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成绩 专业 姓名 成绩 专业 姓名 成绩 专业
屠化 94.4 广播电视 焦佳敏 85.6 电影 殷子惠 87.8 音乐
魏佳彤 88.2 广播电视 李杭 86.8 电影 柳毅 71.98 音乐
龚哲 90.8 广播电视 蔡雯琳 87.6 电影 张冰融 67.2 音乐
纪蕊 78 广播电视 吴蕾 84.6 电影 蒋昊 91.6 音乐
李金泽 91.6 广播电视 陈秋旻 86.8 电影 林逸婧 81.8 音乐
卢羽晨 90.8 广播电视 郭祎 83.8 电影 孟祥权 95.4 音乐
苏安阳 92.2 广播电视 何清怡 85.2 电影 舒延 未参加面试 音乐
夏冰原 88 广播电视 毛成胜 78.2 电影 孙菁茁 96.4 音乐
叶玲 未参加面试广播电视 王泽宇 84.8 电影 孙俣 73 音乐
张洛嘉 86.8 广播电视 何梓鑫 90.8 电影 王文静 76.2 音乐
高张雪梅 89.6 广播电视 蓝天 93.2 电影 杨欢 73 音乐
崔骁 93.2 广播电视 廖纪雯 80.2 电影 张宇 94.4 音乐
范雪 81.4 广播电视 黄桦 未参加面试 电影 赵菲 86.8 音乐
高宇馨 79 广播电视 纪向宁 89 电影 任真 88 音乐
胡瀚博 未参加面试广播电视 李振辉 89 电影 李宸瑶 85.8 音乐
亢晓倩 90.3 广播电视 刘彩鹏 69.6 电影 石宁泽 96.4 音乐
李竹子 87.4 广播电视 彭晨 92 电影 魏莎莎 64.4 音乐
刘天伊 91.8 广播电视 张圣琪 94.8 电影 杨丹晨 73.4 音乐
罗敏 91.4 广播电视 朱启铭 88.4 电影 齐奇 96.6 音乐
齐雯 88.4 广播电视 包宇 86.6 电影 索宽湘 未参加面试 音乐
任小辛 83.6 广播电视 陈灿一 未参加面试 电影 徐欣 65.6 音乐
王宇 88.2 广播电视 陈富 88.4 电影 张兰馨 79.6 音乐
王泽龙 87 广播电视 黄江炎 85 电影 陈果 67 音乐
闫钟芳 85.8 广播电视 黄静圯 84 电影 赵一睿 72.6 音乐
于逸淼 85.8 广播电视 兰巧莉 87.6 电影 曹思雨 74 音乐
张艺璇 83.4 广播电视 利建磊 84 电影 高亦明 未参加面试 音乐
张同 90.4 广播电视 刘美彤 77.8 电影 郭星 95.6 音乐
赵雅菲 89.2 广播电视 刘昭辰 80.8 电影 郭秀峰 83 音乐
何云 83.6 广播电视 唐铭爽 90.8 电影 李培硕 88.2 音乐
李博 87.4 广播电视 王若晨 84.8 电影 刘美麟 97 音乐
李昴 90 广播电视 徐菡誉 84.2 电影 刘洋洋 未参加面试 音乐
李睿欣 87.8 广播电视 甄诚 未参加面试 电影 刘又僖 73.6 音乐
李薇 88.4 广播电视 毛雪 78.8 电影 马聪 75.4 音乐
曲冉 77.4 广播电视 谭静书 80 电影 任思涵 89.2 音乐
苏思靖 90.2 广播电视 王菲菲 86.4 电影 孙千雅 85.2 音乐
孙筱倩 89.2 广播电视 向玥 82.2 电影 王露颖 88.2 音乐
孙宇 86.4 广播电视 沈思源 78.4 电影 王钰鑫 82.6 音乐
王杰 87.4 广播电视 孙涵博 90.4 电影 吴贝 80 音乐
魏思绮 88 广播电视 孙静雅 91 电影 肖澄迎 77.2 音乐
吴梦瑶 90.8 广播电视 郑宝琳 69.6 电影 胥敏 68.2 音乐
