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省份 生源中学 项目类别 等级 备注

李佳禾 安徽 阜阳市第三中学 小提琴 合格

于祯奇 北京 北京市第一O一中学 单簧管 优秀

周纪星 北京 北京市第一O一中学 小提琴 优秀

温欣 福建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小提琴 优秀

谢雨昕 福建 福建省泉州实验中学 小提琴 合格

张睿宇 福建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小提琴 合格

颜融冰 甘肃 定西市第一中学 小提琴 优秀

黄戈里 广东 广州市执信中学 小提琴 合格

张哲钧 河南 河南省实验中学 单簧管 合格

梁嘉坤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小提琴 合格

芦柯彤 湖北 武汉市武钢三中 小提琴 合格

陈沁男 湖南 长郡中学 小提琴 合格

佟思琪 吉林 松原市实验高级中学 小提琴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丁悦媛 江苏 江苏省泰州中学 美声(女高音) 合格

康誉中 江苏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长笛(兼短笛)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夏思雨 江苏 无锡市第一中学 小提琴 合格

陈怿楷 江苏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小提琴 合格

王子晗 江苏 江苏省泗洪中学 中提琴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韩京松 辽宁 鞍山市第一中学 美声(男高音) 合格

杨荞冰 辽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美声(男中音) 合格

杨晗 辽宁 沈阳市第二中学 表演(女) 优秀

姚芃宇 辽宁 大连市第一中学 主持(女) 优秀

郝一帆 辽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巴松 合格

金泽尧 辽宁 大连市第二十三中学 大提琴 合格

魏一达 辽宁 锦州市锦州中学 小提琴 合格

阎相瑞 辽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民族舞(男) 优秀

赵星硕 辽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高级中学民族舞(男) 合格

吴宇婷 内蒙古 包钢第一中学 美声(女高音) 合格

王甲乙 山东 章丘市第五中学 美声(男高音)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李佳奇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巴松 合格

孙浩涵 山东 淄博实验中学 双排键 合格

申晓冉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低音提琴 优秀

孔冕 山东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小提琴 合格

邹孟含 山东 威海市第二中学 小提琴 合格

房温博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小提琴 合格

郭雯晴 山西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校 琵琶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李嘉乐 山西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巴松 合格

马小哨 山西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小提琴 合格

金曲辰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民族舞(女) 合格

任力言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 美声(男高音) 合格

叶骐玮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 美声(男高音) 优秀

张奇轩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美声(男高音) 合格

袁程瀚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美声(男高音) 优秀

万一 四川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 美声(男高音)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郑子昕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美声(男中音) 合格

吴云苘 四川 四川省都江堰中学 美声(女高音) 合格

王一竹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七中学校 美声(女高音) 优秀

冯缨茜 四川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主持(女) 合格

伍钰涵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主持(女)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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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宇迪 四川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琵琶 合格

欧昱汐 四川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琵琶 合格

庞祥鹤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 打击乐(马林巴、定音 合格

邓时雨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单簧管 合格

刘逸来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 单簧管 合格

陈思宇 四川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单簧管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崔晨奇 四川 四川省成都高新实验中学 单簧管 优秀

魏正杰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 小号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康泷兮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 小号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初冬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长笛(兼短笛) 合格

熊晋禧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长笛(兼短笛) 合格

赵雨涵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长笛(兼短笛)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邹旻洋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长号 合格

崔悦熙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大提琴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冯俊诚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大提琴 合格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李潇娴 四川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低音提琴 合格

杜语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小提琴 合格

贺奕豪 四川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小提琴 合格

韩劲竹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小提琴 合格

潘文杰 四川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小提琴 合格

陈治宇 四川 四川省简阳中学 小提琴 合格

薛润琪 四川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小提琴 合格

雍逸星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小提琴 合格

夏佳芮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小提琴 合格

黄麟雅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小提琴 合格

晏紫菲 四川 四川省双流县中学 小提琴 合格

吴国溧 四川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中提琴 合格

桂良桢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中提琴 合格

程川洋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 古典舞(女) 合格

谭早 四川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古典舞(女) 合格

蔡婧漾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 古典舞(女) 合格

凌庄婷 四川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古典舞(女) 合格

王习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一中学 琵琶 合格

孙振竣 浙江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美声(男高音) 优秀

陈祎旭 浙江 浙江省温州中学 低音提琴 合格

朱敏慧 浙江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小提琴 合格

刘衍 重庆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美声(男中音) 合格

雷凡朝旸 重庆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美声(女高音) 合格

曹子榆 重庆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主持(女) 合格

胡凯越 重庆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巴松 优秀 该生院校名称为：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院校代码：19614）

王翰羽 重庆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双排键 合格

纪思含 重庆 重庆南开中学 大提琴 合格

徐来 重庆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小提琴 合格

谢出尘 重庆 重庆南开中学 古典舞(女) 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