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季章泰 黄杉杉 凌晨 赵迎迎 程浩然

李文艺 万里 赵新宇 刘姝妤 王志鹏

张周霖 张帅 方志火 方心雨 姚勇涛

吴浩宇 张文玥 顾伟杰 朱泽龙 李梦瑶

任俊礼 张莹莹 刘杰 张泽豪 印雅蓉

高晚佳 丁珊珊 徐杰 袁彭缘 李安之

王国文 薛雯月 汪亭峰 柯慧婷 李玉琴

林烨 李常建 袁柯 唐浩淇 江欣蓓

孙继群 陈馨怡 许迅 陈志鹏 陈静

葛星 姜玥彤 杨小奇 邢舒琪 岳中宝

邱越 石清华 王梦玥 杨洁 朱云

刘恒水 卜小帆 李翔宇 梁可怡 郁龙柱

刘凯悦 巩雨悦 王洋妹 徐紫晴 张克

黄兆杰 魏静芸 瞿康婷 党勤英 魏雨萌

柴银会 尹梦洁 胡茉楠 李坤 陈金宝

皮展鹏 解婉君 蒋方超 余玥 汪泽兰

张少少 郭道清 杨志文 宛晓雨 朱懿玮

任大龙 马鑫鑫 孙薛 吴玉萍 周峰

郑佳秋 张丽 段磊 吴玉静 汪君祥

未明澳 王颖 王欣宜 陈学磊 汤慧敏

王莉莉 王秋婷 王玉龙 艾雨 李浩

王紫嫣 孙天伟 邰丽 谢伊园 徐小龙

左梦迪 朱润龙 王瑞雪 夏耀文 史白雪

邹彤 陈梦瑶 李凯风 王振 孟雅

姚春 张斌 袁羽航 汪舒勤 刘倩丽

程立志 徐紫涵 冯云 路启航 陈果

董文特 张宇 方昕玥 蔡锐涛 李倩文

张义洋 宋璟奇 孙子怡 李易文灿 夏康佳

周丽 刘萌 肖秋月 张娅娅 汪子俊

李永翔 井天一 师冰雪 李小骞 郭玉龙

刘颖 朱梦严 王馨悦 曹博 刘奕

宋英杰 鲁汝毅 任雨欣 潘乐乐 范晴晴

姚丽娟 夏义哲 王钟书 王以薰 刘天

朱亚男 冯家宝 朱音杰 朱浩然 杨菁

尤言东 吴少婉 罗坤祥 杜星宁 刘雨情

陈好好 夏志强 韩天雨 聂志祥 黄冉冉

丁清源 李龙龙 李璐瑶 葛浩莉 熊峰

于梓萌 刘旭 朱奕瑶 李娜 锁腾飞

刘年艳 耿明媚 张涵 刘慧萍 阮高明

袁梦熙 朱凡凡 陈晨 程英 王雨珊

胡雪妍 李龙龙 李家情 徐子怡 吕丽娜

丁绪超 张振续 李梦云 许佳音 张曼尊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潘玲 徐玉巧 汝晴雅 段培璐 徐钰清

