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2016年高水平艺术团签约考生名单及签约专业

姓名 性别 科类 毕业中学 高考省份 大项 小项 条件 级别 面试 笔试 总分 签约政策 签约专业

马铭逸 女 理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三中学 江苏省 管乐 长笛 十级 2015 上海音乐学院 237 222 459 B 法学

盛希雅 女 理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 管乐 长笛 十级 2014 中国音乐学院 265 185 450 B 法学

李凡一 女 理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管乐 大管 十级 2015 上海音乐学院 278 175 453 A（重点项目） 法学

王钦一 男 理 辽宁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辽宁省 管乐 大管 九级 2015 中央音乐学院 256 164 420 B 法学

胡萱一 女 文 黑龙江省 大庆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 管乐 西洋打击乐 十级 2015 中国歌剧舞剧院 238 188 426 B 法学

郑天滋 女 理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北京市 民乐 二胡 十级 2014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253 242 495 B 法学

白子衿 男 文 北京市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民乐 二胡 十级 2010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268 215 483 B 法学

郑嘉淇 女 理 辽宁省 锦州中学 辽宁省 民乐 古筝 十级 2010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276 197 473 B 法学

何彬子 女 理 江苏省 江苏省常熟中学 江苏省 民乐 古筝 演奏文凭级 2012 中央音乐学院 269 202 471 B 法学

程钰婉 女 文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民乐 笙 十级 2014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253 205 458 B 法学

曹丹曦 女 文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 辽宁省 民乐 笙 十级 2014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253 167 420 B 法学

祝元 女 文 浙江省 宁波市镇海中学 浙江省 民乐 竹笛 十级 2009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255 228 483 B 法学

刘怀轩 男 文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一中学 江苏省 民乐 竹笛 九级 2013 中央音乐学院 253.5 209 462.5 B 法学

王璎雯 女 文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 声乐 美声唱法 十级 2015 中国音乐学院 288 214 502 B 法学

李志峰 男 理 辽宁省 丹东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声乐 美声唱法 十级 2015 中国音乐学院 273 201 474 B 法学

孙瑞泽 男 文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 黑龙江省 声乐 美声唱法 十级 2015 中国音乐学院 259 206 465 B 法学

姜瑶 女 理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山东省 声乐 美声唱法 十级 2015 中国音乐家协会 255 196 451 B 法学

张九帅 男 理 山东省 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山东省 声乐 美声唱法 十级 2014 中国音乐学院 276 157 433 B 法学

杨枓 男 文 重庆市 重庆市南川中学校 重庆市 声乐 美声唱法 十级 2015 中国音乐家协会 281 144 425 B 法学

郗芳玉 女 理 辽宁省 实验中学 辽宁省 舞蹈 舞蹈 十级 2014 中国歌剧舞剧院 272 216 488 A（重点项目） 法学

罗彧倩 女 文 重庆市 育才中学校 重庆市 舞蹈 舞蹈 十级 2010 中国舞蹈家协会 279 200 479 B 法学

杨雅淇 女 文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舞蹈 舞蹈 表演一级 2014 中国歌剧舞剧院 280 187 467 B 法学

于在洋 男 文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辽宁省 舞蹈 舞蹈 十级 2015 中国舞蹈家协会 274 191 465 B 法学

汪子钧 男 文 辽宁省 营口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 舞蹈 舞蹈 十级 2015 中国舞蹈家协会 236 228 464 B 法学

刘一彤 男 文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七十三中学校 黑龙江省 舞蹈 舞蹈 十三级 2014 北京舞蹈学院 277 182 459 B 法学

生晖 女 理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 黑龙江省 舞蹈 舞蹈 十三级 2014 北京舞蹈学院 242 201 443 B 法学

宋瑷如 女 理 辽宁省 大连市第八中学 辽宁省 弦乐 倍大提琴 十级 2015 上海音乐学院 260.5 208 468.5 B 法学

李为康 女 理 北京市 第十二中学 北京市 弦乐 大提琴 演奏文凭级 2015 中央音乐学院 275 178 453 B 法学

丛琳 女 理 吉林省 吉林省实验中学 吉林省 弦乐 小提琴 九级 2012 中央音乐学院 267 204 471 B 法学

季子涵 女 理 北京市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弦乐 小提琴 十级 2013 中国音乐家协会 273 188 461 B 法学

薛小苏 女 理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群力校区） 黑龙江省 弦乐 中提琴 九级 2015 中央音乐学院 275.6 220 495.6 B 法学

华钦卿 女 文 江苏省 梅村高级中学 江苏省 弦乐 中提琴 九级 2015 中央音乐学院 264.5 210 474.5 B 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