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四川省第十五届中小学生优秀艺术人才大赛南充赛区比赛安排

序号 姓名 学校 参赛号 组别 参赛类别 考场 候场检录时间 比赛时间

1 潘润玥 三原实验学校 111051001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李明轩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1051002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雷博越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51003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张航语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51004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黄裕文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51005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周芳羽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51006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柯旻旻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51007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杜柯仪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51008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岳新淏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51009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邬鸿博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51010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汤金政泰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1054169 小学一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鲜昊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51001 小学二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任韵舟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51002 小学二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顾宸语 南充市大北街小学 112051003 小学二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张倨浩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51004 小学二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张淙睿 实验小学 112054103 小学二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杨凌云 实验小学 112054104 小学二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8 蔡嘉豪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59001 初中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9 郑好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59002 初中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0 王彬胜 南充高中 114050001 高中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1 何怡佳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114052001 高中组 西洋乐 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2 刘明炘 民族小学附属实验幼儿园 110074240 幼儿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3 张常楷 乔登美语 110074241 幼儿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4 马彰 巴都上品幼儿园 110074242 幼儿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5 张庭瑜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74127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李柯臣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74128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李俊檄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74129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沈人荣 实验小学 111074130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舒艺乔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74131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饶家成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79001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周大为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79002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何致轩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79003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曾开心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071002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4 魏文坔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071003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5 唐金城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71005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6 付子薇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71006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7 杨蕊朵儿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71007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8 殷贤承 南充市大北街小学 112071008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9 唐杜羽宸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71009 小学一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0 绕吕梁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71001 小学二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1 赵聪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71004 小学二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2 屈宸锐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74015 小学二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3 何雨馨 民族小学 112074016 小学二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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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孙金阳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074058 小学二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5 王铭扬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074059 小学二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6 李思含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二班 112076001 小学二组 打击乐 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7 伍玥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11001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8 张雯悦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11002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9 蒲延希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11003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0 张茹耘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11004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1 王珽琙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11005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2 沈甜懿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11006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3 肖梓微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11007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4 黎锦树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08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5 王龙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09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6 肖薏希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0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7 杨若澜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1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8 唐嘉悦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2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9 吴雨纾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3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0 李馨竹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4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1 王薪宇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5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2 肖靓瑞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6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3 周子铉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7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4 杨竣程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8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5 冯晨兮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19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6 唐艺瑗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20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7 刘鑫逸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21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8 许琪涵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22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9 毛薄雯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23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0 郑端语 南充音乐学校 111011024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1 封蕊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25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2 张静娴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26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3 何俊宏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27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4 冯怡诺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28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5 陈嘉妙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29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6 陈嘉琦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0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7 王梓炫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14162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8 陈靖琪 仪陇县龙岗希望小学 111019001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9 吴文钰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19002 小学一组 民乐 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0 任泓伍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011001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1 钟玖玖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011002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2 文思琦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011003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3 林葭琪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011004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4 夏铭鲜 三原实验学校 112011005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5 伍滢颖 三原实验学校 112011006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6 任怡霖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07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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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李诗琪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08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8 张艺凡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09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9 陈秋宇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10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0 唐正弘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11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1 刘帅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12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2 陈铭禹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13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3 文雅妮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14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4 符文博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15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5 宋轩羽 南充音乐学校 112011016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6 蔡佳乐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17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7 李衍赫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18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8 王柔雅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19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9 任姝含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20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0 杨惠欣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14051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1 毛敏 民族小学 112014052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2 祝诗佳 民族小学 112014053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3 蒲慧榕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15001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4 王滋叶 高院镇小学 112016001 小学二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5 李睿琪 南充音乐学校 113011001 初中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6 梁馥灵 南充音乐学校 113011002 初中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7 杨璐豪 南充市第六中学 113011003 初中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8 尹双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3019003 初中组 民乐 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 熊津缘 阆中市滕王阁幼儿园 110074243 幼儿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吴金龙 三原实验学校 11101102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王阳雨凡 三原实验学校 11101102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任婧文 延安路小学 11101102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石溪文 五星小学（育英校区） 11101102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董俊竹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2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林宸宇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胡元祺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李梓萌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黄凯浠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许航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何城熠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郭泰然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杨戴尔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郭倞呈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王若言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3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郭又瑞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8 文垚彬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9 何其桓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0 唐茁航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1 程诺溪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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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何子瑞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3 覃思涵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4 杜欣玥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5 任钦荣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6100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王一帆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6100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苏禹瑜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6101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邓晴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6101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程昕妍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6101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胡丁元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6101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王艺轩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1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陈希妍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1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王诗芮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1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4 岳宜辰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1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5 谭涵月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1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6 赵晨希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1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7 冷思静 南充市石油南路小学 11106102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8 严梓涵 三原实验学校 11106102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9 李佩洋 三原实验学校 11106102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0 张雪妍 三原实验学校 11106102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1 张芷涵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2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2 李梓妍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2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3 袁泽翼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2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4 祝艺尹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2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5 