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一中2017年音乐体育科技创新特长生专业合格名单公示 

一、 音乐 

（一）音乐特长生专业合格分数线：声乐 80.3；舞蹈 86.7；西洋乐器 83.3；民族乐器 82.3。 

（二）威海一中 2017 年音乐特长生专业合格名单 

姓名 性别 报名序号 类别 专项 考号 

罗瀚 男 270217371 音乐 声乐 3005 

尹钰翔 男 270208107 音乐 声乐 3009 

苑铭倩 女 270201552 音乐 声乐 3020 

房靖凯 男 270402296 音乐 声乐 3007 

李怡瑄 女 270401573 音乐 声乐 3023 

李柯樾 女 270201045 音乐 声乐 3012 

宋悦铭 女 270201141 音乐 声乐 3015 

张萌洳 女 270401466 音乐 声乐 3027 

侯竣腾 男 270217061 音乐 声乐 3003 

毕礼晴 女 270401470 音乐 声乐 3024 

毕芳霏 女 270201597 音乐 舞蹈 4024 

范昕雨 女 270401637 音乐 舞蹈 4029 

付江玥 女 270204061 音乐 舞蹈 4007 

连泽玮 女 270202142 音乐 舞蹈 4001 

于佳宁 女 270201289 音乐 舞蹈 4016 

苑壤文 女 270204193 音乐 舞蹈 4006 

刘雨杭 女 270401372 音乐 舞蹈 4035 

张甲宜 女 270201468 音乐 舞蹈 4019 

徐铭梓 男 270219031 音乐 舞蹈 4012 

马小宇 女 270201523 音乐 舞蹈 4021 

宋婉蓉 女 270204576 音乐 舞蹈 4004 

徐佳骏 男 270217337 音乐 西洋乐器手风琴 6027 

傅宇轩 男 270201077 音乐 西洋乐器钢琴 6009 

纪宪一 男 270202252 音乐 西洋乐器钢琴 6003 

东佩璇 女 270201626 音乐 西洋乐器小提琴 6030 

于腾博 男 270202328 音乐 西洋乐器小提琴 6001 

邹佳林 女 270201199 音乐 西洋乐器钢琴 6010 

刘嘉轩 男 270204278 音乐 西洋乐器黑管 6018 

刘一婷 女 270201530 音乐 西洋乐器长号 6033 

滕怡锜 男 270201490 音乐 西洋乐器萨克斯 6025 

张馨月 女 270401632 音乐 民族乐器二胡 5020 

黄小慧 女 270202199 音乐 民族乐器古筝 5001 

刘之萱 女 270201344 音乐 民族乐器古筝 5008 

张筱婧 女 270401355 音乐 民族乐器-古琴 5021 

刘宣佑 女 270201603 音乐 民族乐器古筝 5009 



 

宋亚菲 女 270217181 音乐 民族乐器古筝 5007 

顾韵绮 女 270201630 音乐 民族乐器琵琶 5011 

汤凌菲 女 270204033 音乐 民族乐器古琴 5006 

 

二、 体育 

（一）高水平运动队专业合格分数线：男篮 70.8；女篮 70.8；男足 75.7。 

（二）威海一中 2017 年高水平运动队体育特长生专业合格名单 

姓名 性别 报考序号 科类 专项 考号 

曲家兴 男 270202305 体育 篮球 1001 

杨铮 男 270204125 体育 篮球 1004 

于博 男 270217039 体育 篮球 1005 

李昕明 男 270217318 体育 篮球 1006 

龙峻旭 男 270409243 体育 篮球 1008 

刘昱延 男 270401594 体育 篮球 1011 

王美悦 女 270401428 体育 篮球 2009 

潘恺悦 女 270401642 体育 篮球 2010 

王宇婵 女 270402078 体育 篮球 2012 

王雪婷 女 270402061 体育 篮球 2013 

赵涵冰 女 270201452 体育 篮球 2015 

马雨亭 女 270202522 体育 篮球 2016 

张将将 男 270205109 体育 足球 1060 

金雅楠 男 270401491 体育 足球 1062 

王一轩 男 270302323 体育 足球 1067 

王宇龙 男 270219067 体育 足球 1069 

曲立成 男 270204391 体育 足球 1074 

肖威 男 270401620 体育 足球 1081 

焉相渝 男 270202283 体育 足球 1089 

 

（三）普通体育特长生专业合格分数线：排球 80.0；乒乓球男生 92.0、女生 94.7；男足 75.9；

男篮 70；田径按招生简章要求达到的资格线公示。  

（四）威海一中 2017 年普通体育特长生专业合格名单 

姓名 性别 报考序号 科类 专项 考号 

李俊哲 男 270401613 体育 排球 1032 

刘鑫雨 女 270401432 体育 排球 2005 

何丁然 男 270402006 体育 乒乓球 1034 

洪海茹 女 270201265 体育 乒乓球 2019 

张展图 男 270201080 体育 足球 1077 

万家伟 男 270201624 体育 足球 1078 

郝健晨 男 270204079 体育 田径 110 米栏 1049 

孙萌 女 270409164 体育 田径 800 米 2024 



 

谭殿莆 男 270202147 体育 田径全能 1045 

鞠卓轩 女 270202196 体育 田径跳高 2025 

孙红高 男 270204649 体育 田径跳远 1046 

 丛宜婷 女 270202445 体育 田径 100 米 2021 

 

 

三、 科技创新 

（一） 科技创新专业合格分数线：70.7 

（二） 威海一中 2017 年科技创新特长生专业合格名单 

 
姓名 性别 报名序号 类别 考号 

柳函秀     女 270217369 科技创新 7010 

张家铭   男 270217041 科技创新 7011 

祝世傲 女 270409447 科技创新 7002 

刘朕言 男 270201253 科技创新 7017 

于浩男 男 270207251 科技创新 7003 

董锦淞 男 270201377 科技创新 7016 

刘梦迪 女 270501072 科技创新 7004 

滕越 男 270201246 科技创新 7014 

黄鑫淼  女 270217211 科技创新 7009 

桂煜彭  男 270217362 科技创新 7008 

王青 女 270201337 科技创新 7013 

王潇然   男 270201325 科技创新 7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