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系 

03 级 0301 

0301 班 26 人，辅导员： 

袁淼晋、许璐、董晋、高美英、郭永兵、张薇、刘芬、石磊、朱

春子李方圆、蒋金、张兴梅、陈瑞庆、田欣娜、朱晓娟、苏丽花、

高洋刘超、胡英丽、郝光瑜、陈文娟、贾光华、张佳丽、刘洁、

鲍林山、胡香 

04级 0401、0402 

0401 班 39 人，辅导员： 

樊五花、郭婕、王肖琛、杨彦霞、高亮、靳俊、陈嘉伟、武勇军、 

杨国祥、张秀梅、王李璇、程丽、张振华、庞海峰、张帆、吕斐 

胡亚男、乔寅风、李娟风、刘瑞、孙璇、蔡霞、刘莎莎、霍文婷 

刘瑞婷、马丽娜、冯静、王晓伟、张娇娇、薛晓静、梁晶晶、刘

芳芳、贾晋晋、陈雅菲、郭俊霞、辛彩霞、王姝、武丽娜 

0402 班 37 人，辅导员： 

李娜娜、徐敏、李鲲、杜妍妮、幺丽娜、贺晓敏、陈俊霞、王翠

平、杨杨、李琰红、韩星、郭慧婷、侯东霞、高晓英、薛少辉、

茹斐张一松、田苗苗、李璟、李强强、张艳、刘婧、刘娟、马晓

波、蔚飞、王剑、闫丽、崔晓庆、吴洋、杨昆、李惠、柴晶、吴

骁、苗苗、吕瑾、尹波、靳苗苗 

05 级 0501、0502 

0501 班 47 人，辅导员： 



随汉超、李杰、巨涛、姚凯、袁圆、常斐然、路璐、张莹、李娟

娟、师玮、李娟、刘芳芳、张綪、王毅、李静、杜妙、姜慧、赵

晋敏、任慧明、王燕、李彦飞、贾秀琳、师娟、杨雪、闫晓菲、

班玲玲、郝霞、王明、杨梦芬、马锦敏、张娟娟、房慧、郭云芳、

李彦霖、张帆、郝宏伟、景茹、刘晶、刘沿君、任炜、李娜、任

凯、温昱、任宁、田小锋、姬伟杰、崔冰一 

0502 班 46 人，辅导员： 

杨保山、闫鹏涛、蒯再、崔迪、张涛、祁圣博、冀彩霞、郭彩云、 

李莎、田钰、韩宏、赵丽、任志芳、杨洁、杜丽丽、祁丹、刘旭

芳、贾楠、韩美林、董萌、张晓娟、李婷、戴学鑫、武子莹、朱

明星、乔思思、付玉洁、张肖庆、冯波、韩瑾、武彩丽、严雅暄、

赵天娥、赵静、赵譞、张丹、王丽、李琳、乔贞、孙瑶、吕凯、

李伟、徐祯、李璐、王佳、周明 

06 级 0601、0602、0603、0604、0605、0606 

0601 班 31 人  辅导员 

王曦、杨光、杨宏江、孙波涛、郭江、吴鹏、阎莉莉、温欣言、

万幸子、段程、郑潇、杨慧丽、魏玉洁、段颖、秦红琴、史川丽、

杨帆、韩凝、辛建芳、陈敏、原慧慧、王小燕、仇婧、陈敏、吕

晶、褚俊、张莉、张慧超、岳媛、艾莉、秦灿 

0602 班 32 人  辅导员 

李慧、张丽、韩琨、杨丽虹、夏妍、刘倩、刘卉、闫洁、郭晓鹃、

王楠、王佳星、王雪、任妍妍、尚倩 、张姁艳、高璐、郭皓月、



贺艳妮、靳子、闫钰、曹淑云、吴晋龙、许珂、赵阳、孙艳芳 

