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声乐）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1 东方二中 封姿茉 声乐

2 洛阳市第四十一中学 程浩霖 声乐

3 理思实验 张弛笑宁 声乐

4 洛阳外国语学校 娄钰琳 声乐

5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曹继扬 声乐

6 红山一中 郑慕容 声乐

7 洛龙区第一实验学校 金冰燕 声乐

8 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白孟琛 声乐

9 东升三中 顾佳怡 声乐

10 洛阳市第六中学 孙雨萱 声乐

11 洛阳外国语学校 马丽云 声乐

12 地矿双语 张怡宁 声乐

13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杨杨 声乐

14 龙门第二实验学校 郭佳怡 声乐

15 东升三中 金楚晴 声乐

16 实验中学 张佳莉 声乐

17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连家楠 声乐

18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郭莹玉 声乐

19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杨启航 声乐

20 东方二中 闫崇天 声乐

21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李义佳 声乐

22 洛阳市第六中学 陈雨昕 声乐

23 第二外国语学校 符丛涵 声乐

24 27中 向一诺 声乐

25 孟津区第一区直中学 杨雅博 声乐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声乐）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26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李亦菲 声乐

27 洛阳华洋学校 常豪阳 声乐

28 孟津区第一区直中学 杨柳絮 声乐

29 第一高级中学附属中学 刘天昊 声乐

30 45中 畅悦文 声乐

31 孟津区第一区直中学 卞罂秀 声乐

32 东方二中  杜雯汐 声乐

33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吴华淳 声乐

34 洛龙区古城中学 苗祎聪 声乐

35 高新一中  赵熙睿 声乐

36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於琬佳 声乐

37 洛阳外国语学校 李沅钊 声乐

38 洛阳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崔珈瑜 声乐

39 洛阳市东明外语实验学校 李成洁 声乐

40 东方二中 袁鑫栀 声乐

41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刘雨萱 声乐

42 洛阳复兴学校 李凯瑞 声乐

43 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冀铭研 声乐

44 洛阳市地矿双语学校 翟一颗 声乐

45 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王晓鑫 声乐

46 十一中 孙艺美 声乐

47 高新一中  赵静艳 声乐

48 洛龙区第一初级中学 李雯玺 声乐

49 高新一中  陈楠楠 声乐 

50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杜艺鑫 声乐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声乐）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51 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范孙文秀 声乐

52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邢可然 声乐

53 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薄项亿 声乐

54 高新一中  周荣庆 声乐

55 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金晨扬 声乐

56 十一中 王佳丽 声乐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键盘）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1 东方二中 方际凯 键盘

2 东方二中 乔晨芮 键盘

3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杨文泽 钢琴

4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闫家祺 手风琴

5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苏天宇 钢琴

6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周晨曦 钢琴

7 东方二中 周奕童 键盘

8 实验中学 王艺颖 钢琴

9 洛阳市东明外语实验学校 张益菲 钢琴

10 洛阳高新区实验中学 祝圣茜 钢琴

11 洛阳外国语学校 赵张奕豪 手风琴

12 洛龙区第二初级中学 李傲然 钢琴

13 东升三中 赵雅默 键盘

14 洛龙区第一初级中学 林子羽 钢琴

15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周雪聪 钢琴

16 52中 王瀚宸 钢琴

17 东方二中 张艺馨 键盘

18 24中 文鹭绮 钢琴

19 洛阳市第四十一中学 康译丹 钢琴

20 实验中学 姜惠文 钢琴

21 五十中 史雨蒙 钢琴

22 实验中学 张恩雨 钢琴

23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汪涵 钢琴

24 东方二中 郜苏豫 键盘

25 东方二中 李叙静 键盘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键盘）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26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马婉婷 钢琴

27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陈世宣 钢琴

28 东升三中 张懿萱 键盘

29 东方二中 张庆余 键盘

30 洛阳市华林学校 金艺萧 钢琴

31 洛阳枫叶双语学校 胡昭君 钢琴

32 五十六中 白子轩 键盘

33 东升三中 寇翕哲 键盘

34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崔若涵 钢琴

35 洛阳市第四十一中学 陈培冉 钢琴

36 第二外国语学校 高佳琦 钢琴

37 理思实验 郭涵月 键盘

38 实验中学 孙睿 钢琴

39 洛阳外国语学校 朱逸凡 钢琴

40 实验中学 吴沐洋 钢琴

41 东方二中 杨子琛 键盘

42 魏书生中学 王婕涵 钢琴

43 实验中学 成浩林 钢琴

44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袁一天 钢琴

45 东方二中 李昊彤 键盘

46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张鹤云飞 钢琴

47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徐艾熙 钢琴

48 东升三中 刘宸浩 键盘

49 洛龙区古城中学 王雯婷 钢琴

50 东方二中 贾星雨 键盘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键盘）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51 洛阳市第五中学 高露洋 钢琴

