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试名单【民乐系】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方向 

221090001 刘畅 中国乐器演奏（笙） 221090002 唐紫皝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13 陈志扬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016 叶婷文 中国乐器演奏（柳琴） 

221090018 郑钥芸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020 肖博奕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021 赵田田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023 余妍玥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025 梁景然 中国乐器演奏（笙） 221090030 杨婷君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31 马嘉翼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032 程远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034 李佳仪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36 项宇 中国乐器演奏（古琴） 

221090037 王炳麟 中国乐器演奏（古琴） 221090038 王子优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039 王嘉溪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041 易雨萱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042 姚郡泽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43 邸颂越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045 封子涵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46 吴韵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048 马力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049 马克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050 蒋诗诺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052 张潘泽璟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054 邬备莎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059 倪诗睿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62 周奕洋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065 吴岳徽 中国乐器演奏（笙） 

221090067 朱海博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70 杭思懿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071 翁炜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073 卢梓恩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074 陆子林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078 沈林哲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079 童帅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82 徐越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084 李盛佳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85 李思霓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088 刘锦佳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089 沈耕宇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091 张玉晨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093 朱益清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097 曹然 中国乐器演奏（笙） 221090098 时雨萌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099 李禺桐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100 贾清茹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102 徐翎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04 李文畅 中国乐器演奏（唢呐） 

221090111 吴婉柠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113 徐静茹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115 徐伊琳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18 许榛妮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122 黎嘉亨 中国乐器演奏（笙） 221090123 马彬峰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29 梁晶晶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130 邱亦成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134 顾婧怡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137 罗章耀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138 王心怡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42 王舒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43 李宇昂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48 陈徵羽 中国乐器演奏（笙） 

221090149 王丹宁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155 郏丽安 中国乐器演奏（中阮） 

221090156 缪澜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57 蔡茗萱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160 姚宸昕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161 蒋晓婧 中国乐器演奏（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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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90162 武文崟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64 张润依桐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168 祁悦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69 孙佳彤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171 张宁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73 高屹琳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75 李心怡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180 邹杭飞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182 吕行嘉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83 牛靖雯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184 侯琳 中国乐器演奏（笙） 221090185 刘奕孜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87 颜璐兰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188 蔡一楠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191 陈颖杰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94 贾茗茜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95 汪昕玥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196 阎姝润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197 戴均倍 中国乐器演奏（古琴） 221090198 徐艺源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206 杨雅珂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207 黄康卉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208 卢涟菡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213 张璐 中国乐器演奏（板胡） 

221090220 褚欣琪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221 曹媛元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223 关洋洋 中国乐器演奏（柳琴） 221090226 王昭璇 中国乐器演奏（笙） 

221090228 江子屹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235 卢天晨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238 林思颖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243 殷宇龙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244 俞思潘懿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248 陈政宇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254 李墨涵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257 付一涵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260 周芷卉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261 韩凌轩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263 柳嘉惠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264 樊雅萱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267 崔小雨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273 赖晓晓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274 叶纪君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275 周毅军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278 徐涵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283 万宇萌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290 何嘉霖 中国乐器演奏（中阮） 221090292 周阳霏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293 马颢轩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296 朱芳瑛 中国乐器演奏（中阮） 

221090298 肖振晟 中国乐器演奏（唢呐） 221090300 王希睿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306 林昳霏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312 李伯峰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313 钱奕诺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314 李甜甜 中国乐器演奏（唢呐） 

221090318 高星月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322 徐立卓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324 张锦宇 中国乐器演奏（古琴） 221090325 谈成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329 张嘉禾 中国乐器演奏（古琴） 221090335 许申玮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336 黄瑶涵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345 林静雯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349 卜一敬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352 黎裕童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353 司徒淑清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366 刘嘉能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369 李昊原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370 王碧暄 中国乐器演奏（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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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90371 陈遵宁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372 徐舵 中国乐器演奏（唢呐） 

221090373 胡雪倩 中国乐器演奏（中阮） 221090376 谭可欣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379 楼奕彤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382 吴承羲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383 刘天逸 中国乐器演奏（笙） 221090386 胡菽洋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387 李浩洋 中国乐器演奏（笛） 221090393 孙羽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394 董乐舟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409 曹超越 中国乐器演奏（唢呐） 

221090410 李宇博 中国乐器演奏（唢呐） 221090411 陆奕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414 江浩浩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416 耿玉博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418 宋泽玺 中国乐器演奏（唢呐） 221090420 刘梓仪 中国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21090426 吴艺畅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428 范思琦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436 杨斯捷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437 齐彪 中国乐器演奏（唢呐） 

221090444 楚启瑄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445 金潇易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446 吴艺融 中国乐器演奏（琵琶） 221090447 杨果瑜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462 芦冰钰 中国乐器演奏（古琴） 221090464 赵芃辉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474 高心崔语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480 王怡璇 中国乐器演奏（板胡） 

221090481 金茹 中国乐器演奏（扬琴） 221090485 贾砚婷 中国乐器演奏（筝） 

221090487 宋欣怡 中国乐器演奏（二胡） 221090489 李想 中国乐器演奏（大提琴） 

221090490 于昀冉 中国乐器演奏（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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