郑紫菡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2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6 李相辉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2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7 吴金龙 三原实验学校 11106103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8 王阳雨凡 三原实验学校 11106103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9 王瑞云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6414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0 李睿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6415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1 张煜逍 南池小学 11106415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2 吴亦寒 南池小学 11106415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3 蔡梓鑫 南池小学 11106415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4 邓力滔 实验小学 11106415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5 马鸣悦 实验小学 11106415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6 黄科贤 实验小学 11106415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7 杜潍君 实验小学 11106415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8 罗椹韦 实验小学 11106415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9 胡静优 实验小学 11106415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0 孙宏宣 实验小学 11106416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1 李俊昊 实验小学 11106416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2 颜俊潼 阆中市桥楼中心校 11106424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3 罗一诺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6500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4 李紫萱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6500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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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幸欣焱 多扶小学 11106600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6 马梓越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6600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7 李芊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106901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8 宁文韬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106901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9 黄智海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106901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0 蒋凌薇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106901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1 韩宣晨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106901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2 康艺龄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106901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3 马景轩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106901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4 黄相钦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106901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5 吴欣芮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6901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6 吴迪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6902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7 唐柯诗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6902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8 唐佳琪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6902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9 汪芷妍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6902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0 胡奥宇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6902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1 何子菡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6902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2 文雯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6902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3 张馨月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6902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4 张惜文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6902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5 高杨一一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6100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6 程可欣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61005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7 何昱竺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61006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8 汪玲洁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61007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9 胡一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61008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0 李雨轩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6100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1 贾卓姣 南充市石油南路小学 112061010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2 蒲俊颐 南充市石油南路小学 11206101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3 张璟雯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6101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4 祝宝怡 涪江路小学 11206101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5 唐远龙 南充市高坪区龙门第一小学 11206200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6 王心怡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 11206401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7 任桔枢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206402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8 蔡子涵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206402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9 陈柏翰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6402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0 杨丽垚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64025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1 鲜璨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64026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2 敬昊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64027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3 杨彧骁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64028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4 钟乐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6402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5 赵博文 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112064050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06 王美琦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6500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07 曹婉宁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6500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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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刁晓静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6500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09 陈默语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6500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0 张邈藐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65005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1 李柯涵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65006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2 任媛琪 多扶小学 11206600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3 张艺涵 多扶小学 11206600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4 郑昊天 多扶小学 11206600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5 杨程程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6600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6 庞瑀橦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66005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7 付诗语 西充县张澜学校 112066006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8 杨真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四、八班 112066007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9 赵韵梅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一班 112066008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0 冯钰茹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二班 11206600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1 姚思言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二班 112066010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2 吴雅楠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二班 11206601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3 景辉扬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69046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4 刘佳欣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69047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5 朱倩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2069048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6 赵李桀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206904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7 罗熙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2069050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8 王瑞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206905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9 郭孜希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6905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0 吴梓菡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6905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1 邓浩然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6905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2 何春丹 保宁初级中学校 113064001 初中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3 黄鑫 保宁初级中学校 113064002 初中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4 王奕翔 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113064003 初中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5 覃玉霏 西充县天宝中英文八年级.十二班 113066001 初中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6 郑玉萍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3069055 初中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7 蒋雨欣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3069056 初中组 键盘乐 二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 杜欣怡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马培宁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4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张翰之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肖语婕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张洋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李睿桐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何炅霖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张芊蕊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王贞淑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吕思颖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杨小可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张博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5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冯浩程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6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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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董梓晗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6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姚佳辰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6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田曼妮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6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贾馨予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1106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8 严玟予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0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9 肖艺朵 府荆小学 11106100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0 康子川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0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1 赵晨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0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2 王君越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6100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3 何雨泽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6100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4 何雨秋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6100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5 庞舒菡 南充音乐学校 11106103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郑端语 南充音乐学校 11106103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史雯婧 南充音乐学校 11106103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董云天 南充音乐学校 11106103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严婉月 南充音乐学校 11106103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卢诗涵 南充市高坪区实验小学 11106201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侯锦楷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3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任芯均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3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张紫玥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3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4 何庆琳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3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5 杨婉滢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3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6 樊礼玮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3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7 杨知易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3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8 程湘铭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3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9 陈怡妃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3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0 刘瀚宇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4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1 党欣怡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4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2 宋晓丹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6414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3 康沂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106414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4 朱羽哲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106414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5 敬煜轩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6414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6 樊瑾䶮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6414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7 赵婧楠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6414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8 李蔡妍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6414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9 李于想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6600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0 杨舒文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6600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1 杨思诚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6600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2 蒲瑞丰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二、一班 11106600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3 范彦辰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三、二班 11106600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4 张郁文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三、九班 11106600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5 杨然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三、九班 11106600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6 程振豪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三、九班 11106601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第 7 页，共 31 页