52 五十六中 宁雨欣 键盘

53 东升三中 曹喻清 键盘

54 东方二中 邢亦心 键盘

55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王梓沛 钢琴

56 洛龙区古城中学 李明晏 钢琴

57 四十七中 师铂涵 钢琴

58 第一高级中学附属中学 张雨璐 钢琴

59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杨珂 钢琴

60 实验中学 孙亿博 钢琴

61 实验中学 陈羽翔 钢琴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民乐）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1 东升三中 张朋宇 二胡

2 东升三中 崔雨 古筝

3 洛阳华洋学校 熊梦含 古筝

4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马瑄 古筝

5 洛阳华洋学校 付嘉桐 古筝

6 三十二中 宋乐盈 古筝

7 洛龙区第一初级中学 吉乘娴 古筝

8 高新一中  石雨珊  竹笛

9 高新区第二初级中学 俞博琳 古筝

10 实验中学 赵嘉悦 古筝

11 实验中学 靳亦凡 古筝

12 实验中学 徐婉莹 琵琶

13 洛龙区古城中学 高铭羿 古筝

14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莫紫涵 古筝

15 东升三中 王梦雪 古筝

16 洛阳外国语学校 赵心宇 古筝

17 伊滨区庞村中学 马阳光 竹笛

18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兰雨心 古筝

19 第二外国语学校 武照颖 琵琶

20 高新区第二实验学校 张浩婷 古筝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西洋管弦乐）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1 东升三中 司佳妮 长笛

2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吕梓晗 长笛

3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毛若娉 竖琴

4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杨誉涵 单簧管

5 东升三中 韩宇轩 单簧管

6 实验中学 张语桐 小提琴

7 高新区第二初级中学 安家宁 萨克斯

8 洛阳华洋学校 王艺凝 小提琴

9 洛阳外国语学校 刘松岳 萨克斯

10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张智斌 小号

11 东升三中 吕邦玉 小号

12 实验中学 余泽远 单簧管

13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张元昊 吉他

14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王昊帆 萨克斯

15 东方二中 李聪睿 长笛

16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付辰非 单簧管

17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王浩鹏 长笛

18 五十六中 许家乐 单簧管

19 东升三中 高云飞 大号

20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杨致尊 小号、次中音号

21 东升三中 王垚艺 单簧管

22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王鑫辉 小号

23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翟冠超 吉他

24 东方外国语 张艺博 萨克斯

25 洛阳华洋学校 王恒烨 单簧管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西洋管弦乐）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26 东升三中 张荣赞 单簧管

27 东方二中 曹书源 单簧管

28 东升三中 郭景怡 长笛

29 洛阳东方理工实验学校 杨景尧 小提琴

30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邓丁轩 单簧管

31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张珂欣 长笛

32 理思实验 王天卓 单簧管

33 高新区第二初级中学 马驰越 萨克斯

34 实验中学 蒋析倩 长笛

35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马绣迪 大提琴

36 五十八中学 易文童 长笛

37 洛阳市东明外语实验学校 贺勇焱 单簧管

38 实验中学 马新懿 长笛

39 洛阳华洋学校 张宇博 萨克斯

40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王鹿童 圆号

41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荣逸 单簧管

42 洛龙区古城中学 刘欣语 小提琴

43 五十六中 赵依冉 长笛

44 洛阳华洋学校 麻轲飞 单簧管

45 东升三中 王宣琨 萨克斯

46 孟津区吉利初级中学 王梓铭 吉他

47 东升三中 王明赫 单簧管

48 东升三中 李双艺 单簧管

49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李金澳 单簧管

50 实验中学 赵啸坤 民谣吉他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西洋管弦乐）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51 45中 孔露雅 吉他

52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王彦翔 圆号、小号

53 洛龙区古城中学 王炎冰 吉他

54 洛阳华洋学校 解思恬 圆号

55 河洛中学 戴璐熙 低音提琴

56 实验中学 荣昕婷 长笛

57 东升三中 韩鑫华 次中音号

58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朱星翰 长笛

59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杨东峰 萨克斯

60 四中 崔明宇 次中音号

61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何晟嘉 单簧管

62 洛龙区古城中学 李卓晟 吉他

63 东升三中 肖灵峰 单簧管

64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尚家旭 单簧管

65 洛阳伊滨区诸葛中学 王硕 吉他

66 洛阳市东明外语实验学校 李增浩 小号

67 五十八中学 索逸凡 小提琴

68 洛阳市第五中学 董熙泽 萨克斯

69 东方二中 田浩轩 吉他

70 高新区第二初级中学 曹静文 长笛

71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方昕媛 小提琴

72 洛阳市第五中学 张家铭 吉他

73 实验中学 刘璇 长笛

74 洛阳市第四十一中学 李天宇 小提琴

75 东升三中 张文杰 长号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西洋管弦乐）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76 洛阳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张轩豪 吉他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打击乐）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1 河洛中学 江欣格 马林巴琴

2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王贞吉 打击乐

3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胡淇钟 打击乐

4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张益赫 打击乐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舞蹈）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1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阎明玥 中国舞

