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2021年普通高中艺术特色班专业
入围花名册 （琅岐中学美术特色班）

姓名 学校 学籍辅号 专业
王若澄 福州屏东中学 21801040009 美术
曹阳灿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21805030217 美术
杨昕雨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21804240018 美术
陈凯启 长乐感恩中学 21810200107 美术
翁研希 第四十中学金山分校 21803410382 美术
张语鑫 长乐感恩中学 21810200150 美术
潘燕芳 福州第十五中学 21802150137 美术
郑雅昕 福州十八中象园分校 21805180297 美术
陈泓亦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21805030124 美术
蒋昀冰 福州十八中象园分校 21805180285 美术
陈惠灵 长乐金峰中学 21810180180 美术
黄浚航 福州第一中学 21801010337 美术
李思娴 福州第十九中学 21801190012 美术
张雅琪 长乐感恩中学 21810200171 美术
林莉媛 长乐感恩中学 21810200090 美术
翁昕 福州二十中 21805200431 美术
任妍霖 福建师大二附中 21804010316 美术
郑佳欣 福州第十四中学 21802140016 美术
倪恩 福州第三十八中学 21802380087 美术
陈雨涵 福州鳌峰学校 21802580016 美术
陈萱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41 美术
张雨禾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21804240324 美术
郑茗文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21805330490 美术
江晖颖 马尾区往届生 21704040019 美术
董欣雨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78 美术
林欣铷 长乐金峰中学 21810180415 美术
俞睿嫣 鼓楼区往届生 21701060784 美术
刘晓琴 福州第一中学 21801010357 美术
王婧怡 福州第四十一中学 21804410006ld 美术
郑向迪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21805330056 美术
王俊涛 福州屏东中学 21801040141 美术
陈可欣 长乐感恩中学 21810200164 美术
董睿敏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26 美术
窦心苓 福州第十五中学 21802150234 美术
何展鸿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17 美术
尹梓涵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21804240360 美术
林子鸿 马尾区往届生 21704040106 美术
陈静雯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42 美术
黎晓凤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90 美术
许欣雨 福建省福州鼓山中学 21805060178 美术
钟凌宇 福州十八中象园分校 21805180247 美术
陈欣羽 福州龙山中学 21804070018 美术
陈俞伊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21812470117 美术
许文强 第四十中学金山分校 21803410333 美术
邱悦 福州二十中 21805200193 美术



林静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21805330257 美术
娄天宇 马尾区回原籍 21804910002 美术
王宇萌 福州英才中学 21803630112 美术
任翔 福州金山中学 21803680269 美术
翁兆民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57 美术
肖淇 福州第四十一中学 21804410007ld 美术
俞辰露 福州教育学院二附中 21805010079 美术
张钧浩 福州金砂中学 21804050007 美术
陈小珊 福州龙山中学 21804070013 美术
龚俞可儿 福州第十四中学 21802140408 美术
周馨阳 福州江滨中学 21804080403 美术
林钰涵 福州第十九中学 21801190916 美术
陈军顺 福州第十五中学 21802150246 美术
汪章鑫 福州亭江中学 21804030054 美术
严诗涵 福州江滨中学 21804080296 美术
朱思源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21805330130 美术
郑文烁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55 美术
吴生坤 福州市双安中学 21805610118 美术
倪桔 福州江滨中学 21804080281 美术
江少铨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50 美术
张艺馨 福州屏东中学 21801040547 美术
何若煊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34 美术
卢艺 福建师大二附中 21804010266 美术
欧阳翔宇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07 美术
江恩欣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88 美术
陈美琪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21805320117 美术
董含韵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40 美术
缪奕汐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21804240328 美术
叶冰洁 福州海云初级中学 21804060017 美术
李锌瑶 福州第二十九中学 21803290102 美术
黄瑞霖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31 美术
陈以琳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43 美术
陈心怡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72 美术
朱紫棱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79 美术
刘子慧 福州四中桔园洲初中 21803420047 美术
陈晓诺 福州龙山中学 21804070002 美术
朱涵婧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37 美术
戴舒怡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21805330308 美术
郭俊翔 福州第六中学 21803060052 美术
江幸妤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32 美术
陈芷莹 福州十八中象园分校 21805180281 美术
郭思佳 福建师大二附中 21804010059 美术
陈浠 长乐金峰中学 21810180181 美术
林丹祎 福州龙山中学 21804070037 美术
杨尚泽 福建师大二附中 21804010136 美术
王凤琳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79 美术
林熙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21804240084 美术
白玉梦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38 美术
刘婉婷 福州北峰中学 21805040020 美术
张玉华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83 美术
陶轲 福州二十中 21805200488 美术



陈雨晴 福州金砂中学 21804050043 美术
唐恩平 马尾区往届生 21704040010 美术
刘敏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74 美术
习晨颖 福州金山中学 21803680523 美术
潘玉萱 福建师大二附中 21804010360 美术
张水英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28 美术
何婧雯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73 美术
林君铭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21803430087 美术
庄敏泾 福州市马尾区三牧中学21804650122 美术
江俊权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55 美术
杨雨忻 福州屏东中学 21801040702 美术
袁志鸿 福州第二十四中学 21804240310 美术
彭雨潇 福州宦溪中学 21805050017 美术
陈祉烨 福州金砂中学 21804050040 美术
梁梦鸿 福州金砂中学 21804050041 美术
孙钎慧 福州江滨中学 21804080121 美术
郭一澄 福州第十一中学 21801110178 美术
江志辉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98 美术
郭文丽 福州北峰中学 21805040071 美术
张景豪 福州十八中象园分校 21805180269 美术
林臻民 鼓楼区往届生 21701090157 美术
周宣良 福州杨桥中学 21801080383 美术
陈贞 福州第十八中学 21801180545 美术
郑昊楠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21805330530 美术
林丹红 福建师大二附中 21804010156 美术
李心湄 福州金砂中学 21804050020 美术
黎梦权 福州第四十一中学 21804410115ld 美术
陈颖欣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75 美术
朱子洛 马尾区往届生 21704040183 美术
彭锦馨 福建师大二附中 21804010314 美术
李逍遥 福州第四十中学 21803400006 美术
杨邦国 福州宦溪中学 21805050022 美术
徐嘉奕 福州宦溪中学 21805050047 美术
陈欣怡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176 美术
徐雯 福州第三十二中学 21805320284 美术
汤钧杰 福州屏东中学 21801040524 美术
钟婉婷 福州琅岐中学 21804040082 美术
陈宇涵 马尾区往届生 21704050013 美术
陈铭馨 福州屏东中学 21801040003 美术
陈俊希 福州第十六中学 21803160505 美术
江恩祈 福州第一中学 21801010333 美术
李若宸 福州延安中学 21801060025 美术
陈轩源 马尾区回原籍 21804910001 美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