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1A 1班 1A 2班 1A 3班 1A周末1班 1A周末2班 1B 1班 1B 2班 1B 3班 1B周末1班 1B周末2班 2A班 2B班 3A班 3A周末班 3B周末班 4A班 4B班

1 富朝琦 杨婕 甄金儒 孟繁真 闫逸雪 张柳 于婷 何延萍 吴凡 董可然 徐畅 祝娜娜 卢畋行 肖晖 杜欣 马璐璐 刘梦莹

2 赵璐 任霄鹏 晁婧 刘瑛丽 张雪 闫佳祎 隋萌萌 王烨 王虹雨 张川 郑妍妍 魏寒萌 陈伊昕 姚琳娜 江翠翠 梁思琪 刘宝莹

3 吴韵柳 戴媛媛 龚平 熊惠怡 陈卓 王瑞 刘航辰 关箬鸥 安蕾 刘茜茜 徐凤敏 安滢 王瑾玥 李艳玲 马越 程彤 蔡娜

4 王欣然 刘思源 杨张驰 高佳琦 王昕 黄咏絮 罗杨 李颖 高立文 谈月竹 毛慧雨 傅雅梦 HOE YEN CHING 王晓静 林睎瑶 宋依然 张爽

5 赵芮 任奕欢 陈钇彤 王雅楠 朱亭诺 樊培培 邓伟萍 杨晔 巨倩云 沈雯 吴绯 周莹洁 刘青 李轩 陈怡 哈卿 刘书含

6 徐丹枫 孔金娜 都雪萍 李强 冯海秀 胡雁行 王宇祥 张萌 林倩 安悦 关芳 胡晓璐 邱凌 陈茹萍 吴月 张孟浩然 刘锦华

7 柴彬彬 陈康靓 王钰 茹雪娇 范慧君 雷孟霖 王莉 张雪 陈一逍 严庆玲 杜嵩 马睿 刘丹丹 郭丁 高琨 兰芬 王韵涵

8 魏文华 肖冰 王梓雯 杨雪 张艺凡 佟欣 周雅春 谷春子 李泽芳 张笑辰 肖玥 曹雨洋 徐梅 颜佳乐 张丛 杨畅 赵倩

9 贺芸漪 李红淑 张博 史嘉琪 贺欣 唐黛伊 黄瑞瑜 郭铭 李伟峰 王靖贤 李军 于慧原 祁龙 黄思璐 黄丹妮 李国英 黄益红

10 马义婷 刘诗琴 张郑聪 彭青 白淑梦 佟禾雨 王静斯 李智童 刘小翠 曾之瑶 宋彬彬 唐一丹 刘佳一 沙玥岐 韩菲 谢亚彤 刘心怡

11 张墨兮 冯婉晴 张力丹 杨鉴 肖媛 贾明慧 刘晶晶 张伊 宋肖凡 赵宏丽 姜莹雪 王佳 刘红红 杨琪 黄辉 陈丽名

12 陈璐 邱婉颀 白禹 李无琼 赵书仪 陈映霞 祖岳 刘诗涵 白姗姗 孙美诚 周鑫 李雪 尤玢 江超君 郭爽

13 郑舒文 张文喆 吕文莉 陈玉玲 董严 马宁远 邹谨羽 周宁 栾冰 武秋环 杨阳 张纳 ITO MIZUKI 赵亚华 李康

14 徐佳雯 王馨婷 李瑞盈 齐聪聪 贾曼霖 蔺宇航 马骐跃 赵雨欣 孟鹤 于砚 侯慧姝 余群英 张莉 刘昕 李自艳

15 刘舒娅 李羽 丁守佳 白梓敬 宋雁龄 杨光 郭凤啸 蔡一鑫 董晓婧 陈欣颖 徐潘依如 李瑶 陈晨 乔亮

16 赵青 曹晋瑜 刘倩 杨璐敏 曹安琪 范婕 李馨梅 张晓晴 郭小洁 李诗睿 唐雅丽
ZHOLDOSHBEKOVA

MEERIM
孙倩倩

17 王静 常少娟 赵晓微 徐圣茜 冯翠洋 穆小舟 宁楠 杨丹 姚璐璐 殷嘉媛 高媛 陈雪 胡靖

18 王兆月 张晓彤 刘昱辰 刘娜 尹航 白艳丽 陈菲 王凡 张琳 陶丽 李倩 杨琦

19 王毅楠 奚志远 王晓蒙 谢文馨 赵苡潼 田思雨 毕欣怡 周璇 邓莹 韩影 邢红芳 李欣

20 杨轶涵 李双 吴歆哲 杨雯婷 邓蓉 王柄雯 范琳 王林夕 朱玲莉 孟晓露 张玲 吴万涛

21 邵绮芸 李钰 怀淮 李溪 黄子雯 靖希 古家谕 林雪华 白帆 李小娟 周矗

22 齐洋 储毓秀 狄晓玲 赵希凡 杨雪 王天朗 马欣悦 闫玥 全慧 孙卓佳悦 钟灵毓秀

23 杨脂荑 赵京翠 胡欣悦 李继兰 燕姗 蔚怀莹 李蕊蕊 魏泽 王越 杨建春 马秀清

24 张荣 李沁梦 叶梦瑶 王琛 陈珞存 王蕊 王宁 胡晗 沈于楠 胡穆丽人

25 孙旭 牛子妍
JANTRANUGUL

ROMCHAT
冯琛琦 油晓喆 王雪 曹彤 邢韫喆 安永蓓 李思易

26 陈柯榆 叶汀 张曦文 闫焱 王宇秋 王一帆

27 李雪娇 吴天一 万耘熙 胡梦涵 罗维
Bondarenko
Kateryna

28 肖婷婷 武婧怡 石璇 倪嘉琦 袁振淮 贺诗淇

29 苗辰 陈冬美 李曼 崔钦然 李亚子 郭爽

30 郭蓓蓓 邢岩砾 巩耀臣 李阳 郝婧

31 刘雨婷 袁晶晶 刘飞飞 孙宜程 沈涛

32 王怡凡 杨焕娟 陈海鑫 于奥 李玥

33 张墨涵 聂思远 李雨露 张玥瑶 曹可

34 杨蒙 王丹 刘晓倩 于婧瑶 朱静远

35 聂沛沛 刘钿 王国政 孙犇 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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