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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性别 生源地 中学 招生专业（招考方向） 考试方向 小项 专业成绩 

2193084 李宛凝 女 河北 衡水第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7.33 

2178240 吴雨欣 女 河北 唐山市第十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琵琶 90.41 

2181214 徐千惠 女 河北 保定市第七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8.95 

2181215 闫星宇 男 河北 保定一中实验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5.11 

2178237 罗宸杰 男 江西 江西省丰城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琵琶 99.22 

2195060 皮珺仪 女 江西 南昌市实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7.22 

2176263 赖彤 女 江西 赣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古筝 92.94 

2181202 黄菁菁 女 江西 南昌市第十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7.46 

2190128 李楚涵 女 江西 萍乡市上栗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双簧管 85.29 

2192102 武乐闻 男 河南 郑州市第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低音提琴 99.94 

2193092 张译文 女 河南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8.27 

2177249 蔡玥妍 女 河南 郑州市第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中阮 93.64 

2181210 王子豪 男 河南 郑州市第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91.67 

2179221 韩靖阳 男 河南 郑州市第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二胡 90.71 

2178239 王奕茗 女 河南 漯河市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琵琶 90.37 

2191123 朱雨馨 女 河南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笛 88.48 

2181207 邵博远 男 河南 金水社青社青三班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4.75 

2181211 魏浩天 男 河南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4.11 

2191113 李雨璐 女 河南 郑州爱中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笛 83.86 

2197032 尚文静 女 湖南 衡阳市铁一中学 音乐学 —— —— 83.70 

2197015 黄婷 女 湖南 衡阳市铁一中学 音乐学 —— —— 7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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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8235 贵喆妮 女 湖南 常德市第七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琵琶 100.00 

2186171 谭书哲 男 湖南 长沙市雅礼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圆号 100.00 

2189149 郑伊婷 女 湖南 株洲市第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100.00 

2188158 邹馨怡 女 湖南 长沙市雅礼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大管 99.98 

2195047 韩子衿 男 湖南 长郡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97 

2195054 李怡然 女 湖南 长郡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96 

2195053 李文娟 女 湖南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92 

2194069 蔡子琪 女 湖南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中提琴 99.85 

2192103 徐逸然 女 湖南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低音提琴 99.05 

2194071 高强 男 湖南 长沙市明德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中提琴 99.03 

2193085 龙彦君 女 湖南 株洲市第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8.74 

2194076 陶润亮 男 湖南 永州市第三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中提琴 98.30 

2177261 张若琦 女 湖南 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中阮 92.97 

2179231 张昱茗洋 女 湖南 衡阳市第八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二胡 92.57 

2179220 谷依娜 女 湖南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二胡 92.34 

2179218 蔡雨婧 女 湖南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二胡 92.19 

2177256 任天佑 女 湖南 湖南师大附中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中阮 91.75 

2181204 李扬 男 湖南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8.41 

2189147 张梓菡 女 湖南 湖南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8.12 

2182197 李佳仪 女 湖南 慈利县第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竖琴 87.77 

2189135 陈俊旭 男 湖南 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7.68 

2189138 贺嘉 女 湖南 株洲市第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7.68 

2189136 陈垲 男 湖南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7.53 

2184189 王乐康 男 湖南 长郡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号 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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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6164 黎佳星 女 湖南 岳阳市第七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圆号 84.09 

2197017 黄璇 女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音乐学 —— —— 87.68 

2197025 林兮蕾 女 广东 揭阳第二中学 音乐学 —— —— 77.10 

2197028 刘子茵 女 广东 江门市第一中学 音乐学 —— —— 73.08 

2197041 张陈睿颖 女 广东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实验中学 音乐学 —— —— 73.08 

2197035 王芷茵 女 广东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高级中学 音乐学 —— —— 71.95 

2197020 李采蓥 女 广东 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 音乐学 —— —— 69.88 

