏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2.5

杨媚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2.5

汪妍汝 女 广州市艺术学校 广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7名 81.7

王博识 男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81.6

史夏晚 女 沈阳音乐学院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3名 80.8

李天爱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4名 77.3

康奥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2名 76.6

孟雨 女 天津市艺术学校 天津市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1名 76.2

罗若天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5名 76

王子硕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山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2名 71.2

刘晨媛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芭蕾舞表演)第3名 69.2

张笑瑞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名 89.2

张书博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名 86.9

于茜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名 86.2

张雯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4名 85.4

富诗雨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5名 85.3

陈冠汀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6名 85.1

李艾琪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7名 84.4

王一龙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7名 84.4

曲兆凤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7名 84.4

关亦菲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0名 84

许琦琛 男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0名 84

孙苏宁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2名 83.5

王鑫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3名 83.3

张育嘉 男 大连市一O三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4名 83.2

孙玉龙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5名 83.1

郎悦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6名 83

郑凯严 男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7名 82.9

孙甜甜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7名 82.9

李欣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9名 82.4

张硕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0名 82

杨富超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1名 81.8

司齐贤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2名 81.5

梁子天 男 阜新市海州高中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3名 81.4

杨玉萌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4名 81.2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20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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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思臣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5名 81

由盛文 男 辽宁沈阳市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6名 80.9

曾祥哲 男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7名 80.6

魏同奕萱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8名 79.8

谢倪婧峣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9名 79.7

武启迪 女 阜新市育才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9名 79.7

徐文静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9名 79.7

刘怡如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2名 79.4

周宇航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3名 77.5

王怡君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4名 77.2

李晗嘉 女 沈阳市第一七〇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5名 76

姜东君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6名 75.8

王艺诺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7名 75.7

黄珊 女 北京国际标准舞研修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8名 69.5

齐治 女 北京人文大学国际舞蹈学院 山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名 88.4

代凯 男 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名 87.7

林佳伟 女 长垣一中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名 87.4

李伟艺 女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名 86.3

宁泽儒 男 沈阳市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名 86.1

孙维一 女 吉林省通化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1名 85.6

刘锦政 男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三中学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名 84.4

杨峥 男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名 82.6

王一丞 女 吉林省吉林市第四中学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2名 82.5

张荻 女 秦皇岛体育舞蹈中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国标舞表演)第3名 81.9

郝煜鑫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88

盖婷 女 锦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2名 85.6

高方宁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3名 85.1

富聪 男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4名 83.4

赵薇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5名 80.1

李俊坤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6名 79.7

王照仪 女 沈阳市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7名 79.4

刘婧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8名 79.1

琴雅雯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9名 78

刘睿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0名 77.1

周鑫 女 丹东市第十四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1名 75.8

颜超逸 男 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中专部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90.1

尤焱 女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2名 84.4

董齐峰 男 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一中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83.7

王越 男 辽宁省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83.2

时佳琦 女 天津市静海区第四中学 天津市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82.9

邓竹钧 女 武冈市第十中学 湖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82.4

李舒行 女 郑州市第四中学 河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81.7

刘光耀 男 山东省潍坊市幼教特教师范学院 山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81.1

李柯瑶 女 昆明高新区第三中学 云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80.2

李昱妍 女 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中专部 河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3名 80.2

刘紫曦 女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13中 湖南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2名 78.6

田静 女 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一中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2名 78.6

林昶志 男 烟台艺术学校 山东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2名 78.3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21 页，共 44 页



姓名 性别中学 专业排名 专业成绩 乐理 听音

2017年沈阳音乐学院校考专业合格名单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肖禹檬 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3名 76.3

王超 女 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附属学校高中部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表演(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现代舞表演)第1名 76.1

杨婉瀛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名 89.9

王天硕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名 86.8

谷雯宣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名 85.7

曹溪芮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名 84.4

宋美旋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5名 83.2

张校铭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6名 82.7

尤思琦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7名 82.6

汤佳宁 女 营口戏曲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8名 82.5

刘朔楠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9名 82.3

赵梓冬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9名 82.3

任杰 女 沈阳民族艺术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9名 82.3

范懿轩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2名 82.1

田唯暄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3名 82

刘倩如 女 沈阳市第十中学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4名 81.6

方婷婷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4名 81.6

侯雨萱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6名 81.5

孙鑫玲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6名 81.5

康睿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8名 81.1

刘金龙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8名 81.1

赵兴蕊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8名 81.1

王晨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1名 81

于智欣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2名 80.6

王雨晨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3名 79.7

何婉秋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4名 79.6

付舒缘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5名 79.5

徐源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6名 79.3

朱玥雯 女 辽宁省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7名 79.1

周妍佳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8名 78.9

邓百惠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9名 78.8

顾莹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0名 78.7

李津枢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1名 78.5

朱茗怡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1名 78.5

王梓航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3名 78.4

王妤欣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4名 78.2

汪洋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5名 77.4

张容嘉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5名 77.4

赵佳慧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7名 77.2

段晗天 女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8名 77.1

郭鑫淼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8名 77.1

凌秀晗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0名 77

潘子琪 女 辽宁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1名 75.3

艾鑫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2名 74.6

王瑞雪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3名 74.2

马哲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4名 74.1

贾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5名 73.5

李婧静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5名 73.5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22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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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子鸥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7名 72.9

王婧萌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8名 72.7

佟兴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9名 72.3

刘金月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50名 72.2

张元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51名 71.6

谭昌林 男 长沙舞蹈艺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湖南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名 88.1

李若彤 女 内蒙古通辽市第五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名 87.4

谷浩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名 87.4

王聪慧亭 女 大连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1名 85.9

朱思佳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名 85.4

付钰 女 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2名 85.2

许潇文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名 84.9

崔石靖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名 84.7

王婧婧 女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3名 84.7

王俊迪 女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4名 84.6

赵威翰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5名 84.6

唐小懿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6名 84.2

王曼霖 女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舞蹈编导(桃仙校区舞蹈学院)第7名 84

荆晶 女 抚顺市凤翔实验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93.1 86 85

关天昊 男 沈阳市第二十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名 91.7 78 44.5

赵紫琪 女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名 91.1 68 45.5

杨明烨 男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名 90.1 86 60

刘博然 男 沈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名 90 86 63.5

李恬瑶 女 辽阳市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6名 89.8 78 66

于思淼 女 沈阳市新北方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7名 88.9 90 86.5

姜乃琪 女 同泽高级职业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8名 88.6 84 84

马克聪 男 大连十五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8名 88.6 72 58.5

陈海钰 男 沈阳市辽中区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0名 88.3 84 41.5

侯姝夷 女 大石桥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0名 88.3 84 60

崔语格 女 辽阳市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2名 88.2 84 81

陈泓鉴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3名 87.9 82 97

王思尧 女 盘山县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3名 87.9 82 74.5

刘清玄 女 沈阳市88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5名 87.3 90 75

马侨悦 女 沈阳桃源私立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5名 87.3 94 83.5

苏琬淳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7名 87.2 88 58

王灏麟 男 丹东市第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8名 87.1 90 73

初航 男 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9名 87 92 68

刘康 女 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0名 86.9 98 91.5

许灵蕴 女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1名 86.8 82 56.5

邢浩南 男 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1名 86.8 64 75.5

陈晓杭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3名 86.2 94 84

高雪钰 女 沈阳市沈河区高中同等学力考生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4名 85.6 76 52

费雨涵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5名 84.9 66 67.5

许洋铭 男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6名 84.8 84 69.5

郭明宇 男 大连市渤海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7名 84.5 88 73

杜天龙 男 沈阳市私立科汇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8名 84.1 88 61.5

董俊豪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9名 83.8 70 81.5

孙京浩 女 沈阳市新世纪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0名 83.2 7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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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希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1名 82.3 84 68.5

国家媛 女 西丰重点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2名 81.5 92 94

刘博源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3名 80.5 66 43

陈雷 男 辽宁省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4名 80.1 72 49

李佳 女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招生办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5名 79.7 90 90

