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化工大学 2020 年高水平艺术团初审合格名单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 报名类型 审核结论 

201001002000017 张玥 女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大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041 赵石 男 辽宁 大连市第二中学 大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084 张艺娜辉 女 辽宁 沈阳市第二中学 大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096 于桐菲 女 辽宁 沈阳市第二中学 大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117 傅子轩 女 北京 北京市第五中学 大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132 梁之栋 女 北京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大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146 刘飞 男 北京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 大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149 唐瑞柽 男 重庆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大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060 卢滢铮 女 北京 北京市育英中学 低音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079 赵文湃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低音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129 戚馨木 女 辽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低音提琴 通过 



 

201001002000007 杨皓景 女 北京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10 杨赵一 女 陕西 宝鸡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19 余韵雅 女 西藏 宁乡县第一高级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31 朱柯语 男 湖南 常德芷兰实验学校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35 高亦辰 女 辽宁 本溪市第一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36 孙梓媛 女 黑龙江 七台河新一中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44 梁忱 男 山东 威海市第一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70 吴逊 男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71 宋雨萱 女 吉林 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74 方略丞 男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86 郭亦真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州第一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91 程书艺 女 山东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03 关若曦 男 内蒙古 包头市第九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16 王帅程 男 河北 河北省玉田县第一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21 王子木齐 女 山东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22 宋坤恒 女 安徽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24 厉佳宁 女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25 张丁 男 山东 淄博实验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47 吴泽源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54 曹翔睿 男 黑龙江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57 潘柯如 女 山西 襄汾高级中学校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63 潘亭聿 女 重庆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166 张网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钢琴 通过 

201001002000064 谢卓奇 女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话剧 通过 

201001002000081 李若宁 女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话剧 通过 

201001002000164 李天骅 男 北京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话剧 通过 

201001002000022 孙启绮 女 山东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30 孙路苹 女 辽宁 沈阳市第二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34 曾露瑶 女 重庆 重庆市永川中学校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37 谢婧婷 女 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二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48 王墘墨 女 河北 辛集市第一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55 宋美萱 女 黑龙江 大庆实验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56 宋楚笛 女 辽宁 大连市第八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65 李梓莹 女 浙江 台州市第一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68 李昀泽 女 北京 包头市第六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72 姜佳彤 女 辽宁 辽阳石油化纤公司高级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73 张耀文 女 山东 海达行知学校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75 赵若含 女 辽宁 本溪市高级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89 刘睿智 女 山东 烟台青华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98 王怡凌 女 浙江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02 祁佳雨 女 北京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06 钟岳彤 女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07 李翘楚 女 北京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34 闫艺 女 内蒙古 包头市第一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35 宋怡诺 女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39 胡怡帆 女 甘肃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41 赵祉涵 女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44 穆灿 女 北京 北京汇文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53 姜雨乐 女 辽宁 本溪市高级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55 刘婕 女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56 温婧彤 女 内蒙古 北京四中呼和浩特分校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62 刘世佳 女 江苏 泰州市第二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165 叶琪 女 辽宁 沈阳市第五中学 女高音 通过 

201001002000012 黄坤鹏 男 福建 莆田市秀屿区实验中学 唢呐 通过 

201001002000024 丁莹 女 北京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唢呐 通过 

201001002000046 张佳莉 女 重庆 重庆市两江育才中学校 唢呐 通过 

201001002000047 聂烯 女 重庆 重庆市两江育才中学校 唢呐 通过 

201001002000090 潘芊辰 女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唢呐 通过 

201001002000140 杨佳衡 男 北京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唢呐 通过 

201001002000016 滕安然 女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扬琴 通过 



 

201001002000052 曲芮昕 女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扬琴 通过 

201001002000101 李佳琦 女 辽宁 大连市第二十三中学 扬琴 通过 

201001002000128 徐婧媛 女 北京 北京市第九中学 扬琴 通过 

201001002000131 杨镒竹 女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扬琴 通过 

201001002000136 郭思彤 女 吉林 长春市十一高中 扬琴 通过 

201001002000150 李纪泽 男 北京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扬琴 通过 

201001002000151 杜梦恬 女 河南 洛阳市第八中学 扬琴 通过 

201001002000033 张博文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竹笛 通过 

201001002000057 许咏志 男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 竹笛 通过 

201001002000082 刘东霖 男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竹笛 通过 

201001002000088 黄馨萱 女 内蒙古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学 竹笛 通过 

201001002000099 申与柔 女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竹笛 通过 

201001002000104 王子康 男 河北 衡水第一中学 竹笛 通过 

201001002000133 曾祥臻 女 福建 厦门市湖滨中学 竹笛 通过 

201001002000142 胡祎凡 女 辽宁 鞍钢高级中学 竹笛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