 2019年四川省第十五届中小学生优秀艺术人才大赛南充赛区比赛安排

序号 姓名 学校 参赛号 组别 参赛类别 考场 候场检录时间 比赛时间

57 覃家欣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69001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8 左鑫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69002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9 吴欣怡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69003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0 肖伊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69004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1 张榕熙 仪陇县实验小学校 111069005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2 曹静宜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69006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3 彭睿翔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069007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4 张妍雅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1069008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5 聂雨涵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1069009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6 孙媛馨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1069010 小学一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7 祝宝怡 涪江路小学 112011017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8 黄亚雯 五星小学（育英校区） 112011018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9 孙钰淅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1101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0 李俊达 涪江路小学 112011020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1 邓意龙 涪江路小学 11201102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2 谢童宇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2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3 李欣颐 西河路小学 11201102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4 李欣瑶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2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5 刘人源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25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6 王雅伦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26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7 魏子博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27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8 罗乐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28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9 成昱睿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1102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0 苏丽鳗 顺庆区大北街小学 11206000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1 姜瑞杰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6100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2 赵芝郑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6100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3 罗子坤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6100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4 黄钰祺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64030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5 王紫馨 实验小学 11206403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6 王晴 民族小学 11206403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7 张茛淯 民族小学 11206403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8 蒲均怡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06403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9 敬方亮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064035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0 杨馥菡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064036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1 张洋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064037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2 张融洁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064038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3 龚伊琳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206403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4 夏海洋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2064040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5 彭友权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206404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6 杨童童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6404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7 何美瑾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6404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8 岳子寒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6404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9 沈佳惠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64045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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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杨斯涵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64046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1 徐嘉习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64047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2 姚冠宇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64048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3 冯雯 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11206404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4 庞雅心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七班 11206601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05 阳可恬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6902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06 张昕蕾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69030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07 谭诗琪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6903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08 罗薇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6903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09 李欣怡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6903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0 李语嫣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6903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1 王向睿、谭诗琪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69035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2 罗文希 仪陇县马鞍二小 112069036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3 黄奥琳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2069037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4 蒲一月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2069038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5 鲜睿涵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2069039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6 林长乐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2069040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7 贺小轩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2069041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8 唐梓卿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69042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9 张秋婷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69043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0 王艳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69044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1 陈俊逸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69045 小学二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2 敬培涵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69057 初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3 胡梦沿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69058 初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4 何璇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69059 初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5 杨意璇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69060 初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6 宋思谊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69061 初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7 庞了之 南充九中 114011002 高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8 林美麟 南充一中 114011003 高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29 梅姚 阆中师范 114011004 高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0 徐世艳 南充一中 114061001 高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1 李不一 南充一中 114061002 高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32 庞了之 南充九中 114061003 高中组 键盘乐 三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 戚家豪 府荆小学 111021001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何奇袁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21002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陈紫晗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03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金钰昕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04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刘馨雅姝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05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罗浩瑞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06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王子菡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07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吕灿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08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冯彦滋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09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唐果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10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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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曾园园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11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梁乔羽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21012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鲁宇飞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21013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谢星宇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21014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袁茂恒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21015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杨子苏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21016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唐源悦 三原实验 111021108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8 苟明轩 涪江路小学 111021111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9 伏可欣 师大附小 111021112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0 刘麒藻 师大附小 111021113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1 陈祉佑 涪江路小学 111021114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2 代梓晴 延安路小学 111021115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3 王艺静 延安路小学 111021116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4 王艺茹 延安路小学 111021117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5 王芷萱 延安路小学 111021118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胡钰宣 延安路小学 111021119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鲁宇飞 顺庆实验 111021120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杜潼 延安路小学 111021122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范琳琳 师大附小 111021123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刘亿 城北小学 111021124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陈扬 五星小学 111021125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郑昂 五星小学 111021126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赵翎君 五星中学附小 111021170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4 尹涵玉 和平路小学 111021171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5 何家欢 和平路小学 111021172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6 党昕玥 和平路小学 111021173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7 唐昕沂 和平路小学 111021174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8 蒲思颖 和平路小学 111021176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9 胡译文 和平路小学 111021177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0 全一诺 和平路小学 111021178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1 付函玉 师大附小 111021179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2 罗俊杰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1024170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3 杨雯雨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24171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4 苟馨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24172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5 郑昊轩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24173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6 何逸佳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1024174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7 杨煜林 嘉陵实验小学 112023010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8 卢彦希 嘉陵实验小学 112023011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9 蒲兴楠 思源学校 112023019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0 杨恩涵 嘉陵实验小学 112023020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1 赵芝平 和平路小学 112023025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2 罗浚溟 行知小学 112023026 小学一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3 李明轩 和平路小学 111021101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第 10 页，共 31 页