李婧婍 女 岫岩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6名 78.9 82 64.5

史春雪 女 抚顺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7名 78.8 78 66

贺诗昊 男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7名 78.8 78 81

李梓玉 男 沈阳市第五十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9名 78.5 90 90.5

于汉书 男 丹东市十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0名 77.9 86 80.5

王彦博 男 营口市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1名 77.6 74 47.5

毛琦 男 朝阳市育英高考补习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2名 77.3 84 60

王锡 男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2名 77.3 82 74

马康迪 男 阜新市蒙古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4名 76.9 66 67

刘玥蓉 女 大连渤海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5名 76.2 98 81.5

钱玺一 男 辽宁省营口市戏曲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5名 76.2 84 43.5

付彦铭 男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7名 76.1 94 81.5

高玮晨 女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8名 76 90 70

张依然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9名 75.9 94 73.5

孙薇宜 女 沈阳音乐学院南校区附属艺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0名 75.6 70 69

吕嘉慧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1名 75.1 70 60.5

沈冰 女 喀左县南公营子蒙古族完全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2名 74.8 70 46.5

曾雅莹 女 抚顺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3名 74.7 96 75.5

赵晏 女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4名 74.3 90 75

夏文静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5名 74 88 79.5

王可可 男 鞍山市海城市同泽高级职业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6名 73.9 74 90.5

张佳硕 男 盘锦市大洼县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7名 72.3 46 43.5

马薏宸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8名 71.3 52 37.5

刘佳妤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9名 71.2 56 69

马壮 男 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9名 71.2 72 61.5

武珈莹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61名 70.6 82 69

祁宇 男 营口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62名 69.6 88 38

周若愚 男 湘潭县一中 湖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92.3 82 64

夏宗成 男 山西立达中等职业学校 山西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91.7 88 70

韩家辉 男 霍林郭勒市第三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91.6 82 96

汪进 男 齐齐哈尔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91.1 90 94

瞿伟松 男 吉林省白山一中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89.8 90 88

龚可心 女 北京王府学校 河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89.7 94 60.5

高雨欣 女 乌兰浩特市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名 88.9 78 78.5

黄慧 女 安徽大学附属中学 安徽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88.8 78 73.5

曹梓裔 女 吉林省吉林市第十三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名 88.5 72 75.5

李东泽 男 甘肃省白银市第九中学 甘肃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88 90 64

王俊博 男 河北省迁安市一中 河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名 88 68 55.5

王思宇 女 齐市第五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名 87.6 90 43.5

王雨心 女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江西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87.3 82 58.5

李姿依 女 黑龙江省北安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名 86.4 98 69.5

敦松岩 男 石家庄自强学校 河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名 86.3 92 54.5

张嘉 男 邯郸第三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名 86 8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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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冰涵 男 濮阳市南乐县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85.4 66 58

杜梓麒 男 河北肥乡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名 85.3 86 59

潘一闻 男 哈尔滨市第二十六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名 85.1 82 35

席圣易 男 外语实验高中 河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名 84.4 90 90.5

乔林昊 男 洛阳二中 河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2名 84.4 96 89.5

辛陈稳 男 北京市昌平区龙门育才学校 北京市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84.2 92 96

邓国楠 男 内蒙古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名 83.6 80 79

王思业 男 唐山艺术学校 河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6名 82.9 94 85

单立芳 女 吉林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3名 82.7 96 62

刘晓萌 男 菏泽市第三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80.1 60 36

马加兴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名 79.6 80 65

赵文瑜 女 长春民族艺术学校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名 78.2 62 61.5

张淼 女 河南省商丘市应天高级中学 河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4名 77.8 90 68

周岩博 男 哈尔滨市第59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5名 77.6 78 53

杜天威 男 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一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6名 77.2 88 80.5

杨政伟 男 长春市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6名 76.7 66 61

张智奇 男 齐齐哈尔市恒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7名 76.1 96 81.5

蔡卓玲 女 吉林艺术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7名 76.1 68 67.5

杨雅淇 女 吉林省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8名 75.6 66 52.5

王洋 男 富锦三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唱)第8名 75.4 96 62

张芷淇 男 葫芦岛市实验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1名 90.3 92 92

赵依侬 男 沈阳乐府艺术学院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2名 89.6 96 84.5

李沅潮 男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3名 89.4 88 75

张翔宇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4名 88.8 92 84.5

周科凝 男 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5名 87.4 80 66.5

王宏宇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6名 75.7 80 77.5

欧阳霆锟 男 深圳市华侨城中学（高中部） 广东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1名 91.9 96 92

杨昊 男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1名 91.7 90 78.5

孔令超 男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一中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2名 90.4 74 82

杨金澎 男 吉林市毓文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萨克斯演奏）)第3名 90.3 90 79.5

杜明泽 男 朝阳第四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1名 90.1 86 69.5

傅孝海 男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2名 87.8 88 53.5

任俊铭 男 沈阳市第三十八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3名 87.5 94 64.5

张洛宾 男 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4名 86.4 90 69.5

张语含 男 鞍山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5名 70.1 84 70

肖帅 男 沈阳市奉天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6名 69.1 78 46.5

宋春霖 男 哈尔滨市第十九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1名 91.4 98 92.5

吴胜春 男 拉哈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2名 89.3 90 71

杨铭熙 男 内蒙古赤峰市赤峰学院附属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1名 88.9 66 43.5

孙鹏 男 鸡西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3名 88.5 84 55.5

孟子仪 男 长春市二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1名 80.8 60 73.5

刘镇铭 男 德惠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吉他演奏）)第2名 73 70 42

孙首地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贝司演奏）)第1名 91.6 86 68

孙先达 男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贝司演奏）)第2名 84.9 96 64.5

李昊阳 男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贝司演奏）)第3名 82.6 96 95

李诗瑶 女 沈阳市奉天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贝司演奏）)第4名 80.3 90 54.5

王晨 女 铁岭市昌图县第四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贝司演奏）)第5名 75.6 76 46

刘强 男 佳木斯第七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贝司演奏）)第1名 76.4 8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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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搏航 男 葫芦岛市第六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1名 90 88 50

宗圣宸 男 沈阳市第三十八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2名 86.9 90 61

王美心 女 辽宁省辽阳市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3名 84.2 88 73

姜虹竹 女 辽宁省辽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4名 78.2 94 89

陈阳 男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4名 78.2 86 76

刘彦曈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6名 75.5 62 46

曹文畅 女 营口实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7名 72.3 90 80

姜帅 男 大连华南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8名 71.7 88 45.5

潘诗允 女 吉林省延边二中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1名 89.5 98 95

刘阳 男 鄂尔多斯市第三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1名 88.5 82 80.5

应志豪 男 江西省九江市第三中学 江西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1名 84.2 98 88

郑焱宁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 北京市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演奏）)第1名 83.9 98 78.5

吕思琪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爵士钢琴与合成器演奏）)第1名 91.2 86 72.5

梁吉鑫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爵士钢琴与合成器演奏）)第2名 91 92 98

金信荣 女 鞍山市朝鲜族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爵士钢琴与合成器演奏）)第3名 89.6 90 83

曹派 男 抚顺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爵士钢琴与合成器演奏）)第4名 83.9 94 90.5

俞金秀 女 辽宁省营口市戏曲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爵士钢琴与合成器演奏）)第5名 80.3 86 70.5

金慧荣 女 沈阳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爵士钢琴与合成器演奏）)第6名 79.3 96 87

张启航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爵士钢琴与合成器演奏）)第7名 72.6 86 73.5

邓森兰 女 重庆六十六中学 重庆市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爵士钢琴与合成器演奏）)第1名 83.1 98 94

李姝诺 女 大连市第四十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1名 91.4 100 100

王雅妮 女 辽宁省葫芦岛市实验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2名 88.7 78 84

张佳齐 女 沈阳市同泽女子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3名 88.4 94 55.5

郝若含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4名 86.3 96 87.5

陈路遥 女 浙江省三门中学 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1名 94.2 100 100

张雅凝 女 泰安二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1名 94 98 92

高雪颖 女 莱芜四中 山东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2名 93.4 100 78.5

刘晋宇 男 山东省青岛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3名 92.8 96 88.5

常皓 男 通辽市第五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1名 92.3 96 96

刘静竹 女 北重三中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2名 92 96 81.5

沙海艺 男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2名 91.7 96 82

张道仁 男 吉林省延吉市第三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1名 91 92 90.5

宋齐萌 女 齐齐哈尔市恒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1名 90.2 98 82.5

李朝翔 男 浙江省船寮高级中学 浙江省音乐表演(长青校区现代音乐学院流行音乐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3名 86.7 98 96