游宇 76.6 广播电视 石丹丹 71.4 电影 杨博皓 88.6 音乐
张景涵 88.6 广播电视 陈美林 未参加面试 电影 张恒 96.8 音乐
侍莹莹 93 广播电视 崔清源 78.6 电影 张鲁豫 84.8 音乐
陈奕延 86.8 广播电视 侯丁一 92.6 电影 赵墨池 77 音乐
刘彤 87.4 广播电视 胡向真 86 电影 贾敏 未参加面试 音乐
石帅 85.4 广播电视 蒋家兴 86.8 电影 刘一瑾 73.8 音乐
王晓璇 87.6 广播电视 李婧阳 87.4 电影 王梦雪 未参加面试 音乐
杨帅 90.8 广播电视 刘抗 88.6 电影 杨柳依 93.8 音乐
胡译丹 88.8 广播电视 汪春秋 82.6 电影 张饶益 95.2 音乐
冀晓岚 86.2 广播电视 杨飞泉 81.8 电影 赵元畅 86 音乐
蒋蓓晶 84 广播电视 英美璐 73.8 电影 李宇航 82.2 音乐
焦军毅 85.6 广播电视 李爱玲 72.8 电影 刘泰余 81 音乐
李忱 86 广播电视 刘婧婧 87.6 电影 王瑞雅 87.6 音乐
陆寅昊 89.6 广播电视 宋翔堃 未参加面试 电影 宋城杰 94.6 音乐
彭奕裔 93 广播电视 于映菡 70.8 电影 方圆 93.2 音乐
乔英明 86.6 广播电视 杨淑华 67 电影 李世豪 92.8 音乐
秦峰 88.4 广播电视 王增亮 59.2 电影 姬小红 83.6 音乐



孙涛 80.8 广播电视 张海文 88.8 电影 吴佳璐 未参加面试 音乐
邢冰 84.6 广播电视 傅艺超 88 电影 刘孟群 74.8 音乐
许玥 85 广播电视 祝意 86.4 电影 朱景鑫 81.8 音乐
颜琦来 89.6 广播电视 李平 74.6 电影
张玲 未参加面试广播电视 高麟 77.6 电影
张雅萌 87.4 广播电视 高怡婷 81.4 电影
赵晗琦 81.4 广播电视 刘晓强 78.8 电影
何妤乔 61.2 广播电视 彭雨 79 电影
李卓 78.4 广播电视 王子铭 66.4 电影
路晨宇 87.2 广播电视 张耘赫 85.8 电影
尚禹 91.2 广播电视 陈菁 未参加面试 电影
史文亮 82.4 广播电视 董朴 74.2 电影
王尧 78.6 广播电视 王语 80.2 电影
肖榕 83.8 广播电视 周白羽 85 电影
殷健 72.4 广播电视 李哲文 77.8 电影
张煦 87.8 广播电视 杨斌 67.2 电影
吴星悦 86 广播电视 黄朗文 90.2 电影
葛心辰 78 广播电视 黄湛中 92.4 电影
唐昊 83 广播电视 王俊 73.4 电影
尹莉 86.6 广播电视 刘晓闻 89.4 电影
彭婧怡 85.2 广播电视 孙彦佳 70.4 电影
尹希宇 82.6 广播电视 邹雨芮 89.8 电影
黄政怡 84.2 广播电视 付亚南 76.2 电影
路伦一 89.6 广播电视 李中闯 76.6 电影
王靖禅 84.8 广播电视 魏柳 77 电影
邓玥 87.8 广播电视 王晶 81.8 电影
刘禹彤 79 广播电视 范一夫 79.4 电影
窦立敏 75.2 广播电视 肖湘辰 84.4 电影
高存 84.4 广播电视 王紫琦 未参加面试 电影
黄静 86 广播电视 梁猛 80.6 电影
赵依雯 86 广播电视 盛许依 76.8 电影
翟玉洁 77.8 广播电视
崔红霞 69 广播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