赵乐、陈明、宁阳、景云、张文砚、尹翔楠、杨登科 

0603 班 20 人  辅导员 

刘帅兵、刘宏玮、闫宏波、张辰、郭建勋、赵东亮、郭珊珊、姜

甜甜  马丽丽、王怡、黄丽、王策澜、弓敏、张皇、张雅南、王

莹、姜玲、王荣梓、赵风云、宋玮 

0604 班 30 人  辅导员 

王佳琦、郭尧君、马沉丁、吕光、戎信、冯婷、王玉、贾雪、李

鹏飞  刘翔、武磊磊、魏钰陶、赵娜、李倩楠、栗婷、魏洁、李

艳芳、杨阳  赵丽、张洁、戎宝华、杨莉、杨阳、郭晶晶、李丹、

毛磊、张璇、王蕊、梁钰琪、张婷婷 

0605 班 30 人  辅导员 

李子木、于浩、黄超、张嘉鑫、赵峰、李帅帅、郝珺、周珊珊、

赵丽娜、车宇佳、张晓庆、李雨春、陈嘉宁、李佳静、王茜、马

利、李姗姗、陈敏、黄璐、张静丽、高思洁、原帅、武敏、段孟

静、郭红霞、雷晓捷、刘茜、李珊珊、杨婷婷、张欣 

0606 班 31 人  辅导员 

陈涛、徐鹏、李航、郭凯、宫宁、刘少凯、仝昕、姜灵涛、安敏、

杨洋、马玉琼、刘锦梅、樊婧、范冬 、张永丽、郝咪、张雯露、

程敏、张晶、郭佳媛、李岳、李静  王丽君、张多洁、王昊、郝

倍、张倩、赵越、邢娜、张朝、徐清慧 

07 级 0701、0702、0703、0704、0705 



0701 班 35 人，辅导员： 

赵勇、苗一楠、刘小龙、杨雅琨、吴振国、李茂林、赵维桦、王

媛钰、苗超、吴昊、聂琼、高原、刘欣、王靖雯、王海雁、牛小

清、杨翠、兰方园、崔璐、何霞、郝东彦、李晨、付李娜、邹应

仙、焦敏、田宇茜、高倩、张梦婕、霍文玲、李鹏、赵博、冯坤、

王彤、胡杨、马衍霞 

0702 班 33 人，辅导员： 

赵玮、王辰煜、李弘昊、白伟宏、杨波、张磊、张丽、聂晓娜、

李盟、王奕蔼、王珊、陈温苗、侯敏、宋艳、董娇、郭婷婷、乔

璟、林媛、宋洁、安燕、闫轶凡、任小艳、李琼、赵彦姝、张锐、

任菲、杨佳鑫、杨晓龙、白龙举、白鑫、张晓飞、高山清、、张

文瑾 

0703 班 33 人，辅导员： 

杜志清、赵婷婷、李昀、王改改、吕姗姗、庞华、原野、王诗茜、 

赵雪磊、杜龙霞、崔龙翔、李京峰、曹鑫、沈卫峰、李海龙、赵

敏、任育飞、乔鑫、赵丹丹、李卿、杜滨、高丽、仝玲、李依霏、

杨婧、高仙凤、王晶、李丹阳、柴静、宋心欣、胡雅倩、李洋、

吴燕 

0704 班 33 人，辅导员： 

吕启东、李禹德、王超、秦浩、范路、汪洋、雷蕾、宁静、王静 

崔晓丹、刘幸妮、裴王鸽、孙元珍、唐甜甜、王超君、潘玮、冀

宁、王敏、张晓妮、王小瑜、张磊、赵晋楠、张倩、刘妍良、宁



佳丽、王晶晶、裴燕飞、吴炳廷、牛国良、黄学让、解玮、胡宝

丽、刘洋 

0705 班 33 人，辅导员： 

姜琪魁、宋晋、李少辉、田乐、孔华斌、张陶、薛静、周珍珍、 

