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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秋怡 文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

中学 
辽宁省 管弦 倍大提琴 中国音乐学院2014 九级 242 469 89.86 B

佟佩珊 文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三中学 辽宁省 管弦 倍大提琴 中国音乐学院2014 九级 196 429 79.66 B

吴秀尹 理
山东省 青岛市第五十八

中学 
山东省 管弦 长号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52 375.6 77.784 B

胥思远 理
北京市 首都师范大学附

属回龙观育新学校 
北京市 管弦 长号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167 364 67.66 B

杨亦辰 理 江苏省 苏州中学园区校 江苏省 管弦 大管 上海音乐学院2013 十级 229 422 81.98 B

肖枳亦 文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营口分校 
辽宁省 管弦 大提琴 中国音乐学院2011 十级 243 457 88.28 B

于彦姝 理 辽宁省 东港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管弦 大提琴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28 445 85.1 B

苏俊铭 理 北京市 北京一六一中学 北京市 管弦 单簧管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17 474 88.06 A

王宁馨 文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 
北京市 管弦 单簧管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35 445 85.8 B

李一凡 理
辽宁省 盘锦市辽河油田

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 管弦 单簧管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02 455.8 84.012 B

侯雪培 理 北京市 101中学 北京市 管弦 单簧管 中央音乐学院2009 九级 234 414.5 81.43 B

李镒 文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实验

中学 
黑龙江省 管弦 双簧管 上海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32 399.3 79.102 B

朱帅舟 理
辽宁省 鞍山市立山区鞍

钢高级中学 
辽宁省 管弦 圆号 中国音乐学院2013 十级 216 363 72.4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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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雅萍 文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

中学 
辽宁省 管弦 中提琴 上海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19 452 85.18 B

姜子娟 理
北京市 清华附中实验学

校 
北京市 民乐 柳琴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2014 十级 219 422 80.98 B

王子璇 理 山东省 章丘市第四中学 山东省 民乐 笙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2014 十级 244 460 88.8 B

李文啸 理
山东省 山东省章丘市第

四中学 
山东省 民乐 唢呐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2014 十级 253 440 86.9 B

孙子衿 文 河北省 衡水中学 河北省 民乐 唢呐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2011 十级 234 450 86.4 B

贾静然 文 山东省 青岛市第二中学 山东省 民乐 扬琴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2013 十级 251 439 86.56 A

朱津瑶 理 黑龙江省 大庆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 民乐 扬琴 中国音乐学院2014 九级 201 451 83.24 B

唐千惠 文 重庆市 南开中学 重庆市 民乐 扬琴 中国音乐家协会2014 十级 223 435 83.2 B

韩妍 理
黑龙江省 大庆市实验中

学 
黑龙江省 民乐 扬琴 中国音乐学院2009 九级 207 438 82.02 B

何凯妮 理 北京市 中关村中学 北京市 民乐 中阮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2015 十级 245 469 90.16 B

申诗语 文
重庆市 重庆市第八中学

校 
重庆市 民乐 中阮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32 449 86.06 B

冯婧仪 理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二

中学 
山东省 民乐 竹笛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2007 十级 228 473 89.02 B

平安 理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浙江省 民乐 竹笛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2011 十级 244 458 88.5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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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垚文 文 江苏省 宜兴中学 江苏省 民乐 竹笛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2009 十级 246 450 87.6 B

王钧正 文
辽宁省 鞍山市鞍钢高级

中学 
辽宁省 声乐 美声唱法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55 436.5 86.61 B

张思淼 理
北京市 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 
北京市 声乐 美声唱法 中国歌剧舞剧院2015 十级 228 452.5 86.15 B

于小涵 文 辽宁省 大连市第八中学 辽宁省 声乐 美声唱法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44 440 86 B

王雨禾 文
浙江省 温州第二高级中

学 
浙江省 声乐 美声唱法 中央音乐学院2014 八级 238 439.5 85.33 B

焦鑫雨 文
辽宁省 东北育才双语学

校 
辽宁省 声乐 民族唱法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43 472 90.38 B

洪昕月 文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 声乐 民族唱法 中国音乐学院2014 十级 248 433 85.42 B

王悦莹 理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舞蹈 中国舞 北京舞蹈学院2011 十三级 232 473.5 89.49 A

李昱瑶 理 辽宁省 大连市第八中学 辽宁省 舞蹈 中国舞 中国舞蹈家协会2009 十级 231 450.5 86.17 B

许龄水 文
辽宁省 葫芦岛市第一高

级中学 
辽宁省 舞蹈 中国舞 中国歌剧舞剧院2011 十级 232 435 84.1 B

宋洋 文
安徽省 安徽省安庆市第

一中学 
安徽省 舞蹈 中国舞 中国舞蹈家协会2014 十级 229 435 83.8 B

马馨雪 文
河南省 濮阳市油田第一

中学 
河南省 舞蹈 中国舞 北京舞蹈学院2013 十级 233 430 83.5 B

张译升 文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一

二二中学校 
黑龙江省 舞蹈 中国舞 北京舞蹈学院2011 十三级 214 443.5 83.49 B

王茹 文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舞蹈 中国舞 北京舞蹈学院2014 十三级 226 432.5 83.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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