 2019年四川省第十五届中小学生优秀艺术人才大赛南充赛区比赛安排

序号 姓名 学校 参赛号 组别 参赛类别 考场 候场检录时间 比赛时间

54 何怡熙 师大附小 111021105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5 何梓睿 五星小学 111021109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6 杜逸乐 五星小学 111021110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7 周洲 五星小学 111021121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8 任雯茜 五星小学 111021130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9 黄芷煊 师大附小 111021133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0 李军锐 延安路小学 111021134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1 谢晓涵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21020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2 李雨婷 西山外国语学校 112021021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3 任紫莹 行知小学 112023012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4 冯竟娴 火花三小 112023013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5 罗涵语 行知小学 112023014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6 杨茜茜 行知小学 112023015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7 周丹 火花三小 112023016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8 任世佳 嘉陵二中 112023017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9 王栎翔 师大附小 112023018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0 陈沁云 行知小学 112023021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1 廖浩然 火花三小 112023022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2 陈籽萱 嘉陵实验小学 112023023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3 邓思棋 嘉陵实验小学 112023024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4 代子墨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024060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5 王馨誉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14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6 刘悦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15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7 郑雨晴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25016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8 雷堉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25017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9 李涵予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25018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0 王涵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25019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1 李秋缘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25020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2 李芯悦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25021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3 张涵露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25022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4 李姝仪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25023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5 张宸鑫 太平小学 112026001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6 陈柳君 第一实验小学 112026002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7 王彤彤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2029013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8 许泽傲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29014 小学二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9 杨慧林 仪陇县三河中学 113029030 初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0 赵纹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29031 初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1 陈培钰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29032 初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2 张艺涵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29033 初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3 李思瑶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29034 初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4 赖静、 程思宇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29035 初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5邬朝霞 李熊熊 张亿德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29036 初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6 张恩铭 南充一中 114021001 高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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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郭婧雯 南充一中 114021002 高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8 林圣钧 南充一中 114021003 高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9 何杨帆 南充一中 114021004 高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0 任禹帆 南充一中 114021005 高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1 王海涛 南充一中 114021006 高中组 声乐 四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 任梓涵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21017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韩诗蕊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21018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何希彤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21019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鲜雨浩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21020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吴耀杰 三原实验学校 111021021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刘芮辰 三原实验学校 111021022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潘一宁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23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沈青杨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24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范珂荥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25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蒋雨轩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26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程欣瑞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27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伏可欣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28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刘溢佳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29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杜语瞳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30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李辰霏尔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31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成星麒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32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杨力 西山外语学校 111021127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8 林青雅楠 高坪七小 111021128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9 李蔡挚恩 五星小学 111021129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0 陈晗菱 五星小学 111021131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1 何沁阳 三原实验 111021132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2 冯怡宁 五星小学 111021136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3 祝艺航 五星小学 111021137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4 冯琬凌 城北小学 111021138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5 张峻嘉 人民南路小学 111021141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罗浩瑞 城北小学 111021142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马祉煜 师大附小 111021143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吴贞瑶 五星小学 111021144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向珂玥 十中附小 111021145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明千秋 五星小学 111021147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王妍希 西河路小学 111021148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王小川 十中附小 111021152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牟鸿晨 南池小学 111024175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4 徐常恩 实验小学 111024176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5 汪孝廉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1025001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6 杜铃烽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25002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7 杨濡菡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25003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8 李沂乡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25004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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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罗一诺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25005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0 蔡蓥滢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29001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1 何颜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29002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2 熊子明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29003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3 陈妍希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029004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4 邓文博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029005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5 潘雨萱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29006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6 李涛 仪陇县龙岗希望小学 111029007 小学一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7 斯语桐 十中附小 111021135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8 田云天 师大附小 111021139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9 蒲功泽 涪江路小学 111021140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0 文钦 西河路小学 111021146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1 李映萱 五星小学 111021149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2 斯奥轩 五星小学 111021150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3 曹露丹 五星小学 111021151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4 张九九 师大附小 111021155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5 刘蕊 和平路小学 111021175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6 谢馨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21001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7 王芷萱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21002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8 何文博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021003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9 赵翎伊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21004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0 侯均茜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21005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1 何海燕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2024061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2 杜心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2024062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3 王奇闻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2024063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4 唐唐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24064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5 李紫涵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24065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6 余智霖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24066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7 杨斯涵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24067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8 刘子萌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24068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9 母瑾蕾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24069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0 赵星懿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24070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1 宋净镁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24071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2 冯嘉睿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24072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3 王鑫 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112024073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4 