王彦胜、梁晓娟、祁亚娟、秦晓媛、田磊、侯琳、曲楠、秦凤 

张敏淇、吴洁、杨洁、葛姿佟、赵静雅、陶舒婕、白璐、张君 

贾嘉、郭荣、郭洁、韩冰川、田志强、霍凌岚、屈丽丽、冯媛、 

任丽娜 

08 级 0801、0802、0803、0804、0805、0806 

0801 班 36 人，辅导员： 

梁杰、王凯、刘琲、薛超文、安博、张亚辉、袁帅、张旭鹏、于

跃、马一川、石雅丽、朱少琴、李岩、张文婷、李卓琳、贾悦坤、

吕亚萍赵亚楠、于杰、王丰、孟芳超、陈翔、韩晶、施展、王璐、

张晓霞 

刘芳芳、赵越、侯希茜、郭敏、王岩、郭欣 郭莉 袁欢 李婷 黄

雅清 

0802 班 35 人，辅导员： 

贾琨、殷磊、常前方、王敦锐、刘龙盛、史乐、齐建成、王子兴、 

夏腾蛟、殷明、赵乔美、史焱、徐莉、徐芬、李莹、崔旭艳、王

欢欢、李琪、刘佳能、吴迪、刘翠仙、王雅婷、李唯哲、胡晓贤、

刘文斐、刘静、高曦、吕晓莉、胡丹、张莹、张霞、薛景霞、韩

艳蓉、赵阳 



曹岩 

0803 班 35 人，辅导员： 

李峰、马浩宇、李国柱、孙麒超、米优昊、张钰、刘文超、赵昌 

王钰涵、樊一锦、郭文静、李雨轩、韩雅楠、王丽娟、成曦、吕

婧、贺苗苗、李思梦、张海霞、刘文娟、任丽洁、孙燕、刘晓敏、

骆阳婷、许旸、王晶、赵捷、张路遥、赵阳阳、王涛、翟莹、陈

一漫、王舒文、张婉蓉、安妮 

0804 班 35 人，辅导员： 

王乐、裴孝君、刘欣、李辰、吴昊、郭强、郭鹏胜、沈涛、贾琴

琴、刘畅、李涛、鲍鹏宇、刘晶、戴艺、胡俊梅、和洁、温童琳、

郝小燕、李从艳、段珍、李婷婷、落慧玲、朱丽、于丹、冯凡、

魏媚、吕琳、杨思齐、冯蓉蓉、梁玉、张志雯、梁思、宋飞飞、

王嘉洋、武祥玉、田晋峰、鲁威龙 

0805 班 35 人，辅导员： 

李彦琦、魏巍、谢亚龙、雷海滨、曹毅、胡志超、冯馨、段超燕 

李婧、席盼、贺怡、于琳、许超、张耀婷、王亦曼、安玲霞 

任昱锦、肖莉、刘荣、牛亚琼、陈霞、杨洋、程琳、韩晶、安琦 

王倩、石爽、陈曼如、王舒、杨文芳、郭雅慧、卢晓琴、赵晶 

0806 班 34 人，辅导员： 

刘子锋、赵星光、李飞、张旭峰、潘逸民、台晓峰、周玮、张栋 

刘洁琪、曹青、李瑶、梁娜、谢昭芳、许悦、张亚男、郭凯睿 

辛欣、贾雅娟、周璐、秦艳丽、戴宇姝、任帆、栗娇娇、孔德玮 



杜娟、焦欢、杜星彦、刘洋、薛倩、任静、戈晓蕊、赵小瑶 

刘秀霞、巴黎 

09 级 0901、0902、0903、0904、0905、0906、0907、0908、0909 

0901 班 32 人，辅导员： 

王凡、吕浩鹏、张一曾、丁宁、王仕祥、裴轲、杨超杰、杨飞凡 

师旭东、李若雨、李垠融、陈曦倩、田悦、张洁、乔梦颖、李婉

真、张秀娟、任志、张乐乐、王晓青、杨慧、尚田田、王斐、杨

