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试名单【管弦系】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方向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方向

231070001 杨雨锡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003 谭沁心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006 蔡仕隆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07 王侁浩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08 王子宁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09 李曼琳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10 朱明珂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16 廖崇源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17 徐子衡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18 赵睿文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21 卞蓝晶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028 刘畅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31 涂艺轩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032 江姝辰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036 苏妍文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037 马孝礼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039 余文鹏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42 卢韵博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45 叶紫琪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050 章可容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51 何卓然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52 张康妮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055 郑伊汝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056 王嘉烨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057 周肇星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058 杨紫涵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059 曹天阳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060 刘优扬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66 李世豪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67 彭登锴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69 黄耿坤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74 王昱霖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75 林宏炜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78 沈家亿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79 徐俊诺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80 郭皿乐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81 汪柯成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086 张佳宁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87 王欣悦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90 肖名喆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091 杜依煊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093 巴馨雨 管弦乐器演奏（竖琴）

231070107 淮宣齐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11 张涛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12 徐可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113 郇未来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14 袁铭泽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117 曹欣然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120 沈耿轩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126 侯艺阳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35 田郅豪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136 高闻谦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137 石一淳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41 邵恩祈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46 邓玥瑶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147 吴戴旖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150 毛楷诚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51 孙茂人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52 梅照晟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53 王艺翔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154 冉瑜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56 黄楚章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157 蒋译萱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59 黄孙新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160 王馨悦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61 李幸阳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62 张乐乐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170 李宜霖 管弦乐器演奏（竖琴）

231070174 刘睿祺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177 蔡佳忱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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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70188 杨丛语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193 周芮熹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194 黄景乾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202 施一凡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210 孙旖灿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214 徐卓锐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218 邱天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221 吴美萱 管弦乐器演奏（低音提琴）

231070222 孙羽 管弦乐器演奏（大提琴） 231070225 刘李旸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226 张自力 管弦乐器演奏（小提琴） 231070230 张新民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70246 王秭丹 管弦乐器演奏（中提琴） 231080001 施予飞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002 林钲钧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003 马悦然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004 彭熙媛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31080007 徐照宸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31080008 屠宇豪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010 郑雯尹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012 杨悦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015 王博玉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31080016 李昕颐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017 孙亦徐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31080018 黄丽安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019 蒋小宇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024 肖曾玺钰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028 朱翼然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31080032 杨晞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035 王俊怡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038 郭阅涵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039 曹若苓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040 华峻晨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31080041 李诗涵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31080043 刘绮琪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045 赵一凡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046 束雨铖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047 陈翰哲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048 余欣然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055 纪毅彬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31080057 黄韩懿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31080062 周嘉尔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31080068 李嘉树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31080069 胡博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071 杨雨樵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073 唐诗理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076 刘轩宇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31080077 和子晟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31080080 韩佳怡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31080081 张景皓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31080083 陈雨洁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085 王源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086 刘梓韵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087 庄子馨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091 陈智炜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31080092 刘梦腾 管弦乐器演奏（大管）

231080094 任岂辰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31080096 酆皓文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31080097 陈哲昊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31080100 刘尚德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107 张奕萱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108 韩明瑞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31080109 连航德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31080112 廖卓夫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118 丁承业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124 骆一然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231080128 徐清扬 管弦乐器演奏（萨克斯管） 231080129 程云飞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130 徐舶钦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135 王佳睿 管弦乐器演奏（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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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80140 陈彦羲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31080141 李浩哲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142 李昕瑶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143 史关仲达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31080144 邓天天 管弦乐器演奏（圆号） 231080145 钱悦涵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147 房众颜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231080150 许泽宇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31080151 左轩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31080153 李从容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31080154 李玥彤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164 杨畅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31080166 莫皓然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171 李皓元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172 吴芷吟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 231080173 孙皓阳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175 张圳飞 管弦乐器演奏（长号） 231080178 华晨阳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186 廖吉翔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31080190 马云樗 管弦乐器演奏（单簧管）

231080192 丁羽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31080195 杨丹琪 管弦乐器演奏（双簧管）

231080197 梁湘雨 管弦乐器演奏（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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