李佳怡 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112024074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5 陈涵 仪陇县龙岗希望小学 112029015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6 廖锦钥 仪陇县龙岗希望小学 112029016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7 龙婧雯 仪陇县义门小学校 112029017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8 苟广城 仪陇县义门小学校 112029018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9 袁涵 仪陇县五福小学校 112029019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0 马紫艺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29020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1 朱倩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2029021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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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姜雅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29022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3 王洣洢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29023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4 林怡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29024 小学二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5 李玫茜 南充市第六中学 113021001 初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6 阳灿 南充一中 113021002 初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7 廖梓伊 南充一中 113021003 初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8 孟思宇 南充一中 113021004 初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9 赵婷 南充市第六中学 114021007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0 周煦景 南充市第六中学 114021008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1 夏云飞 南充一中 114021009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2 李文秋 南充一中 114021010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3 刘子琦 南充一中 114021011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4 冯雨莱 南充一中 114021012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5 罗永佳 南充一中 114021013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6 敬峥 南充一中 114021014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7 李纹 南充一中 114021015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8 姜燚 南充一中 114021016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9 王梓萱 南充一中 114021017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0 陆毅 南充一中 114021018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1 成立 南充一中 114021019 高中组 声乐 五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 韩艾妤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33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黄露逸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34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李维益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35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何闻敏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36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焦诗婷 五星小学 111021037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马祉煜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38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梁雨苗 涪江路小学 111021039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赵艺涵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21040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刘星辰 华凤学校 111021041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陈坤荣 仪陇宏德小学 111021042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胡家豪 和平路小学 111021100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石坤轩 和平路小学 111021102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胡鑫 和平路小学 111021103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陈紫晗 城北小学 111021104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焦诗婷 五星小学 111021106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席海舒 西河路小学 111021107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张喻涵 五星小学 111021153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8 向城锐 五星小学 111021154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9 杨凯郡 师大附小 111021156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0 韩艾妤 师大附小 111021157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1 雍海峰 小龙小学 111021158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2 雷馨铷 高坪七小 111021159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3 刘萧然 石油南路小学 111021160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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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胥梦好 和平路小学 111021161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5 袁梦梓 和平路小学 111021162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陈芊汝 一中附小 111021163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李艾洣 五星小学 111021164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曾子墨 五星小学 111021165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陈睿琪 五星小学 111021166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任春颖 西河路小学 111021167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唐虞雯 五星中学附小 111021168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赵翎辰 五星中学附小 111021169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蒲盈盈 仪陇县龙岗希望小学 111029008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4 杨文钰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29009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5 张佳妮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29010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6 胡子豪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29011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7 王思涵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29012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8 苏文丽 嘉陵二中 112023001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9 何佳丽 思源学校 112023002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0 冯月 火花三小 112023003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1 任可儿 行知小学 112023004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2 梁诗棋 高坪七小 112023005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3 胥芊荨 嘉陵实验小学 112023006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4 石佳玉 行知小学 112023007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5 贾紫萱 思源学校 112023008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6 石峻溪 行知小学 112023009 小学一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7 丁一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21006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8 黄子腾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21007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9 谢雨轩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21008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0 赵瑞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21009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1 张顺顺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21010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2 张奕乐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21011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3 苏靖云 南充市大北街小学 112021012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4 姜可一 涪江路小学 112021013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5 江金宸 涪江路小学 112021014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6 邓意龙 涪江路小学 112021015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7 梁施嘉 五星小学育英校区 112021016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8 蒋紫琪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21017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9 李佳益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21018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0 冯雅琪 西河路小学 112021019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1 蒲怡君 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112024075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2 向轩辰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25001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3 范雨成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25002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4 凡雨婷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25003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5 刘鑫瑜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04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6 钟子涵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05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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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黄家欣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06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8 钟怡雪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07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9 张珊萍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08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0 张静兰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09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1 林嘉馨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10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2 郭宴君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11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3 宋锦琪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12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4 蒋新颖 南部县王家镇小学 112025013 小学二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5 雍雨萱 南充一中 113021005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6 唐昌浩 南充一中 113021006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7 王煜檀 南充一中 113021007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8 张雯萦 南充一中 113021008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9 胡沅 南充一中 113021009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0 贾晴岚 南充五中 113021010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1 李思源 南充五中 113021011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2 李香玲 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113024005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3 何其俊 关文镇小学 113026001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4 张清 仪陇县大寅中学校 113029025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5 纪灵保 仪陇县三河中学 113029026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6 尹丹 仪陇县三河中学 113029027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7 彭爱 仪陇县三河中学 113029028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8 常乐 仪陇县三河中学 113029029 初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9 杨皓匀 南充一中 114021020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0 陈佳一 南充一中 114021021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1 陶月瑶 南充一中 114021022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2 周晓慧 南充一中 114021023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3 冯可馨 南充一中 114021024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4 范兴远 南充一中 114021025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5 胡林 阆中师范 114021026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6 李莎 阆中师范 114021027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7 任弋戈 阆中师范 114021028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8 董晓琳 阆中师范 114021029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9 申琼 阆中师范 114021030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0 杨佳鑫 南充十中 114021031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1 李智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 114024011 高中组 声乐 六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 