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试名单【现代器乐与打击乐系】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方向 

221120003 黄治翔 现代器乐演奏（古典吉他） 221120004 徐天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钢琴） 

221120007 刘古贤俊 现代器乐演奏（古典吉他） 221120010 付静秋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贝斯） 

221120011 熊昊晟 现代器乐演奏（古典吉他） 221120014 史悦珅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15 李欣阳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17 左希雅 现代器乐演奏（管风琴） 

221120018 武媚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19 张诚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小号） 

221120020 陈桑榆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吉他） 221120022 曹瑞旻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吉他） 

221120032 龚煜城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37 高崇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萨克斯） 

221120038 刘曼旦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39 赵沫涵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41 李恬阳 现代器乐演奏（手风琴） 221120043 王麒翔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萨克斯） 

221120047 曾美惠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55 辜宇轩 现代器乐演奏（管风琴） 

221120066 黄梓铭 现代器乐演奏（手风琴） 221120072 萧燃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74 徐浩宸 现代器乐演奏（手风琴） 221120079 李婧宜 现代器乐演奏（古典吉他） 

221120088 邹志豪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89 樊孔龙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长号） 

221120090 陈梓良 现代器乐演奏（手风琴） 221120098 杨骥钦 现代器乐演奏（手风琴） 

221120100 冯倩怡 现代器乐演奏（管风琴） 221120109 顾晓娈 现代器乐演奏（古典吉他） 

221120110 李子鉴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吉他） 221120111 李芊媛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贝斯） 

221120114 杨紫涵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118 邱鸿正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122 严子竣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吉他） 221120128 高帅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130 李益娴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131 戴佳奇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吉他） 

221120134 曹忆雪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吉他） 221120138 周显扬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吉他） 

221120140 张俊豪 现代器乐演奏（古典吉他） 221120145 谭明宇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小号） 

221120148 黄嘉欣 现代器乐演奏（古典吉他） 221120153 赵诗祺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钢琴） 

221120154 陈烨楠 现代器乐演奏（古典吉他） 221120160 黄炯玮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170 邵琪雯 现代器乐演奏（管风琴） 221120174 郑明玺 现代器乐演奏（古典吉他） 

221120181 陈芷娴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185 刘诗娴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189 丁俊博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贝斯） 221120191 田皓文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199 商永爱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钢琴） 221120205 林晓乐 现代器乐演奏（管风琴） 

221120208 沈秋童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小号） 221120225 吴雨田 现代器乐演奏（爵士萨克斯） 

221120242 阴晓焱 现代器乐演奏（管风琴） 221120243 黄昱鸣 现代器乐演奏（电子管风琴） 

221120001 庄琅琅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008 唐都督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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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20029 张英杰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033 常诚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042 王思维 打击乐演奏（流行打击乐） 221120062 葛李遨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065 冯子阳 打击乐演奏（流行打击乐） 221120067 格根琪尔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068 袁茗洋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069 张屹明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071 石吕天成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073 严亨 打击乐演奏（流行打击乐） 

221120075 薛宗辉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076 杨单心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077 董佳俊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080 翁嘉成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086 郑婷月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104 郭毋悔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123 马骏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126 林真好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135 陈佳龙 打击乐演奏（流行打击乐） 221120139 王佳妮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142 展超航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143 顾家铭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144 王心悦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149 王昊宇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156 李炳豪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164 邰阳光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166 张烨哲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167 刘疏桐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168 陈威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173 李林涛 打击乐演奏（流行打击乐） 

221120177 陈奕通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178 张艺馨 打击乐演奏（中国打击乐） 

221120201 孔祥硕 打击乐演奏（流行打击乐） 221120207 李旭阳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211 陶庭筱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221120216 王睿谦 打击乐演奏（流行打击乐） 

221120232 贾静怡 打击乐演奏（西洋打击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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