姜琳 女 唐山市第五中学 河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名 273.1

王越 男 辽宁省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名 272.5

张郝逸帆 女 济宁二中 山东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名 270.5

李柯瑶 女 昆明高新区第三中学 云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名 269.9

李梦珂 女 郑州市第四中学 河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名 269.9

孙畅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名 261.3

宋军 男 衡阳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名 255.9

何雨诺 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2名 255.3

陈茗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湖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2名 254.6

王曼霖 女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2名 252.9

李晨熙 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3名 252

李宣晓 女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中专部 河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2名 251.7

李若彤 女 内蒙古通辽市第五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名 251.6

吴梦婷 女 重庆艺术学校 重庆市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名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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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迪 女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4名 250.9

张狄 男 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5名 250.8

崔石靖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3名 250.7

王令怡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4名 250.6

刘馨蔚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5名 250.4

王佳琪 女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包钢第五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2名 250

赵婉淇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6名 249.8

王聪慧亭 女 大连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7名 249.7

汪诗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湖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3名 247.8

徐彦琪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8名 247

于春影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6名 246.9

崔思梦 女 鸡西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9名 246.9

秦晓淼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0名 246.7

王禹铮 女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7名 246.4

谭超 女 郴州市第三中学 湖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4名 246.1

田静 女 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一中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1名 245.3

郑舒一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8名 244.5

孙瑜 女 内蒙古通辽市第五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3名 243.9

谭越 女 郴州市第三中学 湖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5名 243.4

范涵淇 女 东北师范大学舞蹈实验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9名 242.4

高天琪 女 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舞蹈学(长青校区舞蹈学院舞蹈学)第12名 242.4

桂浩瀚 男 武汉思久高级中学 湖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71

杨子豪 男 浠水县实验高级中学 湖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2名 270.7

王旭 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新天地艺术中学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68.2

李婧 女 山西省文水县众成中学 山西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67.6

王雅妮 女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 上海市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66.4

郭美娇 女 吉林省辽源市实验高中 吉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64.3

施卓丽玥 女 吉安三中 江西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64.2

孙浩南 男 烟台金城高级中学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63.1

李郡妍 女 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 广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62.2

隋艾欣 女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2名 261.6

李佳雯 女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安徽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61.3

赵煊 男 德强高中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2名 259

王帅 男 郑州十一中实验分校 河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58.9

杨婷壹 女 鸡西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3名 257.6

陈泽升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吉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2名 257.1

何彤 女 津河中学 安徽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2名 257

孙浩凯 男 吉林省敦化市高级中学 吉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3名 256.3

方玥谚 女 吉林市江城中学 吉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3名 256.3

赵晓阳 女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四中学 河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56.2

李荣达 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4名 256.2

兰海静 女 牡丹江管理局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5名 256

李博 男 天津市大港实验中学 天津市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1名 255.8

张轩赫 男 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6名 255.7

徐航 男 安徽省繁昌县第二中学 安徽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3名 255

曹宇 男 鸡西市第十九中学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7名 254.8

林昶志 男 烟台艺术学校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影视表演)第3名 254.7

马艺珊 女 哈尔滨市第三十二中学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69.3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27 页，共 44 页



姓名 性别中学 专业排名 专业成绩 乐理 听音

2017年沈阳音乐学院校考专业合格名单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郭萌 女 梅河口市实验高级中学 吉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69

丁飞雪 女 实验中学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65.8

陈振晨 男 南宁市第二十九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63.7

李佳蓉 女 北京市音乐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2名 262

孙亚茹 女 吉林省柳河县第八中学 吉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2名 261.5

王浩名 男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中恒学校 甘肃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60.8

潘霖 男 梅河口市实验高中 吉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3名 259.8

许夏辉 女 太原市第六十三中学 山西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59.5

徐贤雅 女 山东省青岛市第五十八中学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2名 258.2

任海铷 女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平凉一中 甘肃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2名 257.3

高雅 女 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 广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56.9

于湘霖 男 吉林省梅河口市博文高级中学 吉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4名 256.2

杨丹晨 女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54.9

李惟一 女 湖南省长沙外国语学校 湖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54.6

夏艺鑫 男 安徽中加学校 安徽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54.6

白果鑫 女 郑州市为民中学 河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1名 253.4

李中民 男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3名 252.5

苏翔 男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4名 252.2

赵嘉文 女 实验中学二部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3名 251.4

胡佳慧 女 城阳第二高级中学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5名 251.2

姚佳 女 诸城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6名 251.1

宋香凝 女 吉林女子中学 吉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5名 250.6

刘思怡 女 湖南省师大附属艺术中学 湖南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2名 250.2

张梦媛 女 青岛市第三中学 山东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7名 249.5

刘彦辰 男 齐市第五十一中 黑龙江省表演(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音乐剧)第4名 248.2

于玥 女 东丰县第三中学 吉林省戏剧影视文学(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76

张鑫 女 威海市第二中学 山东省戏剧影视文学(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76

方言 女 宣城市第十三中学 安徽省戏剧影视文学(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76

吉佳星 女 吉林省实验中学 吉林省戏剧影视文学(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74

童欣 女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江苏省戏剧影视文学(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73

李茜 女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第二中学 广东省戏剧影视文学(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71

王素素 女 兖州一中 山东省戏剧影视文学(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69

戴梦晨 女 安徽省芜湖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安徽省戏剧影视文学(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69

朱静琳 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山东省戏剧影视文学(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67

程道艺 女 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中学 安徽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48

刘懿纬 女 青岛二中分校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46

陈宁奇 男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浙江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45.6

林华浩 男 山东聊城第一中学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40.2

杨舒雯 女 青岛开发区致远中学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39.8

李正 女 山东省青岛市第六十六中学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37.1

陈行雨 男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35.9

陈健诗 女 东莞市松山湖莞美学校 广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35.7

邱麒霖 男 福建省浦城县第二中学 福建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35.1

梁源洪 女 蛟河市第一中学校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35.1

徐修涵 女 莱芜新起点高中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6名 234.8

陈衡 男 山东省茌平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7名 233.3

刘乃君 女 青州市第二中学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8名 232.5

肖飞 男 张家口东方中学 河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32.4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28 页，共 44 页



姓名 性别中学 专业排名 专业成绩 乐理 听音

2017年沈阳音乐学院校考专业合格名单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陈睿 女 长春希望高中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31.7

郝航 男 吉林省抚松县第一中学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31.3

孙程程 女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9名 230.9

孙薇竣 女 淄博市第六中学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0名 230.7

肖遥 男 深圳市平冈中学 广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29.2

朱豪威 男 临泉二中 安徽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29

任慧楠 女 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离石江阴高级中学 山西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28.8

孙晓慧 女 东丰县第三中学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28.4

王兴月 女 双辽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28.3

江俞杉 男 昌乐二中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1名 227.9

王禹茜 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27.9

杨雅柔 女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五中学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6名 227.5

瞿成功 男 枞阳三中 安徽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27.5

郭宇彤 女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26.7

刘思岑 女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油田德远高级中学 天津市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26.6

谭雪琳 女 北京大学南宁附属实验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26.5

王悦 女 东丰县第三中学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7名 226.1

胡婉玉 女 乌海市第六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25.6

王禹荃 女 长春市实验中学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8名 225.2

马情浓 女 鸡西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25.2

张晋毫 男 忻州市第一职业中学 山西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25.1

王帅 男 阿拉善盟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24.7

陈缘 女 吉林省辽源市东丰三中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9名 224.1

薛懿囡 女 安徽省阜阳市第一中学 安徽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23.8

郜晨皓 男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2名 223.7

栾鑫 女 通化市靖宇中学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0名 223.1

韦明秀 女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一中 河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22.5

耿梓宸 男 长春市希望高中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1名 222.3

张家霖 男 通辽实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22.2

孙家宝 女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实验中学 吉林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2名 222

