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档案单位 专业方向 排名顺序 专业成绩

周以职 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舞蹈学 1 92

袁浩东 男 浏阳市第一中学 舞蹈学 2 91.5

符宏远 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舞蹈学 3 86.5

苏畅 男 滕州二中新校 舞蹈学 4 85.8

林光皓 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舞蹈学 5 83.3

李俊贤 男 嘉积中学 舞蹈学 6 83

卢传运 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舞蹈学 7 82.8

王诗凯 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舞蹈学 8 82.7

王浩南 男 四川省双流艺体中学 舞蹈学 9 82.5

谢晋锐 男 海南省文昌市实验中学 舞蹈学 10 82

陈俊元 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舞蹈学 10 82

曹家锦 男 安化一中 舞蹈学 12 81.7

冯绍强 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舞蹈学 13 81.2

王松 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舞蹈学 14 81

刘维 男 广东省深圳市梅林中学 舞蹈学 15 80.8

黄鹏晖 男 浏阳市新翰高级中学 舞蹈学 16 80.5

韦立鲁 男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舞蹈学 16 80.5

李金羽 男 昆明市第一中学经开校区 舞蹈学 18 80

王地博 男 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 舞蹈学 18 80

王子鮟 男 厦门艺术学校 舞蹈学 20 79.8

李浩磊 男 宁波外事学校 舞蹈学 21 78.5

罗凯 男 长沙市实验中学 舞蹈学 22 78

颜昌鸿 男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 舞蹈学 23 77.3

李振磊 男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中学 舞蹈学 24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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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璟洋 女 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舞蹈学 1 94.5

王茜 女 海南省海南中学 舞蹈学 2 93

赵晓彤 女 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舞蹈学 3 92.3

林妍希 女 青岛艺术学校 舞蹈学 4 91

隗汝育 女 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 舞蹈学 5 85.5

陈韵茜 女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中学 舞蹈学 6 85.3

杨若彤 女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学 7 85.2

王艺潼 女 大连市第24中学 舞蹈学 8 84.5

刘祉涵 女 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舞蹈学 8 84.5

兰歌 女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舞蹈学 10 84

贺宇彤 女 五原县第一中学 舞蹈学 11 83.7

陈奕彤 女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舞蹈学 11 83.7

王可欣 女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舞蹈学 13 83.5

李欣乐 女 中央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舞蹈学 14 82.8

张雅迪 女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舞蹈学 14 82.8

毛乙如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舞蹈学 16 82.2

邓童予 女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学 17 82

江徕 女 娄底市第一中学 舞蹈学 17 82

贾滢玲 女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舞蹈学 17 82

黄萧璇 女 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 舞蹈学 20 81.8

王艺辰 女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舞蹈学 21 81.7

印昕仪 女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学 22 81.5

高家宜 女 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舞蹈学 22 81.5

郭雨彤 女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舞蹈学 24 80.8

朱浩闻 女 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 舞蹈学 24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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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茹 女 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 舞蹈学 24 80.8

刘形 女 大庆石油高级中学 舞蹈学 27 80.7

李昱影 女 枣庄市第三中学 舞蹈学 28 80.2

单天乐 女 大庆市第四中学 舞蹈学 28 80.2

韩斯如 女 哈尔滨市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舞蹈学 28 80.2

刘淇 女 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 舞蹈学 31 80

秦子越 女 西北师范大学体育艺术中专部 舞蹈学 31 80

徐嘉潞 女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四中学了 舞蹈学 31 80

王艺霏 女 海南中学 舞蹈学 31 80

徐铭瞳 女 南京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舞蹈学 35 79.8

舒畅 女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舞蹈学 36 79.5

计紫怡 女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高级中学 舞蹈学 37 79.2

杨韵淇 女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 舞蹈学 38 79

卢梓萌 女 深圳梅林中学 舞蹈学 39 78.2

齐峪 女 大庆市第四中学 舞蹈学 40 78

范心然 女 湖南省衡阳市第八中学 舞蹈学 40 78

陈绮涵 女 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舞蹈学 40 78

谭淇尹 女 铜仁市第一中学 舞蹈学 43 77.8

汤曼琦 女 南京市中华中学 舞蹈学 43 77.8

赵君尧 女 南京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舞蹈学 43 77.8

梁润红 女 深圳市梅林中学 舞蹈学 46 77.7

李佳璐 女 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学校 舞蹈学 46 77.7

彭梓涵 女 湖南省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 舞蹈学 46 77.7

李竺蔓 女 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舞蹈学 49 77.3

叶潇阳 女 中央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舞蹈学 50 77.2

3/4



王翩翩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舞蹈学 51 77

方丝竹 女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舞蹈学 52 76.8

李嘉琪 女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 舞蹈学 53 76.5

刘雅雯 女 广州市艺术学校 舞蹈学 54 76

袁铭阳 女 衡水第一中学 舞蹈学 55 75.7

郑熠 女 四川省双流艺体中学 舞蹈学 55 75.7

寇希园 女 西安音乐学院附中 舞蹈学 57 75.2

尉镱馨 女 天津百华实验中学 舞蹈学 57 75.2

张浠桐 女 东莞市艺术高级中学 舞蹈学 59 74.8

王晨辰 女 中央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舞蹈学 60 74.7

何佳璇 女 乌鲁木齐市第二中学 舞蹈学 61 74.5

杨雨霏 女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舞蹈学 62 73.7

阳纯 女 长沙市明德中学 舞蹈学 63 73.3

翁馨悦 女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舞蹈学 6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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