聆、陈乐、谢静、王茜茜、刘梦依、赵雅妮、成佳丽、王蕾、柴

静茹  

0902 班 32 人，辅导员： 

高乾、雷鸣、蔺俊楷、董楷、祁治国、刘博、陈强、刘晶、张栩  

郝宇华、姬宇帆、侯亚荣、韩文娇、张梦瑶、王锐、李爽、李珏  

贾华东、张志媛、董令琪、畅丹、高静、杜燕利、贾丽娜、杨茜  

冯梦晨、翟晶、吴芳芳、成洋、庞楠、徐雅楠、付雨青   

0903 班 31 人，辅导员： 

薛锐、李玄德、王佩、李雨蒙、温玮、尹国华、张华、王皓玉、

张强、裴晓鸽、李丹、徐波 、孟小红、刘奕辰、郝守慧、刘洋、

胡蓉君、赵学诒、谢丹青、孙雯静、吴良燕、雷珠、李飞霞、陈

琳晶、程晓薇、顼文丽、李莹、张宁、刘星星、赵婧婧、吕伊洁 

0904 班 31 人，辅导员： 

李文博、卫晋雷、薛星、原铭、孙临迪、薛明、刘帅、李俞、李

佳骏、刘海龙、郭佳、段钰婧、郭晔、李蕾劼、郝倩倩、张星、



宋赟、吴奕萱、董亚萍、苗姣娇、薛梅、韩岩、曹彩芳、由贝贝  

徐洁、秦瑶、李晨辉、许佩、李燕林、邢丽娜、朱婧宜   

0905 班 31 人，辅导员： 

丁晨倬、魏敏、吉子豪、王毅超、张渊、赵延、晋鹏、郭卓、牛

琦、马义超、陈慧、卫秋辰、姜松辕、药书含、范佩茹、郭甜甜  

杜燕、田睿、刘育榕、李枭钰、张緌、王铭、王吉星、解瑞亚、

聂媛、李亚坤、张泽梅、杨苗苗、张颖、皇甫蔓青、张翔 

0906 班 29 人，辅导员： 

韩珂、任杰、杨智祥、赵翘、刘思敏、何博敏、王超、赵明、刘

林辰、毛婷婷、马骏、刘颖、文玲玲、祁洁、易星、高燕、刘华

贞、郭玥、咸风娇、白雪、孙哲、闫晶、孟小倩、白璐、王俊、

田东英、靳莉、张晶、曹颖   

0907 班 31 人，辅导员： 

张琛、王信又、韩峥、李跃华、张俊逸、常靖雯、陈亚雄、李佳  

张波、景启航、王勇、杨晴、张玉、张靓靓、王珺瑶、王舒玉、

樊丽花、刘三梅、李姝荟、王莉、王焱、綦云、韩贤哲、陈桂倩  

台阳媚、崔韶花、孙雪莹、张汇婕、魏敏、任娇、梁甜甜 

0908 班 31 人，辅导员： 

杨欣、楚双强、付卓君、杨晨欣、杨飞、张灵刚、许强、闫慧中  

李艳东、贾超、杨硕、徐晓楠、李亚峰、吴斐、刘涛、曲文婷、

弓艳红、柴榕、冯豫潞、侯艺超、郑雅丽、王敏、李娟、冯亚娜  

李婉、刘佳、许雨婷、王婷月、李敏、张茜茹、翟娜   



0909 班 31 人，辅导员： 

李轶、刘正龙、徐涛、郑峰、康文泽、胡新伟、李斌、陈尚明、

王敏、孟奇、李艳霞、赵玉、霍凌超、潘晓晓、肖娟、贾欣荣、

王子潇、范康丽、郑璐、李萌、贾璞玉、冯卉、郑灏萱、逯璐、

付茹涛、张璘琪、田慧敏、张彤、董娜、高英、陈卓 

10 级 1001、1002、1003、1004、1005、1006 

1001 班 32 人，辅导员： 