李嘉仪 女 淄博一中 山东省广播电视编导(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3名 222

张艳昕 女 牡丹江管理局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54.5

张美琪 女 通辽市第五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50.6

刘泽儒 男 山西省山阴县第一中学 山西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47.9

陈卫彤 男 吉林省敦化市实验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47.7

田正青 男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44.1

杨翎艺 女 深圳市云顶学校 广东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42.5

张泓星宇 男 大庆市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41.4

张晓恒 女 长春市第十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39.2

张铎 男 通辽市新城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38.5

许育 女 襄汾高中 山西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37.8

杜晓康 男 龙华高级中学 广东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37.4

贾怡诺 女 包钢四中 内蒙古自治区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37.1

王梓力 男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六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36.9

徐薇 女 吉林油田高级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33.2

王钰涵 女 同江一中 黑龙江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33

耿嘉艺 女 吉林省公主岭市第三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33

廖贯宇 男 平冈中学 广东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30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29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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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丹 女 河北省任丘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29.2

李娜 女 集安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28.5

王一冰 女 吉林省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6名 227.5

康杰 男 卉原中学 河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27

李梦童 女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7名 226

李亭如 女 讷河市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25.7

栾童贺 女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第一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8名 223.7

杜金安 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继电高级中学校 黑龙江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22.2

孙奕潼 女 海拉尔铁路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21.6

季艺 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八中学 黑龙江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6名 220

孙维泽 女 长春市艺术实验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9名 219.8

祝梓朕 男 海拉尔区第一职业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18.9

张锦轩 女 大庆市肇州二中 黑龙江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7名 218.5

丰硕 男 永吉实验高中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0名 218.5

孙佳艺 女 梁山一中 山东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18.5

呼斯乐 女 通辽实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6名 218.3

王宇坤 女 农安实验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1名 217.8

李成蹊 男 济南第一中学 山东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16.8

秦源赋 男 长春市第二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2名 216.8

吴晓弘 女 哈尔滨市第三十二中学 黑龙江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8名 216.7

张嗣铭 男 长春市实验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3名 216.7

徐靖哲 女 吉林省抚松县第一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4名 216.2

王迦乙 女 长春市第二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5名 216.1

梁梓麟 男 长春市市实验高中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6名 215.7

王鸿宇 男 大庆市肇州二中 黑龙江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9名 215.3

王逍 男 长春外国语学校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7名 215.1

韩佳希 女 吉林省东辽县第一高级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8名 214.8

曹琬晴 女 白山市第七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9名 214.7

牛自新 男 榆树市第一高级中学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0名 214.2

刘奕含 女 长春市第十一高中 吉林省播音与主持艺术(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1名 214.1

鲍英豪 男 宁城蒙古族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79.6

林子淇 女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吉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66.3

王虎 男 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中学 河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56.1

甄喆 女 宜昌市兴山县第一中学 湖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56

李钧 女 宜昌市兴山县第一中学 湖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54.6

刘海阳 男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王官营中学 河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54

刘阳 女 塔河县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53

刘思懿 女 九方中学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51

麻靖涵 女 鸡西市第四中学 黑龙江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49.7

李志杰 男 锦山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49.7

张菊园 女 宜昌市兴山县第一中学 湖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49

赵昭志 男 黑龙江省富裕县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48.7

邰婉莹 女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第一职业高中 内蒙古自治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48.7

汤澳 女 九方中学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46.3

徐芯怡 女 中山市濠头中学 广东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名 245.3

李丹琴 女 宁远三中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44.6

周颖 女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王官营中学 河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44.3

李姣 女 新华第一中学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43.6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30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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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紫盈 女 湖南省株洲市第八中学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43

丁凌 男 汉寿二中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43

温佳馨 女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42.6

张晓晓 女 湘潭县一中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7名 242.3

丛燚 女 讷河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7名 241

张增晖 男 濠头中学 广东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41

张羽 女 江华二中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8名 240

刘威麟 男 汉寿二中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8名 240

周原瑾 女 广东省中山市濠头中学 广东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3名 239.6

曾杨 男 汉寿县二中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0名 239

赵金辉 男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38.6

安子健 男 龙江县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8名 237

张国川 男 哈尔滨德强高中 黑龙江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9名 236.6

郑佳 女 海拉尔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6名 235.6

张金涵 女 通辽三中 内蒙古自治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7名 235.4

唐江华 男 宜昌市兴山县第一中学 湖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4名 235.3

夏鑫 男 上梅中学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1名 234.7

周鑫宇 女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0名 234.6

董理 女 宜昌市兴山县第一中学 湖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5名 234.3

孙卓勋 男 永州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2名 234

周旭 男 湖南省汉寿县第二中学 湖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12名 234

孙志禹 男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8名 234

王嘉悦 女 吉林省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 吉林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长青校区戏剧影视学院)第2名 233.7

张丹宁 女 海南华侨中学 海南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名 265.9 90 97.5

王暄迪 女 哈尔滨第十九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名 264.4 80 79

崔化冰 女 泰来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2名 263.8 100 100

李京鸿 男 黑龙江省鹤岗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3名 262 90 80

沈照龙 男 章丘市高级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名 261.8 96 95.5

管聪 女 枣庄市第八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2名 261.5 84 85.5

邵正林 男 文登新一中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3名 261.1 94 70

杨嘉宁 女 黑龙江省鸡西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4名 261 92 90

沈恬田 女 望奎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4名 261 98 93

曲春福 男 绥棱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4名 261 100 90

赵佳诗 女 绥棱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7名 260.7 100 74.5

张嘉桐 女 东北师大附中净月实验学校 吉林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名 260.7 88 93.5

闫鑫 男 桦南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8名 259.9 90 87

梁璐 女 郓城一中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4名 258.9 98 95

赵心瑜 女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5名 258.8 92 81.5

张美龄 女 吉林女子学校 吉林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2名 258.3 80 88.5

张晴 女 青岛艺术学校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6名 258.2 78 68.5

王尔豪 男 九三二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9名 257.3 82 86

邵鹤鸣 男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第五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3名 256.9 92 93

王馨仪 女 大兴安岭实验中学西校区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0名 256.3 90 82.5

葛丽莎 女 湖州市第一中学 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名 256.1 86 81

宋天宇 男 北安分局第三高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1名 256 98 93.5

王雪松 男 青岛明天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7名 255.6 58 53

李盈 女 河北涿州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名 255.2 96 81

张梓 男 安徽省阜阳市第三中学 安徽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名 255.2 84 81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31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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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 男 黑龙江农垦机械化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2名 254.3 94 87

王珺 女 诸城一中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8名 254 84 90

乔羽翯 女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13名 253.6 96 63

张子文 女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9名 253.4 96 78.5

解品盈 女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大连校区音乐教育系音乐学)第9名 253.4 96 76.5

温凯棣 女 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93.6 92 96.5

崔鑫龙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93.2 66 67

王军凯 男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3名 92.9 68 36

李秋慧 女 沈阳市第七十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4名 91 80 57.5

于伟 男 喀左县南公营子蒙古族完全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5名 87.8 60 63

朱文龙 男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6名 86.3 90 78.5

李昊轩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7名 84.8 96 94

张津硕 男 喀左四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8名 84.7 74 39.5

裴真 男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9名 82.4 68 58

蔡丰逊 男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卓南分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0名 82.1 80 73.5

李宇石 男 锦州市锦阳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1名 82 72 40

王鑫桐 男 辽宁歌剧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2名 81.8 72 60

刘秋实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3名 80.2 98 83

刘唯一 男 辽宁省抚顺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4名 79.4 82 64.5

徐旸 女 抚顺市望花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5名 78.9 82 73.5

黄心怡 女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6名 78.2 100 78.5

赵一蓉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7名 77 90 89

昝龙珠 女 凌源市实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8名 76.9 86 69

董子宁 女 庄河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9名 76.8 86 65.5

尹静涵 女 建平县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0名 76.7 66 52.5

谢佳晋 男 本溪展望国际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1名 76.5 84 68.5

杨雨田 男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2名 76.3 88 62

李铮 男 建平县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3名 76 86 56

董耀文 男 定襄宏道中学 山西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94.2 86 100

李国豪 男 山东省青州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93.2 84 87

周忠瑶 男 京师未来实验中学 江苏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1名 92.4 92 94.5