杨伊蓓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01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相昀夕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02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唐嘉曼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03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曾子轩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04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任书贤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05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向婧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06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陈雨菡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07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李佳琦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08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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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梓萱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09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张宸菲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0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刘馨语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1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胡佳仂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2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申享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3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杨娅楠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4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向玥玥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5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肖怡然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6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曹靖曦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3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8 沈云㜨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4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9 黄一宸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5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0 廖梓涵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6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1 杜宜憬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7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2 王诗昆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8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3 刘思瑶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9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4 袁铭蔚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0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5 罗媛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1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李语果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2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苟圣隽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3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刘己琦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4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赵语嫣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5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龚安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6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赵芷卉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7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张馨月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8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吴思蓓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5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4 杨林薇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6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5 李梦洁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7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6 陈怡静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8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7 何笑菡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9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8 周子入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70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9 刘昱岭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71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0 段馨月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72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1 彭嘉怡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73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2 贾子熙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74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3 杨曼晰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75 幼儿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4 苟紫涵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84163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5 陈佳琪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84164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6 江珂昕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84165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7 王诗彤 思源实验小学 111084207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8 王茂霖 思源实验小学 111084208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9 何岱姗 实验小学 111084209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0 魏诗绮 实验小学 111084210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1 杨锦奕 实验小学 111084211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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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敖琦雯 实验小学 111084212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3 张倚涵 实验小学 111084213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4 王语心 实验小学 111084214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5 王苏屹 实验小学 111084216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6 李艾姝 实验小学 111084219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7 李梦淇 实验小学 111084220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8 冯沁钥 实验小学 111084221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9 兰欣妍 实验小学 111084223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0 刘怿安 实验小学 111084225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1 冯雅沛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04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2 王子琪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05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3 郭何馨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06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4 杜欣怡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07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5 王若锦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08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6 李紫涵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09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7 杨子萱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10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8 申娅楠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11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9 斯语薇 西充县北极之星舞蹈艺术学校 111086012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0 李林思 西充县北极之星舞蹈艺术学校 111086013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1 贾淼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三、二班 111086014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2 何彦希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三、二班 111086015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3 程紫涵 蓬安县河舒小学 111088001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4 黄梓黎 蓬安县河舒小学 111088002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5 汪璨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89001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6 宋梓瑜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089002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7 陈梓琳 实验小学 111094215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8 刘濛泽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239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9 杨佳懿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99004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0 郑雅童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8100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1 郑雅童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8100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2 龙宛鑫 南充市石油南路小学 11208100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3 龙宛鑫 南充市石油南路小学 11208100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4 任怡嘉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8100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5 任怡嘉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8100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6 杨雅茜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8100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7 杨雅茜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8100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8 寇玉洁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8100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9 寇玉洁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8100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0 苏可欣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0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1 苏可欣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0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2 明佳琦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07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3 赵芷涵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4 黄子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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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黄子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6 周子媛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7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7 周子媛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7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8 林佳宜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9 林佳宜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0 李函宇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1 王越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20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2 王越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20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3 孟晨韵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2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4 任殊玥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2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5 李伶怡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2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6 刘宸希 南充市大北街小学 11208102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7 冯瑶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8102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8 王丽涵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208405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七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 