郝磊、任保融、顾健民、李雨晨、王国鑫、丁宁、任乐、鲍志伟 

尚超、邢睿、刘 嵘、李珂、申红、李妍锦、赵丹、赵晓雪、马

宁、车奥、张玥欣、李小红、岳玮娟、张泽婷、李梦楠、白晶、

王筱晗、温馨、赵丽婷、王敏、刘洋、陈娟、白晓丹、王红阳 

1002 班 32 人，辅导员： 

曹远、杨帆、刘玮、徐强、要帅、李岩、鲍岩军、李强、郑勇、 

马小鹏、杨晶、杨洁、郭婷、高俊、陈志芳、田丽、药芸、刘佳

欣、平妍、李锦瑞、孙琳、杨晓慧、马宇佳、蔡恺倪、牛小娅、

康玉香、乔淑奕、李娜娜、常捷、陕燕林、谢倩、孙书媛 

1003 班 32 人，辅导员： 

张临、王晓彬、唐珉、霍龙庭、常雍臻、尹君、李威、雷宁、梁

逸、李晶、崔竹锦、常燕云、程思霖、郭丹、侯瑞瑶、王鹏姿、

杨弘、芦妍、高敏飞、贾师师、常淑花、郝文云、李彩霞、段潇

琳、张媛、段咪咪、赵婧、何璐晴、梁娅茜、赵雪、李梅、马凯

凯 



1004 班 32 人，辅导员： 

谢知襁、张哲玮、周凯、刘镖、王波、常乐、申向宇、周凯轩 

石磊、景晓绯、刘伟群、左云冲、张瑞洁、李亚楠、段圆圆、单

旭娟、李悦、李招娣、李晓霞、付玉涵、秦翔宇、吴嘉平、李小

芳、杜苗苗、白璐、高文芳、段婷婷、李瑞、韩玉玉、田姚瑶、

高艳艳、刘倩倩 

1005 班 31 人，辅导员： 

董浩然、畅瑞晨、葛宏权、吕亚飞、杨博、孟耶圣、马晨毓、孙

彪、田栋、韩冬妍、李泽宇、雷蔷、樊璇、高昂、周泉、王明明、

范佩珏、原珊珊、王雪雁、杨文霞、王晓芸、陈佳欣、高妍、邓

丽媛、谢雨薇、刘卓、高山、程丹、崔佩瑶、侯丽青、孟露 

1006 班 31 人，辅导员： 

荣升、郭一锟、贺宁峰、王皓儒、申辉、祁晋阳、张晨、史家鑫、 

闫鹏、马婵、张艺敬、常安然、加钰莹、申亚凡、李惠、李文静 

潘晶晶、吕彦灵、遆佳敏、郭晓红、丁春平、郝文娟、徐静、韩

国徽、姚瑶、任彦桦、高珠、王仁君、赵苑蒙、赵钰琦、胡敏 

12 级 1201、1202、1203、1204、1205、1206 

1201 班 36 人，辅导员： 

梁杰、王凯、刘琲、薛超文、安博、张亚辉、袁帅、张旭鹏、于

跃、马一川、石雅丽、朱少琴、李岩、张文婷、李卓琳、贾悦坤 

吕亚萍、赵亚楠、于杰、王丰、孟芳超、陈翔、韩晶、施展、王

璐、张晓霞、刘芳芳、赵越、侯希茜、郭敏、王岩、郭欣、郭莉 



袁欢、李婷、黄雅清 

1202 班 35 人，辅导员： 

贾琨、殷磊、常前方、王敦锐、刘龙盛、史乐、齐建成、王子兴

夏腾蛟、殷明、赵乔美、史焱、徐莉、徐芬、李莹、崔旭艳、王

欢欢、李琪、刘佳能、吴迪、刘翠仙、王雅婷、李唯哲、胡晓贤 

刘文斐、刘静、高曦、吕晓莉、胡丹、张莹、张霞、薛景霞、韩

艳蓉、赵阳、曹岩 

1203 班 34 人，辅导员： 