宋佳祺 男 山东省烟台艺术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美声演唱）)第2名 86.9 90 88

苑竞文 女 东港市第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2.7 96 58.5

于智永 男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84.2 78 68

王欢欢 女 建平县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3名 81 46 51.5

李虹烨 女 辽宁省抚顺市第六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4名 80.1 82 93.5

代瑞 女 辽宁省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名 79.5 84 82.5

王格格 女 本溪市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名 79.5 82 55

曹佳莹 女 铁岭市开原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5名 79.5 90 64

吴宛诺 女 沈阳市第十五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8名 79.2 56 64.5

曹琳婉 女 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9名 78.8 76 70.5

赵薇 女 沈阳市化工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0名 78 84 73.5

李梓菲 女 秦皇岛市实验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92.7 86 51

张聪慧 女 德州跃华学校 山东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1名 87.9 96 83.5

李天 男 承德市第八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民族声乐演唱）)第2名 85.2 98 89.5

周雨璇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90.8 78 48

刘玥蓉 女 大连渤海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唱）)第2名 82.9 98 81.5

王彦博 男 营口市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唱）)第3名 82.3 74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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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博源 男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唱）)第3名 82.3 66 43

李梓玉 男 沈阳市第五十三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唱）)第5名 81.7 90 90.5

高玮晨 女 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唱）)第6名 81.5 90 70

王一泽 男 辽河油田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唱）)第7名 81.3 96 62.5

钱玺一 男 辽宁省营口市戏曲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唱）)第7名 81.3 84 43.5

杨泽辉 男 承德一中 河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声乐系声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唱）)第1名 90.6 94 84.5

杨舒淇 女 沈阳音乐学院大连校区附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名 88.9 96 76.5

孙世洲 男 瓦房店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2名 88.2 92 87

张华冉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3名 85.3 98 100

刘丽欣 女 辽宁省鞍山市华育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4名 85 96 78.5

吴俊蓉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5名 83.7 90 96

张紫诺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6名 83.1 86 75.5

任杰出 男 阜蒙县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7名 78.8 86 61.5

张琬双 女 调兵山市第一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8名 74.9 62 98

孟渝超 男 鞍山市交通运输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9名 73.6 86 81.5

桂雨婷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0名 71.8 98 74.5

张津硕 男 吉林市吉化第一高级中学校 吉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第1名 90.1 88 92.5

王成玺 男 石家庄市第二十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手风琴演奏）)第1名 85.5 64 68.5

李姝诺 女 大连市第四十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1名 85.8 100 100

王雅妮 女 辽宁省葫芦岛市实验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2名 84.5 78 84

宋齐萌 女 齐齐哈尔市恒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1名 87.1 98 82.5

路茜然 女 哈尔滨市第十九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钢琴系键盘乐器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第2名 82.7 78 65

刘子赫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1名 88.5 72 80

孙玟 女 辽宁省本溪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2名 84.8 96 81.5

赵家煊 女 沈阳市共青团实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3名 77.4 92 64.5

刘松然 女 日照海曲高级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1名 86.7 80 80

姜雨杉 女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第2名 86.5 84 77

张雅茜 女 大连中音艺术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1名 88.7 84 77

于兆阳 男 黑龙江省第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1名 88.3 100 82.5

王浩平 男 七台河市第二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演奏）)第2名 74.9 84 57

崔博楠 男 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管演奏）)第1名 89.9 92 90.5

韩煜 男 河南省新乡市第二中学 河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管演奏）)第1名 88.4 90 87

范佳倩 女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金龙学校 河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大管演奏）)第2名 85.8 94 60

段军豪 男 辽阳市一职专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萨克斯演奏）)第1名 90.8 96 96

于涵洋 女 大连市长海县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萨克斯演奏）)第2名 89.1 84 86

于鹏 男 大连中音艺术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萨克斯演奏）)第3名 86.1 66 75

周靖岚 男 集宁一中榆树湾校区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古典萨克斯演奏）)第1名 91.4 98 97

张君 男 瓦房店市第一职业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90.9 64 76.5

吴海容 女 大连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2名 90.6 86 84.5

宋金翰 男 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第八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3名 89.4 94 89.5

杜佳研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4名 87 90 88

于添 男 沈阳市第九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5名 86.7 92 89

孙艺铭 女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6名 83.1 88 46.5

李新宇 女 辽宁省营口市第三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7名 80.7 66 42

王怡 女 合肥市庐阳高级中学 安徽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演奏）)第1名 86.8 96 97

汪钰杰 男 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1名 87 96 78

梁泽栋 女 大庆市大同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管弦系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演奏）)第1名 86.7 76 73

马艺鸣 女 鞍山市华育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1名 90.1 78 64.5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33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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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珊 女 辽宁省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2名 88.1 88 71.5

谷悦 女 沈阳市第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3名 86.6 96 80

朱琳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4名 85.2 86 79.5

刘畅 女 岳阳县第二中学 湖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第1名 92.1 84 57

高华睿 男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唢呐演奏）)第1名 87.3 94 95.5

高焱鑫 男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唢呐演奏）)第2名 85.7 50 52

石宜加 女 大连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1名 91.6 88 83

陈美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2名 83.4 92 85.5

李文佳 女 沈阳市同泽高级中学女中部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3名 82.1 90 69

关梦德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4名 79.3 98 73.5

于畅 女 忻州市第三中学 山西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琵琶演奏）)第1名 89.8 96 100

白佳琪 女 大连开发区第八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1名 90.8 96 96

高溪遥 女 沈阳市第四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2名 85.9 90 60.5

周凤金 男 熊岳镇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3名 82.6 92 51.5

朱姿润 女 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 河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阮演奏）)第1名 92.5 94 67.5

王相一 男 辽宁省普兰店区第三十八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扬琴演奏）)第1名 84.9 92 79.5

林春婷 女 沈阳市奉天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扬琴演奏）)第2名 82 76 40.5

郭坤桐 女 吉林省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第六中学 吉林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扬琴演奏）)第1名 85.8 80 83.5

杨照 女 辽宁省辽阳市三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名 92.8 88 84

李玥羲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2名 87.9 86 99

杨孜怡 女 辽阳市第一职业中专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3名 87.5 88 80

滕梓杉 女 中音艺术高中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4名 87 94 83.5

王文懿 女 杭州艺术学校 浙江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古筝演奏）)第1名 93 96 90

揣姗姗 女 沈阳音乐学院大连附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名 91.3 80 99

王港传 男 辽宁省海城市同泽职业高级中学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2名 86.7 80 83

贾广乐 男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3名 86.4 90 89.5

张婷 女 沈阳音乐舞蹈学院大连校区 辽宁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4名 85.3 74 69

宋昱霖 女 临沂一中（校本部） 山东省音乐表演(大连校区民乐系民族乐器演奏（二胡演奏）)第1名 88.6 88 77.5

罗宝岐 男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8

杨雪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名 87.4

裴寒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名 86.7

富聪 男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名 86.6

王浩艺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名 86.2

肖赫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名 86.1

孙缘缘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名 86.1

郭彼汶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6名 86.1

李可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9名 85.9

高方宁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0名 85.8

崔馨予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1名 85.7

陈晶晶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2名 85.5

唐东宁 女 辽宁省艺术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2名 85.5

高语莲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2名 85.5

王瀚荻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5名 85.3

张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6名 85

孙思博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7名 84.9

乌依娜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8名 84.7

徐宁晗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9名 84.5

于冰冰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9名 84.5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34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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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璇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1名 84.4

徐嘉雪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2名 84.3

王一冰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3名 84.1

康可心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3名 84.1

胡钟月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5名 84

李钰璇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6名 83.8

段雨彤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7名 83.3

徐鹤伦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8名 83.1

李津枢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9名 82.6

马雨婕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0名 82.5

王悠然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0名 82.5

朱茗怡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0名 82.5

顾莹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3名 82.4

苗月笛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4名 82.2

万家婷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4名 82.2

赵薇薇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6名 82.1

王思懿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中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7名 82

