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源省份 姓名 性别 华农大准考证号 报考专业 术科总分
安徽 孟星宇 女 0101131599 表演 80.2
甘肃 林雅馨 女 0103133006 表演 85.5
甘肃 马逸凡 男 0102130301 表演 80.4
甘肃 邵怡宁 女 0302130034 表演 84.2
广东 方世龙 男 0307403015 表演 88.2
广东 龚佳钰 女 0303408020 表演 76.2
广东 郭金润 男 0104502001 表演 91.4
广东 胡晓 女 0307403013 表演 77
广东 黄心怡 女 0802405014 表演 81
广东 黄瑶林 女 0113512040 表演 81.8
广东 黄裕霖 女 1601403000 表演 75
广东 雷文倩 女 1900490251 表演 77.9
广东 李卓映 女 0305408005 表演 78.4
广东 利姗颖 女 0307403014 表演 80.8
广东 林子龙 男 0605416005 表演 77.1
广东 刘姿辰 女 0307490040 表演 87
广东 骆泫叶 女 0281405013 表演 76
广东 马艺凡 女 0106589010 表演 87.4
广东 申恪 女 0104408005 表演 84
广东 谭咏恩 女 0113438001 表演 79.8
广东 王珏丹 女 0802411058 表演 85.6
广东 伍筱蕾 女 2000431002 表演 80.4
广东 叶志森 男 1322405008 表演 78.8
广东 曾思琪 女 0306415013 表演 86.4
广东 詹从时 男 0113421014 表演 93.2
广东 张慧 女 1303490118 表演 80.8
广东 张颖瑜 女 1303401048 表演 80.2
广东 赵诗琪 女 0402590063 表演 80.9
广东 赵子闻 男 0103588004 表演 77
广东 郑康铧 男 1802507023 表演 84.4
广西 蔡声安 男 0101114011 表演 81
广西 陈可 女 0101132117 表演 77.8
广西 黄颖琪 女 0101112271 表演 80.8
河北 李雨桐 女 0302139103 表演 89.2
河北 孙慕晨晓 女 0104139369 表演 75.7
河南 蔡金明 男 18411416119141 表演 75
河南 曹潇 女 18410303119164 表演 80.2
河南 陈同瑜 女 18410831119270 表演 84.6
河南 陈雨露 女 18411501119699 表演 84.8
河南 董旭 男 18411211119511 表演 80.2
河南 段旭涵 女 18410513119289 表演 81.6
河南 方媛媛 女 18410305119213 表演 82.9
河南 顾佩驿 女 18410161119100 表演 77.8
河南 海笑 女 18410305119481 表演 81.3
河南 韩易青 女 18410401119860 表演 89
河南 胡启月 女 18410305119477 表演 85.2
河南 黄嘉欣 女 18410161119688 表演 77.6
河南 黄雅欣 女 18411011119423 表演 75
河南 霍妍铭 女 18410305119462 表演 89
河南 姬佳芳 女 18410193119099 表演 77.8
河南 金广政 男 18412401119713 表演 80
河南 靳可 女 18411101119050 表演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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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李静 女 18410106119270 表演 82
河南 李晴 女 18410115119358 表演 82.8
河南 李瑞雪 女 18413101119296 表演 81.8
河南 李若楠 女 18410402119362 表演 76.1
河南 李雪琦 女 18410831119498 表演 91.7
河南 廖炜炜 女 18410114119234 表演 88.2
河南 刘畅 男 18410531119113 表演 80.4
河南 刘思懿 女 18410711119139 表演 77
河南 刘宇 女 18411314119160 表演 82.4
河南 刘悦灵 女 18410112119242 表演 75.3
河南 马金鑫 男 18410501119589 表演 75.7
河南 马欣莹 女 18410101119923 表演 76.6
河南 穆佳钰 女 18410902119514 表演 87.3
河南 牛美乔 女 18410332119202 表演 81
河南 任洺慧 女 18411301119887 表演 82.5
河南 邵振伟 男 18410731119082 表演 75.1
河南 施雨汝 女 18410731119088 表演 83.3
河南 宋美琪 女 18410631119523 表演 76.2
河南 苏自然 女 18410701119770 表演 84.9
河南 汪雨欣 女 18410302119094 表演 89
河南 王思懿 女 18410516119358 表演 80.2
河南 吴子阳 女 18410107119284 表演 78.1
河南 徐佳涵 女 18410701119199 表演 80.2
河南 杨梦薇 女 18410303119080 表演 79.5
河南 姚韦冰 女 18410310119205 表演 90.3
河南 姚奕彤 女 18411001119141 表演 83.6
河南 叶琬丽 女 18410114119531 表演 77.4
河南 张德榕 女 18410402119305 表演 80.4
河南 张金炼 女 18410303119086 表演 82.4
河南 张鹏江 男 18410531119321 表演 78.9
河南 张艺惠 女 18411301119974 表演 75.3
河南 张颖慧 女 18410613119614 表演 82.4
河南 张媛媛 女 18410132119094 表演 81
河南 赵佳昀 女 18410731119114 表演 75.2
河南 朱玥璇 女 18410302119799 表演 77
黑龙江 鲍悦悦 女 180702012 表演 76.2
黑龙江 蔡果洪 女 180702030 表演 80.5
黑龙江 韩卓希 女 180702115 表演 77.2
黑龙江 李涵 女 180702144 表演 76.7
黑龙江 李悦宁 女 180702044 表演 76.4