李峰、马浩宇、李国柱、孙麒超、米优昊、张钰、刘文超、赵昌 

王钰涵、樊一锦、郭文静、李雨轩、王丽娟、成曦、吕婧、贺苗

苗、李思梦、张海霞、刘文娟、任丽洁、孙燕、刘晓敏、骆阳婷 

许旸、王晶、赵捷、张路遥、赵阳阳、王涛、翟莹、陈一漫、王

舒文、张婉蓉、安妮 

1204 班 35 人，辅导员： 

王乐、裴孝君、刘欣、李辰、吴昊、郭强、郭鹏胜、沈涛、贾琴

琴、刘畅、李涛、鲍鹏宇、刘晶、戴艺、胡俊梅、和洁、温童琳 

郝小燕、李从艳、段珍、李婷婷、落慧玲、朱丽、于丹、冯凡、

魏媚、吕琳、杨思齐、冯蓉蓉、梁玉、张志雯、梁思、宋飞飞、

王嘉洋、武祥玉 

1205 班 34 人，辅导员： 

田晋峰、鲁威龙、李彦琦、魏巍、谢亚龙、雷海滨、曹毅、胡志

超、冯馨、段超燕、李婧、席盼、贺怡、于琳、许超、张耀婷 



王亦曼、安玲霞、任昱锦、肖莉、刘荣、牛亚琼、陈霞、杨洋 

程琳、韩晶、王倩、石爽、陈曼如、王舒、杨文芳、郭雅慧、卢

晓琴、赵晶 

1206 班 34 人，辅导员： 

刘子锋、赵星光、李飞、张旭峰、潘逸民、台晓峰、周玮、张栋 

刘洁琪、曹青、李瑶、梁娜、谢昭芳、许悦、张亚男、郭凯睿、

辛欣、贾雅娟、周璐、秦艳丽、戴宇姝、任帆、栗娇娇、孔德玮 

杜娟、焦欢、杜星彦、刘洋、薛倩、任静、戈晓蕊、赵小瑶、刘

秀霞、巴黎 

13 级 1301、1302、1303、1304、1305、1306、1307、1308、1309 

1301 班 31 人，辅导员： 

王凡、吕浩鹏、张一曾、丁宁、王仕祥、裴轲、杨超杰、杨飞凡、

师旭东、李若雨、李垠融、陈曦倩、田悦、张洁、乔梦颖、李婉

真、张秀娟、任志芳、张乐乐、杨慧、尚田田、王斐、杨聆、陈

乐、谢静、王茜茜、刘梦依、赵雅妮、成佳丽、王蕾、柴静茹 

1302 班 32 人，辅导员： 

高乾、雷鸣、蔺俊楷、董楷、祁治国、刘博、陈强、刘晶、张栩 

郝宇华、姬宇帆、侯亚荣、韩文娇、张梦瑶、王锐、李爽、李珏、

贾华东、张志媛、董令琪、畅丹、高静、杜燕利、贾丽娜、杨茜 

冯梦晨、翟晶、吴芳芳、成洋、庞楠、徐雅楠、付雨青 

1303 班 31 人，辅导员： 

薛锐、李玄德、王佩、李雨蒙、温玮、尹国华、张华、王皓玉、



张强、裴晓鸽、李丹、徐波、孟小红、刘奕辰、郝守慧、刘洋 

胡蓉君、赵学诒、谢丹青、孙雯静、吴良燕、雷珠、陈琳晶、程

晓薇、顼文丽、李莹、张宁、刘星星、赵婧婧、吕伊洁 

1304 班 28 人，辅导员： 

李文博、卫晋雷、薛星、原铭、薛明、刘帅、李俞、李佳骏 

刘海龙、郭佳、段钰婧、郭晔、李蕾劼、郝倩倩、张星、宋赟、

吴奕萱、董亚萍、苗姣娇、韩岩、曹彩芳、由贝贝、徐洁、秦瑶、

李晨辉、李燕林、邢丽娜、朱婧宜 

1305 班 30 人，辅导员： 

丁晨倬、魏敏、王毅超、张渊、赵延晋鹏、郭卓、牛琦、马义超 