王小钰 女 大石桥市高中同等学历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7名 82

赵梓冬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39名 81.9

张译文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0名 81.8

李俊坤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1名 81.5

贾雨璇 女 沈阳市第十三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2名 81.3

桂嘉潞 女 营口市市内及老边高中同等学力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3名 80.1

倪子鸥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4名 80

徐楚翘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5名 79.9

张诗博雯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6名 79.4

郑东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7名 78.5

付舒缘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8名 77.5

徐艺侨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49名 77

张艺子涵 女 沈阳师范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50名 75.1

穆妍希 女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7.2

王越 男 辽宁省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名 86.7

张文慧 女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山西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6.4

孙妙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河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6.2

赵立强 男 威海二中 山东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6

马汝锦 女 黑龙江省龙江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5.7

付旭东 男 唐山市第五中学 河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1名 84.9

康奥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古典舞表演)第2名 84.5

陈佳宁 女 辽宁省营口市戏曲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9.8

任乐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9.7

王婉婷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89.5

樊婧怡 女 辽宁省沈阳市第四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名 89.3

何鑫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名 88.7

马芊依 女 辽宁歌剧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名 88.6

李艾頔 女 大连市前程高级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名 88.5

张津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名 88

李百慧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9名 87.6

姚思彤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0名 87.5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35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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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秦佳一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1名 87.4

倪延艳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2名 87.2

刘嘉怡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2名 87.2

贾红雪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4名 87.1

孔岑西 女 沈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5名 87

刘迪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5名 87

王诗雨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7名 86.9

周小琦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7名 86.9

英瑜轩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9名 86.8

刘嘉琦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9名 86.8

赵子璇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9名 86.8

王省舒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2名 86.6

李丽颜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3名 86.5

孙琦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3名 86.5

刘精微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5名 86.4

刘祺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6名 86.3

孟芷彤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7名 86.2

王嘉栋 男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7名 86.2

吉胤硕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9名 86.1

于诗音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0名 85.9

仲倩楠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1名 85.7

曹捷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1名 85.7

王倩文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3名 85.6

王玉琢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4名 85.5

吴修萍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4名 85.5

王译萱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4名 85.5

佟金妍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7名 85.4

王筱凡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8名 85.3

李同可伊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9名 85.2

梁潇 女 大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9名 85.2

曹溪芮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1名 85.1

于珍超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1名 85.1

张浙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3名 85

刘津阁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3名 85

寇咏琪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3名 85

于宛铜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6名 84.9

杨婉瀛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6名 84.9

刘鹭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8名 84.8

富添琪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8名 84.8

汤佳宁 女 营口戏曲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0名 84.7

陈冰璐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0名 84.7

卞钰鹭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2名 84.5

刘倩如 女 沈阳市第十中学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3名 84.4

王鹤嬴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4名 84.2

解嘉祎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5名 84.1

辛欣悦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6名 84

庄学婧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6名 84

陈晴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8名 83.9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36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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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涵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59名 83.7

许铭桓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0名 83.5

李孜琪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1名 83.3

王嘉齐 女 沈阳音乐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2名 83.1

刘锶淼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2名 83.1

吴姣瑶 女 沈阳音乐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4名 83

徐源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5名 82.7

徐茜瑶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5名 82.7

赵悦彤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院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7名 82.6

张晓艺 女 辽宁歌剧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8名 82.5

王雨晨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69名 82.4

刘雨婷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0名 82.3

朱玥雯 女 辽宁省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0名 82.3

吴睿怡 女 大连模特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2名 82.2

李雨萌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3名 81.9

周妍佳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4名 81.8

李帅娜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4名 81.8

刘胤含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6名 81.6

刘思雨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6名 81.6

王雨晴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6名 81.6

姚思廷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9名 81.4

赵佳慧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79名 81.4

刘嘉钰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1名 81.2

王蕴霓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2名 81

李洋 女 沈阳市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2名 81

王梓萌 女 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4名 80.5

刘金月 女 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5名 80.3

滕怀钰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5名 80.3

段晗天 女 沈阳乐府艺术学校 辽宁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87名 80.1

高翔 男 内蒙古包头艺术职业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8.8

赵婉淇 女 辽宁文化艺术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8.5

张狄 男 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8.3

蒋舒佳 女 甘肃省武威市第一中学 甘肃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8.1

王晶晶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安徽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7.9

付钰 女 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87.5

张耀堃 男 河北省邯郸市第三十一中学 河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7.4

邱楚越 女 通辽实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7.4

藏思瑶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1名 87.3

王佳辉 男 邯郸市第七中学 河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7.2

宋美璇 女 辽宁省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2名 86.5

乔玉阁 男 邯山区一中 河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86.1

刘馨蔚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86

王令怡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3名 86

李毅飞 男 唐山市第五中学 河北省舞蹈表演(大连校区舞蹈系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第4名 85.4

王奕舒 女 河北省石家庄市华西高级中学 河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1名 269.8

杨怡薇 女 武威第八中学 甘肃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1名 268.9

孙艾琳 女 哈尔滨市中实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1名 268.6

刘晨媛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大连音乐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2名 268.4

★本表为我院报送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校考专业合格名单，如考生因统考成绩等原因未能通过其本省招生考试机构的审核，则其专业合格考生资格将自动取消，后果由考生自负。 第 37 页，共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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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倩 女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第六中学 贵州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1名 266.8

任建楠 女 大庆一中 黑龙江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3名 265

朱思佳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1名 261.8

王立群 女 山西省孝义市第三中学 山西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1名 260.5

崔石靖 女 辽宁省艺术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2名 260.2

王琦 女 慈利四中 湖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1名 259.4

董旭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4名 257.9

唐小懿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3名 257.4

尹一名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4名 257.3

殷浩超 男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 河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2名 257

周雁南 女 甘肃省武威市第十八中学 甘肃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2名 256.9

齐舒凡 女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 河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3名 256.8

陈茗 女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湖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2名 256.5

董齐峰 男 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一中学校 黑龙江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5名 255.6

串淼兮 女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附属舞蹈学校 吉林省舞蹈学(大连校区舞蹈系舞蹈学)第5名 254.7

李思潼 女 黑龙江省依安县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66.6 88 84

刘浩敏 男 广东省深圳市梅林中学 广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66.2 96 99.5

张丹宁 女 海南华侨中学 海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66 90 97.5

刘佳玥 女 吉林省德惠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65.6 100 91

周洁 女 抚州一中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64.8 96 94.5

张乐欣 女 江西省新余市新钢中学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64.8 98 99

杨雨萌 女 萝北县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2名 263.9 78 70.5

潘建斌 男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实验学校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3名 263.5 96 86

徐寒 女 第一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2名 263.1 96 76.5

盛炎芝 女 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第十一中学 山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63 90 88.5

张成璐 女 肇东二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3名 262.8 94 86.5

任钰 女 齐齐哈尔市第八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4名 262.6 86 93.5

黄俊铭 男 北京大学南宁附属实验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62.1 94 84

刘博睿 男 承德市第八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61.7 78 83.5

姚珺 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5名 260.9 92 94

杨雨洁 女 大同五中 山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2名 260.8 80 86.5

薛冰纳 女 河北省承德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2名 260.3 96 84

王妮晨 女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四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2名 260.3 98 97.5

牛静怡 女 肇东二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6名 260.1 94 69.5

周晓晨 女 山东省安丘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59.3 88 87.5

闫嘉辰 女 讷河市第一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7名 259.3 84 85

那一诺 女 同江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8名 258 78 73

孔令琪 女 河南省许昌市第三高级中学 河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57.9 78 53

楚天舒 男 郑大二附中 河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57.9 68 49.5

侯淑颖 女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2名 257.1 96 95

张允晖 男 鸡西市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9名 256.1 98 98.5

王思雨 女 长春市第四十五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3名 256 76 73

王鑫 男 嫩江县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0名 255.8 96 84

于海安 男 长春市养正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4名 255.7 88 55.5

桑召来 男 平阴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3名 255.2 94 84.5

许鸿达 男 吉林省大安市第二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5名 254.8 68 80.5

武艳泽 女 张家口市伟伦综合学校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4名 254.6 84 66.5

赵贯宇 男 梅河口市实验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6名 254.2 9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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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浩 男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4名 253.5 100 95.5

郭洪志 男 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1名 252.5 86 62.5

严诗宇 男 鄱阳一中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4名 251.9 84 64

沈恬田 女 望奎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2名 250.7 98 93

张添翼 女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第一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7名 250.4 90 46.5

