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试名单【管弦系】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方向 

221070001 张逢瑜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002 唐紫皝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04 史嘉欣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08 熊婉江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09 陈志扬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10 黄菁洋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15 谢佳宇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20 杨婷君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21 赵恩蓓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23 李佳仪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24 芦昳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28 姚郡泽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31 欧阳逸轩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39 徐安琪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041 郭姿彤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43 倪诗睿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45 吴语瞳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48 张乐瑶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51 陈铮滢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53 王语瞳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55 王榛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057 刘乙乐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58 童帅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59 郑佳滢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61 郭袁逸轩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62 严乐山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65 李盛佳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71 刘锦佳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072 王富亮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073 陈怡欣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074 孙宁远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75 沈郝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76 朱益清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77 王梓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78 蔡心玥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81 项诗曼 管弦乐器演奏（竖琴） 

221070086 程志通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88 苏光弘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092 徐静茹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93 张凯伦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096 徐诺恩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099 王妙芊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100 严颖之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01 邓玥瑶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104 王佩琴 管弦乐器演奏（竖琴） 221070105 徐静蕾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09 张以帖 管弦乐器演奏（竖琴） 221070110 郜一豪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13 龚淑雯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115 徐晨伟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17 章涵之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18 李心怡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21 娄乐怡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23 蔡一楠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24 王子妍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26 贺若芸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27 陈艺嘉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28 王佳怡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29 陶圣鑫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130 黄康卉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31 卢涟菡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36 高闻谦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38 卢天晨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41 张洛源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42 俞思潘懿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143 花思远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51 王正毅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152 祖旋律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53 周芷卉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154 韩凌轩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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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70155 李微言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58 黄柏浩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161 徐涵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62 许可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166 姚欣怡 管弦乐器演奏（竖琴） 221070168 苑茉尔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70 张雨菲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171 江汶沅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172 王雨濛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174 王雨熙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78 赖安琪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85 黄越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186 张文哲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196 张蕊蕊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197 林静雯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201 方之航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202 吴祖辉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206 周肖倍洱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207 洪愿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213 刘馨雨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21070216 陈小姗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218 孙羽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221 张静之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222 郭思辰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231 李艺瑶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232 刘梓仪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234 杜安澜 管弦乐器演奏（竖琴） 221070235 邹沁灵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70245 范艺琳 管弦乐器演奏（竖琴） 221070250 王宏耀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70259 胡馨悦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261 张韬文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21070262 李想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80001 万依文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04 韩佳怡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21080006 赖子悦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007 白鹤鸣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008 焦久琪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09 段熠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10 张二酉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21080011 张宸闻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013 刘欣一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014 胡睿珈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015 刘哲豪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16 张诚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018 李翰林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019 李佳倪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22 马沁文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26 牛瑞泽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21080028 石浩民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029 陈梓峰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21080031 周帆阳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32 魏锦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033 王孜懿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038 彭伟宸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039 庄令贻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041 张钰晗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044 岳圣泉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045 何嘉周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21080048 张鸿基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21080049 何少雯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50 施予飞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53 李天翊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059 司徒子扬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060 俸子淇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61 王浩源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62 叶昕添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064 梁曦元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065 刘骥帆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67 叶栩言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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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80069 万嘉敏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70 杨俊翔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21080072 马千皓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073 杨嘉旺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21080076 吕彦泽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079 朱筱萌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81 刘宗锦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082 洪逸菲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083 何希多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084 孙越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21080085 孙浩天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21080087 程晓可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21080088 庞景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21080089 朱运霖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091 陈功蔚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092 唐梓嫣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093 陈瑞贝璐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095 张琪雅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102 何俊业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103 宋奕成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104 李松卿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105 李琛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106 安冬羽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108 宋冠霖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21080110 吴曼溪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113 陈禹锟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21080115 薛昊然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120 闫竹钰霖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127 谢茂龙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130 黄品翰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131 王梓一鸣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132 李靖诚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135 李东宁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136 袁康隆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138 高雅雯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140 石爱程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141 包慧如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142 贺馨仪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146 张源康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149 沈一鸣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157 张奥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21080158 励航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21080159 张锴文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163 刘佳园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164 李心宁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166 胡展硕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21080167 周俊霖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21080173 孙楷昕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176 赵成锴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179 罗欣苒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182 康佳勋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186 何奕霖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194 邱文杰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21080196 刘润果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21080199 朱希桐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206 林翰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213 唐文杰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215 姜俊宇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21080217 慕雨辰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21080218 张嘉康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219 吴觉非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221 李昊阳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225 张越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228 史开元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21080252 肖哲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253 汪煜森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21080259 王艺瑾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269 张辰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21080274 李佳臻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21080279 李昊轩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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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80284 杨子路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21080309 钱坤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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