2197012 何诗琦 女 广东 广州市禺山高级中学 音乐学 —— —— 68.85 

2197037 杨瀚 男 广东 揭阳第一中学 音乐学 —— —— 68.50 

2197034 王海铃 女 广东 深圳市南头中学 音乐学 —— —— 68.43 

2197002 蔡杨羽 女 广东 阳江市第一中学 音乐学 —— —— 66.80 

2197007 陈志敏 女 广东 惠州市华罗庚中学 音乐学 —— —— 64.33 

2197026 刘舒欣 女 广东 韶关市第五中学 音乐学 —— —— 63.73 

2197003 曹蔚然 女 广东 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 音乐学 —— —— 62.45 

2197033 苏国鑫 男 广东 湛江二中崇文实验学校 音乐学 —— —— 61.85 

2197004 陈朵 女 广东 清远市第三中学 音乐学 —— —— 61.48 

2197039 叶祉缘 女 广东 从化市从化中学 音乐学 —— —— 60.42 

2197043 周乐琪 女 广东 广东番禺中学 音乐学 —— —— 60.15 

2184184 陈筠帆 男 广东 清远市广铁一中（万科城）外国语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号 100.00 

2195051 柯睿霖 男 广东 深圳美术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100.00 

2188154 吴泽勇 男 广东 深圳市龙华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大管 100.00 

2173287 叶雨翘 女 广东 广州市天河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钢琴演奏 钢琴 100.00 

2191109 黄愉婷 女 广东 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笛 99.99 

2190129 李颖冉 女 广东 广东华侨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双簧管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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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4187 骆艺翔 男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号 99.99 

2186170 秦华宇 男 广东 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圆号 99.99 

2191119 徐旸 女 广东 广州市第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笛 99.99 

2190131 王恒宇 男 广东 汕头粤东明德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双簧管 99.98 

2186176 张中信 男 广东 广州市第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圆号 99.97 

2195045 方正 男 广东 汕头市实验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96 

2195056 刘婧宇 女 广东 汕头市第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93 

2193091 张睿鹏 男 广东 深圳市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9.93 

2195044 邓玉滢 女 广东 东莞市石龙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92 

2195049 蒋雪瑶 女 广东 深圳市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92 

2195057 罗珺滢 女 广东 广州市培正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90 

2192104 张绰廷 男 广东 广州市禺山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低音提琴 99.82 

2195063 徐柳燕 女 广东 深圳市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53 

2195055 林睿佳 女 广东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49 

2195048 胡榕 女 广东 汕头市东厦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9.43 

2194068 蔡佳峻 男 广东 深圳市翠园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中提琴 99.38 

2194074 黄蔚琳 女 广东 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中提琴 99.29 

2193083 赖茗嘉 女 广东 深圳实验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9.25 

2193087 秦韵 女 广东 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9.06 

2193080 黄筠沂 女 广东 广州市海珠实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9.01 

2193086 马懿 女 广东 湛江市第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8.59 

2173279 李奕呈 男 广东 惠州市实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钢琴演奏 钢琴 98.54 

2193079 陈祖怡 女 广东 惠阳一中实验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8.20 

2193081 江旖旎 女 广东 汕头市实验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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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078 陈航子 女 广东 珠海市艺术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7.83 

2193093 郑凯怡 女 广东 布吉街道科城实验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7.57 

2173275 关钰棠 男 广东 中山市实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钢琴演奏 钢琴 97.19 

2192095 高子淇 男 广东 湛江市第七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低音提琴 97.14 

2177255 凌子珺 女 广东 广州市第七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中阮 97.03 

2195052 黎世钰 男 广东 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5.66 

2195062 吴凡宁 女 广东 惠州市第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5.59 

2195067 张元飘 女 广东 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小提琴 95.56 

2179222 黄文锦 男 广东 汕头市联侨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二胡 95.54 

2173277 赖子安 男 广东 惠州市实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钢琴演奏 钢琴 95.26 

2177257 舒瀛莹 女 广东 广东实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中阮 94.98 

2191114 彭瑭轩 女 广东 广东实验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笛 92.45 