贾与伦 男 城镇社会青年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8名 250.3 76 79

曲晔 女 公主岭市怀德一中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9名 249.9 78 88.5

李雨桐 女 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正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0名 249.5 96 80.5

孙紫繁 女 黑河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3名 249.5 96 100

邵鹤鸣 男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第五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1名 249.2 92 93

黄沛钰 女 宁波外事学校 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48.8 94 82

王镜尧 男 吉林省梅河口市博文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2名 248.6 70 72

张天一 男 吉林江城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3名 248.1 86 97.5

张雨婷 女 杜蒙蒙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4名 247.9 90 84

岳妍宏 女 吉林二中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4名 246 88 89

陈麒元 男 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5名 245.9 96 80.5

侯宇 女 黑龙江省望奎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5名 245.8 100 97

孟凡岭 男 平阴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6名 244.6 96 84

管聪 女 枣庄市第八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7名 244.1 84 85.5

孟思宇 女 吉林毓文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5名 243.9 88 88

林忠宪 男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6名 243.7 88 82.5

宋天宇 男 北安分局第三高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7名 243.5 98 93.5

陈祉熠 男 宁化县第五中学 福建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名 242.7 76 70.5

徐祥译 男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8名 241.4 84 64.5

李嘉媛 女 漳浦第一中学 福建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2名 241.2 96 91.5

侯广达 男 东丰县第三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6名 241 82 88

王宇 女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营城第一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音乐教育系）)第17名 240.8 68 42

郭楠 女 通榆县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7.2 90 97.5

周逸凡 男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6.3 86 79

王晶晶 女 洪江一中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3.7 76 78

王暄迪 女 哈尔滨第十九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2.2 80 79

刘宸 女 河北省秦皇岛市艺新舞蹈学校 北京市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0.9 84 90

毛堂霖 男 凤冈县第一中学 贵州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0.2 100 88.5

李承锦 男 赣州一中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0.2 80 75

朴哲 男 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9.8 94 76.5

王愿 女 重庆市石柱中学校 重庆市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9.2 94 73.5

孔祥璐 女 泗水一中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3名 258.3 90 77.5

于海航 女 长春艺术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7.9 84 68.5

熊雅庆 女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第二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7.8 98 91.5

黄凯晴 女 青岛市私立海山学校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4名 257.3 94 69.5

魏赵 男 围场卉原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6.8 90 89

李佳樂 女 湘潭市二中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3名 256.5 86 87

高梓培 男 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6.4 98 87.5

宋佳祺 男 山东省烟台艺术学校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5名 256.4 90 88

张辛然 女 大庆市东风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6.2 90 78.5

张舒然 女 黑河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3名 256.1 90 73.5

乔绘宇 女 淄博市第十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6名 256 86 82

吴旭莹 女 齐齐哈尔第五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4名 255.9 9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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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浩鑫 男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第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5名 254.4 78 58

郑丽文 女 万年中学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4.1 94 89.5

陈开 男 福州市教育学院二附中 福建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3.8 74 47.5

董炜甜 女 上饶县第二中学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3名 253.4 88 90.5

崔悦 女 齐齐哈尔市第八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6名 252.8 90 88

王帅 女 大庆市石油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7名 252.4 80 89

孙博琳 女 鄂伦春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2.3 74 56.5

张梦龙 男 利津一中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7名 251.6 84 66.5

范帅辰 男 临沂高新实验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8名 251.5 78 55.5

季郑晴 女 宁波外事学校 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1.3 100 90.5

巩子瑞 女 甘肃省甘谷一中 甘肃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1 84 94

覃申荣 男 洪江市黔阳一中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4名 250.5 96 80

徐如歌 女 马鞍山市当涂一中 安徽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0.3 98 84.5

贺泽基 男 任弼时中学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4名 250.3 92 90

孟德捍 男 吉林油田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3名 250.1 88 69

睢晴晴 女 郓城县郓城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9名 250.1 72 82

张雪蕊 女 红旗中学 安徽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0.1 94 69.5

张雪莹 女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十四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49.9 96 90.5

张嘉桐 女 东北师大附中净月实验学校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4名 249.8 88 93.5

黄立辰 男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第三中学 甘肃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49.8 80 92

任盈萦 女 迁安市第四高级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9.4 98 80.5

王嘉敏 女 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九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9.3 84 62

肖祥 男 大杨树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4名 249.2 78 65.5

段名芳 女 北安市第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8名 248.9 92 60.5

王梓烨 男 六盘水市第二中学 贵州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48.3 90 76

高端 男 马永顺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9名 248.3 88 47

王聪 男 利津县第二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0名 248.2 68 69.5

齐晓宇 女 安徽省合肥市第三中学 安徽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8 90 86

杨铭祺 男 临沂市第二十四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1名 248 96 58

董瀚文 男 公主岭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5名 247.7 86 69

周雅媚 女 株洲市第十三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5名 247.5 84 77

宋亦宁 女 马鞍山松源培正中学 安徽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4名 247.4 94 62

刘博文 男 湖南省常德市第三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6名 247.3 92 67.5

陈俊晓 男 温岭市第二中学 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2名 247.3 92 97

孙一涵 女 河北省唐山市二十三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4名 246.8 90 69

廖佳威 男 义乌群星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6.7 94 67.5

张祖铭 女 湖南省衡山县岳云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7名 246.7 98 88

杜甜铭 女 河北省廊坊市第十五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5名 246.5 94 92

徐东辉 女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育英艺术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2名 246.4 92 88

韩景泓 男 山东省青岛市第十五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3名 246.3 80 80.5

王健十 女 河北省平泉精英高考文化补习学校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6名 245.9 84 74.5

董新宇 男 河北省唐山市唐山第十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7名 245.4 84 58

吕可 女 龙江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0名 245.4 88 81

薛文惠 女 黑龙江省牡丹江宁安市职业教育中心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声乐教育系）)第11名 245.3 90 66.5

孙夺 男 吉林省辉南县第一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7 84 91

刘嘉妮 女 湖南省武冈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3.6 88 90.5

陈靖 女 宁德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2.8 72 85.5

邓若涵 女 龙岩三中 福建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2名 262.4 82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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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豪 男 章丘市第五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61.7 98 78

王敏琳 女 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9.5 86 72.5

乌孝敏 女 宁波外事学校 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9.2 98 79

秦琪 女 张家界市天门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8.5 98 80.5

齐鹏松 男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8 76 73.5

崔艺凡 女 吉林省白山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7.9 84 79.5

刘鑫 男 德强高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7.5 80 58.5

刘粤林 男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3名 255.5 100 96

陈婉莹 女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 云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4.7 94 88.5

张凯贺 男 东海舰队子女学校 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2名 254.3 88 80

罗钰琪 女 湖南省武冈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4名 253.7 94 76

罗巍 男 长沙县第七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5名 251.6 94 75

张瑞琪 女 甘肃陇南市一中 甘肃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51.1 88 100

南东明 女 甘肃省兰州市通渭县通渭一中 甘肃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2名 249.9 90 94

程千洋 女 庄浪县紫荆中学 甘肃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8 88 86

荆晶 女 河北省唐山市第十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2名 246 76 90

黄祎 男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5.5 80 59.5

鲍敖努勒 女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蒙古族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1名 245.1 98 95.5

朱忠旭 男 杜尔伯特蒙古族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2名 244.9 98 93.5

齐新竹 女 吉林市第四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4.7 92 87.5

卢倩 女 福建省顺昌二中 福建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4.7 96 88.5

陈映璇 女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 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2.8 92 86

杨嘉宁 女 黑龙江省鸡西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3名 242 92 90

张中一 女 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2名 241.7 82 79

赵佳诗 女 绥棱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教育系）)第4名 239.2 100 74.5

何焕宇 女 安徽省怀远县龙亢高级职业中学 安徽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3.7 84 83.5

赵心瑜 女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2.5 92 81.5

张信博 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一重五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6.7 84 60

程昱桦 男 江苏省丰县中学 江苏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5.9 90 77

胡卓童 女 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 江苏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4.1 96 97