陈鑫蕾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7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冯熙然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8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姚雅媛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19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苏紫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0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敬如冰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1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王雅勤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2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邱睫雅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3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王艺霖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4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杨怡懿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5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朱小西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6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李佳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7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李欣桐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8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张熙宸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29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覃诗怡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0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王优冉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1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秦雨蒙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32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陈芋汐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49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8 谢熠宣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0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9 陈思羽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1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0 李雨洁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2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1 岳耕伊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3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2 张译元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4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3 王艺萱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5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4 张艺馨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6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5 何忻潼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7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何可芯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8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王思彤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59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何佳怡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0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邓爱熙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1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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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邓涵之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2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张译元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3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殷莉萍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00810064 幼儿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江珂睿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84166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4 韩蕊遥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84167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5 严梓涵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84168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6 廖美婷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1084178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7 李晨曦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1084182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8 刘语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1084183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9 宋佳怡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1084184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0 邢琳芷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1084185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1 朱雅南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84186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2 任凌洁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84187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3 赵雨馨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84188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4 李瑾萱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84189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5 刘一婷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84190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6 蒲梦婷 思源实验小学 111084206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7 刘一稼 实验小学 111084226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8 何思彤 实验小学 111084227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9 宁亚萍 民族小学 111084229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0 苟梦萱 民族小学 111084230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1 杨泞菡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85001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2 向欣怡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85002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3 郑甜甜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85003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4 李孟晓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85004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5 田颜瑞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85005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6 米彦莼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85006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7 郭沛伶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85007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8 谢月茹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01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9 庞允允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02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0 杨可馨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86003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1 王馨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89003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2 马乙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1089004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3 李静怡 仪陇县三河小学校 111089005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4 江梓涵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89006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5 潘萌萌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89007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6 蒲彦辰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1094179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7 王晞西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1094180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8 邓金琳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197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9 何亚潼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198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0 王馨雨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199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1 赵馨雨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200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2 郑晨希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201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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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陈玥羲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202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4 冉佳美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203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5 苟潇月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204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6 蒲芋杉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205 小学一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7 明佳琦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07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8 王馨悦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0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9 王馨悦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0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0 罗柯芯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0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1 罗柯芯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0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2 代诗函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0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3 代诗函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0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4 唐诗雨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5 唐诗雨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6 王子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7 王子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8 杨思瑶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9 杨思瑶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0 赵瑞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1 赵瑞琪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2 赵芷涵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208101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3 罗晓淇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8405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4 彭筠怡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8405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5 宋家颖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84057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6 黎芝杉 实验小学 11208408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7 罗恩慧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208408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8 赵紫涵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208409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99 李函怡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8409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0 刘芷文 思源实验小学 11208410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1 范雨瑄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8500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2 蒲颖鋆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8500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3 何鑫雨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8500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4 周雨珊 西充县槐树镇小学 11208600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5 马杨希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8600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6 黄亚男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8600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7 吴美娇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8600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08 杨雅茜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8600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八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 张腾月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8600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罗可欣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86007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王凡月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八班 11208600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高琳珊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八班 11208600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范希艾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八班 11208600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赵亦婷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八班 11208600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陈思岳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八班 11208600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第 21 页，共 31 页