2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刘晶 中国舞

3 五十六中 马子茗 中国舞

4 洛阳市实验中学 范美彤 民族舞

5 东方二中 曹茜 民族舞

6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李姝雅 古典舞

7 洛阳市孟津吉利区新学道明德书院 郑雅心 中国舞

8 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初级中学 常卓璇 中国舞

9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万潇 民族舞

10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张雅琪 舞蹈

11 洛阳市第十八中学 龙钰涵 中国舞

12 东方二中 周诗怡 民族舞

13 洛阳市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王艺菲 中国舞

14 东方二中 王博雅 民族舞

15 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中学 刘乐颖 中国舞

16 洛阳市第十八中学 郝欣雨 中国舞

17 东升三中 宁雨杉 中国舞

18 东方二中 刘薇雅 民族舞

19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许佳瑶 民族舞

20 洛阳市实验中学 张紫涵 民族舞

21 东方二中 叶嘉雯 民族舞

22 东方二中 马诗淇 民族舞

23 洛阳外国语学校 张淇然 中国舞

24 洛阳市实验中学 张笑怡 民族舞

25 洛阳市伊滨区锦艺实验学校 常夏昱 民族舞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舞蹈）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26 洛阳市东明外语实验学校 朱奕菲 中国舞

27 东方二中 王依凡 民族舞

28 洛阳市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刘馨童 中国舞

29 龙门第二实验学校 王艺轩 中国舞

30 洛阳外国语学校 闫阳天 民族舞

31 十四中 丁梦瑶 国标舞

32 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初级中学 周艳 中国舞

33 东方二中 张梓萱 民族舞

34 东升三中 吕奕娴 中国舞

35 洛阳市第45中学 陈路通 拉丁舞

36 五十六中 杨晴茹 中国舞

37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毛萌怡 民族舞

38 东升三中 张珂欣 国标舞

39 龙门第一实验学校 贾梦茜 中国舞

40 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初级中学 郭亚萱 中国舞

41 东方二中 牛星岩 民族舞

42 洛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李宜萱 中国舞

43 洛阳理思实验学校 马一文 民族舞

44 东方二中 尤文清 民族舞

45 东方二中 郭子嫣 国标舞

46 洛阳市洛龙区第二实验学校 秦郑桦 拉丁舞

47 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中学 李俊莹 中国舞

48 洛阳外国语学校 赵静仪 民族舞

49 洛阳伊滨区诸葛中学 王淼 民族舞

50 十一中 李天宇 国标舞



洛阳市教育局2022年音乐类特长生合格名单（舞蹈）

序号 毕业学校 姓   名 报考专业

51 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中学 张美迪 中国舞

52 洛阳市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白若雪 中国舞

53 洛阳伊滨区诸葛中学 王嘉怡 民族舞

54 长春中学 徐路繁 民族舞

55 东方二中 张瑜淋 民族舞

56 高新一中  崔佳倪 中国舞

57 洛阳市第五十四中学 袁思雨 中国舞

58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屠嘉欣 民族舞

59 高新一中  杨怡 中国舞

60 洛阳伊滨区诸葛中学 宋琪萱 民族舞

61 高新一中  梁怡雯 中国舞

62 洛阳市第五中学 王逸冰 中国舞

63 东方二中 李佳慧 民族舞

64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曹雅妮 国标舞

65 洛阳高新区第二实验学校 刘亚丹 中国舞

66 龙门第一实验学校 韩忆罗 中国舞

67 洛阳外国语学校 郭祎婷 民族舞

68 洛阳市东方外国语学校 黄心怡 国标舞

69 洛阳市实验中学 王钰曦 中国舞

70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李悦歌 古典舞

71 东方二中 凌冬儿 中国舞

72 洛阳伊滨区诸葛中学 马琪 民族舞

73 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初级中学 张璐思 国标舞

74 东升三中 张家强 国标舞

75 洛阳华洋学校 巴梦旭 中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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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洛阳外国语学校 刘佳露 民族舞

77 洛阳市第四十四中学 申欣丽 国标舞

78 洛阳市伊滨区锦艺实验学校 赵佳琪 国标舞

79 洛阳伊滨区诸葛中学 宋钰鸽 民族舞

80 洛阳高新区实验中学 姚舒恺 拉丁舞

81 洛阳市洛龙区第三初级中学 何梦琦 国标舞

82 洛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李姿璇 中国舞

83 东升三中 薛皓贻 中国舞

84 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初级中学 高雅瑞 中国舞

85 洛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李心桐 古典舞

86 洛阳市二十四中 孙嘉 国标舞

87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霍嘉璐 舞蹈

88 洛阳市第五十四中学 杨仪凡 国标舞

89 洛阳市东明外语实验学校 李柯潼 中国舞

90 高新一中  董一凡 中国舞

91 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中学 李雅文 中国舞

92 龙门第二实验学校 姬彤 中国舞

93 洛阳伊滨区诸葛中学 宋博奕 民族舞

94 东方二中 张鹏 民族舞

95 洛阳市第47中学 李一茹 拉丁舞

96 洛阳市第46中学 邹栗凤 拉丁舞

97 东升三中 苗珂瑞 中国舞

98 东升三中 姜晨菲 中国舞

99 四中 朱睿格 中国舞

100 东方二中 王伊寒 国标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