陈慧、卫秋辰、姜松辕、药书含、范佩茹、郭甜甜、杜燕、田睿、

刘育榕、李枭钰、张緌、王铭、王吉星、解瑞亚、聂媛、李亚坤 

张泽梅、杨苗苗、张颖、皇甫蔓青、张翔 

1306 班 30 人，辅导员： 

韩珂、任杰、杨智祥、赵翘、刘思敏、何博敏、王超、赵明 

刘林辰、毛婷婷、马骏、刘颖、文玲玲、祁洁、易星、高燕 

刘华贞、郭玥、咸风娇、白雪、孙哲、闫晶、孟小倩、白璐 

王俊、田东英、靳莉、张晶、曹颖、张琛 

1307 班 30 人，辅导员： 

王信又、韩峥、李跃华、张俊逸、常靖雯、陈亚雄、李佳、张波

景启航、王勇、杨晴、张玉、张靓靓、王珺瑶、王舒玉、樊丽花、



刘三梅、李姝荟、王莉、王焱、綦云、韩贤哲、陈桂倩、台阳媚、

崔韶花、孙雪莹、张汇婕、魏敏、任娇、梁甜甜 

1308 班 31 人，辅导员： 

杨欣、楚双强、付卓君、杨晨欣、杨飞、张灵刚、许强、闫慧中 

李艳东、贾超、杨硕、徐晓楠、李亚峰、吴斐、刘涛、曲文婷、

弓艳红、柴榕、冯豫潞、侯艺超、郑雅丽、王敏、李娟、冯亚娜 

李婉、刘佳、许雨婷、王婷月、李敏、张茜茹、翟娜 

1309 班 31 人，辅导员： 

李轶、刘正龙、徐涛、郑峰、康文泽、胡新伟、李斌、陈尚明 

王敏、孟奇、李艳霞、赵玉、霍凌超、潘晓晓、肖娟、贾欣荣 

王子潇、范康丽、郑璐、李萌、贾璞玉、冯卉、郑灏萱、逯璐 

付茹涛、张璘琪、田慧敏、张彤、董娜、高英、陈卓 

14 级音乐学 1401、1402 

音乐学 1401 班 32 人，辅导：郭俊平 

郭志强、刘洋、霍昱壮、卫冠男、孟鑫、闫昭序、贾迎春 

王超、张智冲、岳政企、宋宇飞、张雷丰、崔翔宇、孟丰斐 

陈妙林、贺雪云、张美雪、傅俊欢、姚琼、刘柯、王晶、晁帆、

范鑫斌、郭洋洋、胡莎丽、申越、马晓青、贺悦、魏淑媛、蒲雅

洁、陈涛、任信、李荣、李卓、马艳红、刘磊、白媛媛  

音乐学 1402 班 32 人，辅导：郭俊平 

张戍恺、郭 晨、贺庆伟、牛 杉、刘建业、贺 超、王伟智 

张玉晋、崔柏峰、贾靖洋、陈 岳、赵宸子、赵 婕、韩晓瑜 



李睿媛、梁斯琪、郭 悦、马 娜、梁昊楠、周钟睿、白璐瑶 

郑紫艳、石丰晖、连文嘉、程 旺、姚慧俊、陈晓莹、史卓欣 

李録霞、康 卓、王亚丹、秦佳琦 

15 级音乐学 1501、1502、舞蹈学 1501 

音乐学 1501 班 31 人，辅导员：成燕 

许一帆、陈泽宇、张檄、李伟、孙嘉贺、李旸、刘钰祺、武少雄、

杨俊榕、秦卓熙、王瑶、杨皓雅、郭佳琪、张茹茹、王文婷、王

艳秋、李彤、郭瑀齐、谢琪雯、郝若楠、王晓丹、张华、朱晋杰 

黄胜男、董妍、田梓营、贾泽坤、张雅君、王昕、秦炎彬 

音乐学 1502 班 30 人，辅导员：成燕 

赵勋祺、张玄、赵玉博、李金冈、郭书奇、洪嗣睿、唐宏宇 