黑龙江 戚鑫然 女 180702095 表演 88.1
黑龙江 曲霈瑶 女 180702059 表演 76.7
黑龙江 尚可欣 女 180702137 表演 81.8
黑龙江 许辰瑾 女 180702130 表演 85.6
黑龙江 许辰璐 女 180702072 表演 87.6
黑龙江 张城铭 男 180702121 表演 75.9
黑龙江 张红册 男 180702052 表演 82.7
黑龙江 张羽 男 180702142 表演 87.4
黑龙江 赵雪 女 180702047 表演 84.4
湖北 杜媛媛 女 0301130402 表演 84.2
湖北 范子怡 女 0902130284 表演 82.9
湖北 黎嘉欣 女 0113130318 表演 75.7
湖南 陈思仪 女 180210051 表演 85.8
湖南 代心仪 女 180210007 表演 89.8
湖南 高小凤 女 180210084 表演 86.2
湖南 高翊可 男 180210192 表演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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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郭姝婧 女 180210242 表演 77
湖南 何书亭 女 180210098 表演 77.3
湖南 乐逸宁 女 180210074 表演 79.3
湖南 雷缘 女 180210202 表演 76.1
湖南 李南瑾 女 180210006 表演 81.4
湖南 李语 女 180210108 表演 75.7
湖南 刘进 男 180210183 表演 91.8
湖南 刘泽鑫 男 180210212 表演 80.4
湖南 罗丽文 女 180210057 表演 79.4
湖南 乔永幸 女 180210233 表演 82.6
湖南 田也 女 180210101 表演 92.9
湖南 魏捷 女 180210131 表演 85.9
湖南 吴欣雨 女 180210243 表演 82.6
湖南 徐浩鑫 男 180210261 表演 85
湖南 徐可鑫 女 180210032 表演 78
湖南 徐子晴 女 180210141 表演 91.8
湖南 杨雨欣 女 180210134 表演 75.5
湖南 张芷诺 女 180210276 表演 76.8
吉林 兰嘉慧 女 0102130202 表演 94.6
江苏 朱曦蕊 女 0301680022 表演 77.6
江西 邓智清 女 0104110203 表演 75.3
江西 高敏 女 0430110286 表演 89.6
江西 于子昂 男 0681110379 表演 75
山东 曹赛亚 女 180310202 表演 90.6
山东 常珈豪 男 180310333 表演 75.6
山东 陈斐 女 180310147 表演 87.2
山东 陈嘉睿 男 180310475 表演 90.7
山东 程玉娇 女 180310194 表演 75.3
山东 丁璐璐 女 180310399 表演 80.1
山东 段淑婷 女 180310457 表演 80
山东 冯慧婕 女 180310277 表演 82.9
山东 郭家诚 男 180310208 表演 83.9
山东 郭静宇 女 180310335 表演 80.6
山东 侯衍斌 男 180310182 表演 89.4
山东 纪昕然 女 180310092 表演 78.4
山东 蒋丽娜 女 180310370 表演 85.9
山东 金士義 男 180310055 表演 88.4
山东 李开阳 女 180310386 表演 84.6
山东 李梦菲 男 180310080 表演 89
山东 李玟 女 180310071 表演 75.5
山东 李晓雯 女 180310509 表演 82.2
山东 刘瑞辰 女 180310112 表演 82.8
山东 刘旭涵 女 180310304 表演 81.4
山东 刘一凡 女 180310469 表演 84.8
山东 刘英姿 女 180310343 表演 78.6
山东 刘雨晨 女 180310488 表演 77.4
山东 刘彧晨 男 180310122 表演 77.6
山东 刘泽璐 女 180310445 表演 83.4
山东 马凯迪 女 180310468 表演 84
山东 孟萌雨 女 180310423 表演 79.2
山东 彭龙浩 男 180310119 表演 83.5
山东 时宸 女 180310303 表演 88.7
山东 宋硕 男 180310454 表演 77.9
山东 王淑轩 女 180310097 表演 77.2
山东 王夏依然 女 180310271 表演 79.8
山东 王星华 女 180310289 表演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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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王昱森 男 180310116 表演 76.4
山东 王玥骄 女 180310044 表演 91.4
山东 魏筱冉 男 180310251 表演 76
山东 徐圣川 男 180310159 表演 76.5
山东 杨秉骏 男 180310349 表演 75.1
山东 杨宇嘉 男 180310395 表演 77.6
山东 尹鸿璇 女 180310029 表演 84.5
山东 于苗 女 180310306 表演 79.4
山东 张国宁 女 180310413 表演 81
山东 张丽辰 女 180310019 表演 77
山东 张荣渝 男 180310105 表演 80.8
山东 张馨誉 女 180310062 表演 78.4
山东 张玉娟 女 180310075 表演 83.8
山东 张兆祥 男 180310103 表演 83.2
山东 周昊 男 180310448 表演 78.5
山东 周小圆 女 180310501 表演 80
山东 周旭 女 180310226 表演 84
山西 王思钰 女 0106134084 表演 84.4
新疆 胡靖 女 1411190403 表演 91.4
新疆 王嘉睿 女 1111060156 表演 90
新疆 郑安之 女 2801113286 表演 76
浙江 丁雯 女 0105130017 表演 87.5
浙江 沈宇枫 男 8706130029 表演 80.8
浙江 徐诗怡 女 0103130014 表演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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