2188155 徐婧琳 女 广东 广州市第六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大管 92.24 

2186163 雷欣龙 男 广东 龙岗区平冈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圆号 91.59 

2179219 陈心彦 女 广东 珠海市第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二胡 91.45 

2179230 张龙 男 广东 广东北江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二胡 91.26 

2188152 廖心群 女 广东 深圳市观澜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大管 90.48 

2181216 余金蔚 女 广东 深圳市龙华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90.29 

2188156 杨舒涵 女 广东 深圳市龙华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大管 90.01 

2178244 余文添 男 广东 湛江市第二十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琵琶 89.96 

2185180 邱奕齐 男 广东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小号 89.44 

2189144 吴心如 女 广东 江门市新会陈经纶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8.76 

2183192 蔡承宇 男 广东 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大号 88.33 

2188153 孙泽城 男 广东 江门市广雅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大管 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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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9148 赵靖斯 女 广东 深圳市盐田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6.52 

2181212 肖嘉颖 女 广东 广东华侨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6.25 

2191121 郑婉君 女 广东 龙岗区布吉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笛 85.14 

2191107 黄灿 男 广东 深圳市龙华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笛 85.13 

2188151 黄梓原 男 广东 江门市广雅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大管 85.13 

2184186 焦文远 男 广东 深圳市翠园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号 84.47 

2189139 李政 男 广东 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4.41 

2181203 黄雪莹 女 广东 龙岗区平冈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4.13 

2181201 段海媛 女 广东 龙岗区平冈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4.11 

2181206 麦可欣 女 广东 江门市广雅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4.04 

2186174 易明涛 男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城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圆号 83.75 

2183194 刘骁 男 广东 深圳市高级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大号 83.64 

2184188 唐云嘉 男 广东 广州市玉岩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号 83.51 

2179225 徐崇畯 男 重庆 重庆市松树桥中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民族乐器演奏 二胡 90.78 

2191117 汪芯宇 女 重庆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笛 85.43 

2197016 黄文巧 女 四川 广安市育才学校 音乐学 —— —— 73.30 

2197010 郭宇桐 女 四川 四川省长宁县中学校 音乐学 —— —— 71.60 

2185182 谢雨朋 男 四川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小号 92.21 

2190126 刁钰涵 女 陕西 西安市含光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双簧管 100.00 

2190127 郭嘉璐 女 陕西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双簧管 87.28 

2185183 张逸凡 男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小号 100.00 

2185181 沈策 男 甘肃 武威第十八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小号 99.99 

2192098 陆佳妮 女 甘肃 西北音乐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低音提琴 99.95 

2192097 黄柏云 男 甘肃 西北音乐学校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低音提琴 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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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101 王蔚嘉 男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低音提琴 99.72 

2192096 何瑞玥 女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低音提琴 99.69 

2194077 王宣鹏 男 甘肃 甘肃省武威第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中提琴 99.11 

2193089 孙楠 女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7.07 

2194070 樊咏卓 男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中提琴 96.17 

2173278 李欣泽 男 甘肃 兰州市第六十一中学（原兰化一中）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钢琴演奏 钢琴 95.88 

2193082 孔健儒 男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弦乐 大提琴 95.70 

2191112 李天牧 女 甘肃 兰州交通大学东方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长笛 91.26 

2189145 杨钰轩 男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8.44 

2181213 邢佳琪 女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8.11 

2189137 方子豪 男 甘肃 甘肃省皋兰县第一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7.68 

2189143 王亲懿 男 甘肃 兰州市第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7.61 

2181208 孙家乐 男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6.85 

2189146 岳义钧 男 甘肃 兰州市第十四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单簧管 86.23 

2186173 王一博 男 甘肃 兰州市第三中学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圆号 86.16 

2181200 陈煜 女 甘肃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器乐演奏） 管乐、竖琴、西洋打击乐 西洋打击乐 83.57 

2197040 游孝仪 女 台湾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实验中学 音乐学 —— —— 7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