王牧遥 许可凡 张宇 何睿 王俊南

张霖琳 王坤 甘露露 陈旭 任淑雅

戴泽农 骆歆然 李术曼 杨阳 朱业伟

王笑笑 王井其 胡慧敏 代宇龙 仇黄美钰

孙森 高倩莹 方英豪 张圣洁 李健帅

瞿颖 刘微 王涛 江佳乐 黄新燕

黄娜娜 贾茹 胡家楼 陈远康 肖云慧

陈永康 董瑜 余文强 王恒 白璐

李芹 宁方宇 亢庆园 胡冉 刘程

查文瑞 蔡康 许思琪 武苏苏 刘安乐

刘雪 柳林海 罗宇鑫 杨梦凡 范中清

丁玲 董明慧 刘亦璇 路倩 解元旦

聂绪鹏 梁向阳 张丁明珠 李思琪 杨飞扬

张琼花 叶浩然 王梓慧 郭子缘 赵洪旗

严玉婷 齐思甜 高梦晴 黄宇豪 张子晗

刘蕊蕊 王宇 储栋青 张家圣 杨盼

修陆兵 王德龙 姚萍 田宇 王艺霖

洪江林 张璇 余铭锐 汪奕卓 项颖

王新峰 王俊辉 张浩明 刘梦龙 霍俊杰

桑子健 田保发 豆昌奕 李恩德 詹天翼

刘敬丹 何雨霖 黄健恒 张默涵 项栋梁

汪瑞 韩云龙 马运生 李文月 胡静

倪艳妮 赵应冉 郭明乐 王子涵 刘玉洁

张菊花 江妍 曹诗婷 屈雨彤 王雨婧

张文豪 韩倩倩 陈诺 陈韶琦 赵伊宁

陆建鹏 卢丹丹 孟祁 刘静 班为薇

刘明诺 王新富 韩宏宝 张骏雅 郭姗姗

董航 刘思嘉 王鑫 祝梓萌 杨文静

苏茈怡 金强 韩旭 陈秋月 葛少晴

李娜 沈昕阳 杨昊天 于航 余彩艳

胡德梅 邵伟哲 卞磊 李先全 温嘉玲

甘丰玮 张诏立 谈颖 周文 蒿佳慧

单彤彤 刘心诺 余海波 方媛媛 亓晓雪

吕芳芳 姜燕 高新河 张子恩 董梦凡

杨蕾 唐辽原 贾旭 崔卓妮 张琪

潘小影 李涛 刘雨润 李筱雅 马翱翔

丁乐梅 周玉彪 王传奇 王陈 汪末

丁洁 刘舒悦 徐露露 丁千恒 张淡萍

张琪 杨文军 刘新宇 殷俊男 吴子旋

胡科欣 刘明月 耿青青 刘晨 雷吴

王妍 余琛 杨飘雪 吴可 张弘博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王馨雅 李昊天 王启 尹跃

房正博 吴琼 徐子阳 张晓莉

邢海迪 邢贝贝 吕佳欣 李蒙

沈锋 汪秋月 郭岩松 石梦晴

孙露 徐璐 耿荣楠 周利群

何欣茹 陈萧丽 蒋文宁 苗准

张宇凡 张礼昂 李家栋 吴俊豪

田锅强 赵子丹 陈欣悦 赵丕定

谢博文 刘钰莹 单晓娜 沈悦悦

夏美琪 张柏林 沈紫言 庞宇

王可可 陈金鹏 卢佳俊 郝莲红

刘合呈 蒋琳娜 冯胜胜 江子清

梅淑柯 张雨晨 张春阳 赵子明

王悦悦 张缘菲 张雨婷 宋晨雨

史雨佳 刘肇骏 刘娜 谢昊仁

汪子涵 费章伟 卢文彬 刘香艳

朱雨晴 杨子旋 杨园园 叶智彬

杨灿 韩苏河 吴紫悦 杨彭欣

王淼淼 李承江 赵越 孙志慧

年紫瑶 杨玲 王法壮 闫国欣

沈淑芬 贝储储 范蒙雅 方宇

董玥 李梦云 汪欣悦 袁源

杨浩南 王欢 魏萍萍 吴延升

柯紫悦 王慧琳 刘锋 徐姗姗

郑文静 张雪怡 蒋蓓蓓

孔文龙 杨梦宇 陈梦杨

兰欢欢 沈嘉霖 刘敏

注：请以上考生
于6月17日——19
日登录志愿填报
网 站 
gkbm.ahzsks.cn
进行录取确认

姚云飞 罗霞 耿俊雯

张雪雪 胡晓乐 范雨轩

何奎 朱情 胡刘萍

刘玉洁 魏思甜 曹梦习

范随远 董凤棋 谢雨风

孙雨 夏郑昕 沈心怡

姚慧玟 陶自豪 李月婷

倪传亮 朱金莲 王傲

李振山 黄晶晶 杨梦莹

张顺顺 吴宗弼 戴安琪

王萍 张妍 郑栋梁

陈楚 程雨欢 陈夏菡

胡浩冉 陈心悦 舒逸铭

李方霄 张家月 徐鹏飞

余梦云 昝俊飞 冷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