王博枭、武玮、杨彬、王淼、曹玉鑫、桑一方、张茜、宋雨璐 

冯香华、孟佳珺、孟侨侨、马王敏捷、孙吉、刘至立、王荣、李

想、裴迪雅、赵雯馨、李欣欣、周佳艺、尹进栋、药嘉晔 

张笑、赵 

舞蹈学 1501 班 28 人，辅导员：成燕 

赵家好、林哲、张坤、田昊林、白岩、关博轩、赵泽飞、刘嘉琳 

冯金、王昕、付文姝、刘洋、郑晓倩、张海燕、范文超、、王姝

锜、赵旋、胡玲玲、刘静雯、王秀秀、张慧、刘敏、王月、赵嘉

莉、刘鑫、李嘉祺、杨一帆、杜晓雄 

16 级音乐学 1601、1602、舞蹈学 1601 

音乐学 1601 班 30 人，辅导员：曹晓晶 



袁泽伦、李少泽、宋义轩、王淘、杨茂奇、耿聪敏、张秀川、郭

森豪、孟宇瑶、雷丽静、高亚茹、康文琦、王雪薇、王若竹、夏

丽媛、段嘉敏、刘一田、王文灿、王皓琦、尹新宇、赵忆帆、皇

甫文君、赵昕、王雅薇、高静、王婕 、陈洁、董晓丽、魏立宏、

姬慧青 

音乐学 1602 班 29 人，辅导员：曹晓晶 

王森宝、赵恒祥、张恩长、李洪钰、王家良、段晓哲、仝征亚、

冯泽亚、冯沁雯、张雪、赵文娟、刘姝维、曹敏、郭嘉利、杜凯

莉、冶思琪、戴晓敏、杨玉锦、常满蓉、王蕊敏、赵慧琴、李林

徽、冯琪琪、李育欢、郭育翠、刘小宁、冯雅洁、李菁、贾文琪、

侯琳  

舞蹈学 1601 班 29 人，辅导员：庞蓉 

李奇奇、樊永江、董晓瑄、苗旭健、李振洲、李明泽、马昕玥、

郭甜智、程美茹、闫蕴帆、张贺雯、赵梓婷、孙铃舒、王如丹、

林小元、李妍、李淑娟、任小雪、凌荣、程雪婷、李悦、师俪荣、

龚婷、张天骄、王丹乔 

17 级音乐学 1701、1702、舞蹈学 1701 

音乐学 1701 班 29 人，辅导员：韩丽娟 

康净海、杨森杰、李晓波、王小壮、邢国强、沈嘉诚、张强、高

朝辰、李欣茹、张昕、张钰婷、李沛琳、周海琪、郜红芳、侯凯、

靳滢宇、刘泽彤、王璐洁、刘佳琪、杜泽雅、贺旭娇、李文、张

旭莺、潘可欣、曹静蕾、范晓钰、张慧琳、贺海娇、耿子淮 



音乐学 1702 班 29 人，辅导员：韩丽娟 

郎瑞鑫、刘港晖、张国星、隋浩宇、申帅、张浩、翁家宝、张翔 

郭业勤、时璐琰、闫可、田欣灵、王柯瑶、尹雯婧、张雨欣、崔

永瑞、曹倚蓉、赵丹、侯敏、郭蓉、杨苗苗、张豪茹、姜丽君、

曹璇、王艺锦、高子璇、房婧茹、郭建琴、高艳 

舞蹈学 1701 班 28 人，辅导员：苗甜 

何志雄、席瑞桐、任  勇、侯文浩、于旭腾、李泽文、张学浩、

李京越、马佳琪、徐海华、苏杉珊、赵雪薇、丁玲、韩云、卫月

洁、刘园葳、袁佳荣、王梦瑶、张雨欣、卫  前、秦园渊 

荀晨冉、李香、刘晶、于芮、郭祥、冯之娜、侯映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