李炳达 男 英才职业学校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3.9 88 93.5

吴东瑶 女 银川二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3.7 90 79.5

李文源 男 平泉中学 甘肃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3.1 98 94

倪艺璇 女 宿州市第二中学 安徽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2.5 88 89

王玥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2.5 96 96

田辛湲 女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三河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1.6 100 87.5

闫涵 男 明水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1.4 94 97.5

莫岱霖 女 梧州八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1.4 74 87

刘芯伟 男 五大连池第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3名 250.6 96 75

高悦博 男 黑龙江省肇东市肇东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4名 249.4 86 93

张子文 女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3名 249.2 96 78.5

王冰玉 女 山东省潍坊高密市第四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4名 247.8 96 75

刘畅 女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2名 247.8 94 58.5

杨乾宇 男 哈工大附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5名 247.7 84 91.5

曲群航 男 五大连池市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6名 247.6 98 83

李昊铎 男 山西省长治市第四中学 山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46.7 94 87.5

张鑫鑫 女 庆安一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7名 246.4 100 51.5

石文玉 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八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8名 245.8 96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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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薪棫 女 林业高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9名 245.7 90 65

郑有那 女 吉林省吉林市第十八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2名 245.5 92 100

柴大伟 男 黑龙江黑河市第一高中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0名 244.7 90 68

赵思源 女 哈工大附中高中部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1名 244.4 90 72

李佳莹 女 河北省迁安市迁安一中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44.1 94 81

杨云贺 女 吉林省磐石市第二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3名 243.2 70 83.5

王雨薇 女 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第二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42.5 84 57

马红阳 女 宁安市第一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2名 242.5 98 83

唐小竣 女 永和中学 福建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42.2 98 89.5

罗雯彬 女 贵州省贵阳市第二十五中学 贵州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42 92 91

袁蕖婉 女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广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42 92 97

杨潇洁 女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5名 239.9 98 71.5

刘樾潼 女 宁波外事学校 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名 239.5 94 96.5

李忠怡 女 山东省宁阳四中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6名 239 92 95

马梓桐 女 吉林省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4名 238.8 72 85.5

赵维嘉 女 长春市第五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5名 236 82 69

蔡孟含 女 汤原县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3名 236 82 54

孙梦灿 女 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九三管理局第二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4名 235.9 88 56

张钰涵 女 蓬莱一中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7名 233.8 80 50.5

姚静萱 女 柴河林业局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5名 230.9 82 72.5

张珈铭 女 东宁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16名 220.4 94 83

陈建嵩 男 吉林省长春市十一高中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6名 217.2 88 80.5

贾浩阳 男 淄博一中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乐教育系）)第8名 216.3 92 62.5

周闳泽 男 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8.8 90 88

赵俊杰 男 福建省连江文笔中学 福建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8.1 100 84.5

张博研 男 天津市蓟县城关第二中学 天津市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8.1 88 83

谭屹栋 男 吉林省通化市第一中学校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5.7 98 93

夏阳 男 佳木斯市第七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5.7 70 81

袁昊 女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2名 265.4 100 96

迟铭 男 舒兰市第十八中学校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2名 265.4 76 97

姜紫竹 女 吉林省吉林市第十八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3名 265.1 94 95

王怡 女 合肥市庐阳高级中学 安徽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4.7 96 97

蒋昊燃 男 密山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2名 263.1 94 100

张家烨 男 河北承德第一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2.7 90 97.5

袁祯 男 坪山高级中学 广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2.7 98 77

张家川 男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山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2.3 82 82.5

鲍昱成 男 平冈中学 广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2名 262.2 98 89.5

张海宇 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广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3名 261.8 98 95

曲恒静 女 阳泉市第十四中学 山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2名 261.6 86 94.5

闻希 男 重庆市南开中学校 重庆市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9.1 98 98.5

谢东霖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3名 259.1 84 66

刘铭 男 甘肃省平凉市第五中学 甘肃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8.9 68 57

宋昀书 女 大庆市第二十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4名 258.8 94 78.5

赵可歆 女 石家庄市第六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8.8 94 82.5

张耀伦 男 佳木斯市11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5名 258.6 90 64

古松明 男 乌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7.8 92 76

郭嘉维 男 商丘中学 河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7.3 100 77.5

黄建超 男 观澜中学 广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4名 256.3 6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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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庆春 男 山东省东营市第二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6.3 74 63

韩丛郁 男 洛阳市第十九中学 河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5.8 90 88

张铭泽 男 秦皇岛市中等专业学校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3名 255.7 76 57

于博洋 男 保定二中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4名 255.2 92 92

曾宇 男 深圳市龙岗区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广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第5名 254.6 96 99.5

刘以晴 女 三河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2.7 96 68

李仪琪 女 洛阳东方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62.1 92 64

田鹏路 男 北京现代音乐学校 北京市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9.7 88 69

鲁原 女 文登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9.1 96 75.5

胡文静 女 山西省文水县第二高级中学 山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8.7 94 83

陈莹 女 梅河口市实验高级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8.2 74 75

叶铉 女 乐清市柳市镇中学 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7.9 92 79

吴嘉禧 男 湖南省衡阳县第五中学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7.7 98 86.5

李芷涵 女 厦门艺术学校 福建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6.7 90 82

肖莞宜 女 靖安一中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4.9 94 82.5

李雨格 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十六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3.5 88 58

刘宣辰 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二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3.3 82 81

孙小淇 女 吉林省长春艺术实验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3.1 82 44.5

刘思彤 女 大庆市第四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3名 252.2 90 73.5

韩榕 女 甘肃省定西市福台高级中学 甘肃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52.1 88 83.5

陈佳佳 女 湖南师大附中耒阳分校 湖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1.9 98 85

徐玟 女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4名 251.7 92 60

张振兴 男 潍坊第四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2名 250.2 52 48.5

靳欣豪 男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2名 249.5 90 69

吝恬怡 女 石家庄市艺术学校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3名 249.3 90 91.5

刘清雅 女 河北省廊坊市第一实验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3名 249.3 78 57

武悦 女 桦南县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5名 249.1 94 83

周琪 女 河北定州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5名 248.6 92 90

周晨曦 女 山东省济南第三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3名 246.8 94 93

王海航 男 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46.8 84 62

张安特 男 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6名 246.7 60 57.5

朱奕儒 男 南洋中学 江苏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名 246.3 68 67

申煜 男 鸡西市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6名 245.9 94 90.5

范伟 男 山东省聊城市聊城二中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4名 244.9 64 37

田牧歌 女 山东省平邑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5名 244.8 98 75.5

吕玉萱 女 临清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6名 244.6 80 71

刘夕铭 女 长春市第八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3名 244.1 66 77.5

宋禧禧 女 青岛市城阳区第一高级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7名 243.7 90 55.5

尹逊壮 男 齐河县实验中学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8名 243.6 78 75

陈薪兆 女 江西省横峰中学 江西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2名 243.5 90 81.5

张玥 女 江苏省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江苏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2名 241.2 98 89

石东贺 男 二十三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7名 240.7 86 65.5

张馨允 女 通辽五中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2名 239.9 90 70.5

鄂佳旭 女 长春市第七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4名 239.4 84 73

王伊杭 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东风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8名 239 92 79.5

郭乐欣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5名 236.9 92 89

王叶茜 女 哈尔滨市第十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9名 235 72 57.5

朱宇佳 女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第二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0名 234.6 9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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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馨 女 桦川县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1名 234.3 76 56.5

朱珂瑶 女 黑龙江省安达市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2名 233.5 78 60.5

郑妍 女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3名 233.4 58 50

王天娇 女 东北师大附属中学 吉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6名 231.4 78 91.5

陈昕琦 女 宿迁市汇文中学 江苏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3名 230.9 86 65

董佳丽 女 河北省唐山市第十中学 河北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7名 230.1 88 82.5

孙琳 女 红兴隆第一高级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3名 229.4 88 59

张书玮 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东风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4名 229.2 92 69.5

卢悦 女 大庆是第四中学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5名 226.7 90 46.5

郭美君 女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奈曼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4名 224.3 54 56.5

段彤彤 女 齐齐哈尔市第八中学校 黑龙江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16名 223.7 82 41

段文卿 女 莱芜一中 山东省音乐学(长青校区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器乐教育系）)第9名 222.5 8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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