 2019年四川省第十五届中小学生优秀艺术人才大赛南充赛区比赛安排

序号 姓名 学校 参赛号 组别 参赛类别 考场 候场检录时间 比赛时间

8 马钰妹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八班 11208600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蒲锦雯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八班 112086010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杨馨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八班 11208601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刘云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八班 11208601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程滟 蓬安县河舒小学 11208800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雷施钰 蓬安县河舒小学 11208800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唐玉媚 蓬安县河舒小学 11208800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程师涵 蓬安县河舒小学 11208800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陈雨萌 蓬安县河舒小学 11208800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雷馨 蓬安县河舒小学 11208800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8 李珂欣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208900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9 李垚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208900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0 罗紫涵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2089010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1 刘湘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208901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2 王馨怡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8901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3 许思琦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208901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4 李俊汶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1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5 李玉美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1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王鑫燕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1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王静烯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17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廖诗琪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1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黄文静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1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王思佳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20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1 何燕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2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2 李嘉乐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22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3 谢鑫佳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2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4 张瑜涓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2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5 胡诗蕊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2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6 吴丹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2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7 张璐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27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8 李镁姗 仪陇县大寅小学校 112089028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9 郝好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09401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0 戴涵伶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020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1 廖圣洁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02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2 刘炫希 民族小学 112094087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3 余畅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209408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4 余欣弈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94091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5 王秋月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093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6 邢妍琦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094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7 侯佳位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09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8 蒋潇瑜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99039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49 欧阳思语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99045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0 兰洲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99046 小学二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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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李佳颖 五星小学南门坝分校 113081001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2 景佳洋 南充一中 113081002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3 徐子涵 南充一中 113081003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4 宋运欣 南充一中 113081004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5 张馨源 南充一中 113081005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6 鲜汶栖 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113084004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7 廖荣 仪陇县三河中学 113089029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58邓琳钰、 田甜、 奂芙蓉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89030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59 刘家宏 保宁初级中学校 113094006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0 赵彩伊 保宁初级中学校 113094007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1 张仙川 保宁初级中学校 113094009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2 袁婧 仪陇县五福小学校 113099053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3 朱粒和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99059 初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4 袁熙媛 南充一中 114081001 高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5 黄亚莲 阆中师范 114081002 高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6 谢艾宇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 114084012 高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7 吴钰羲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 114084013 高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8 许秀婷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 114094010 高中组 民族舞蹈 九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9 杨筱煊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109014 小学一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刘淑涵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109015 小学一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李青玲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109016 小学一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罗娇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109017 小学一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文静岚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109018 小学一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蒋历言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109019 小学一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成妍仪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109020 小学一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毛思涵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109021 小学一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苏禹瑄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109022 小学一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蔡依轩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2109023 小学二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蔡馨怡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2109024 小学二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69 漆家丽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2109025 小学二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0 弋诗圆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104017 小学二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0 周歆妍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104018 小学二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朱檬琳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01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田媛媛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02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胡鑫娅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03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李星雨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04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苟若男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05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宋炘樾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06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文琴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07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杜函凌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08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张语晗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09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1 赵素洁 四川省阆中东风中学 113104010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2 刘曌君 仪陇县金城初级中学校 113109026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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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李佳雪 仪陇县金城初级中学校 113109027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2 边圣杰 仪陇县金城初级中学校 113109028 初中组 多人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彭君瑶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01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彭月瑶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02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彭婧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03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袁馨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04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袁钰涵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05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袁月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06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彭鸿菲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07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彭雨嘉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08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蒋甜清凤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09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蒋懿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10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邓清瑶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11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邓可佳 仪陇县赛金小学校 111109012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2 黄乙若胡洁等10人仪陇县炬光小学校 111109013 小学一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陈薛娇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冯之晴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陈美诗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黄诗桐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李雅涵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刘欣雨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张淼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黄涵萱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何沐薇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罗芷怡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乔晰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冯欣怡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罗奕琳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杨学林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何星宇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唐钰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蒲鑫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帅咏妍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任涵庆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严煜晗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赵佳敏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杜馨月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吕静怡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周芊秀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袁欢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蒲珊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邓雨嘉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徐紫琦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11106001

112106001

小学一组

小学二组

群舞

群舞

1

3

4

金凤舞凰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槐树镇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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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坤 南充一中 114101001 高中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张文钦 南充一中 114101002 高中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张拯豪 南充一中 114101003 高中组 群舞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3 宋思谊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129001 初中组 戏剧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74 孔文迪 南充音乐学校 114121001 高中组 戏剧 九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 张梓鸿 三原实验学校 11109100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林芯蕊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9100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翟梓涵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9100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侯荣丽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91004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杨思鑫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91005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刘溢洋 府荆小学 111091006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刘雅静 府荆小学 111091007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贾梓萱 府荆小学 111091008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蒋汶伶 府荆小学 111091009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庞诗琪 三原实验学校 111091009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罗小雨 南充市石油南路小学 111091010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唐谕佳 南充市石油南路小学 11109101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赵俊浩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9101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张越鑫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9101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蒋李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091014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李思淼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91015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李浩萌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91016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8 尹嘉杰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91017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9 周宇轩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091018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0 郭一瑄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091019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1 董俊竹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91020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2 王若丁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9102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3 雍艾佳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9102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4 张馨月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9102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5 何沛聪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91024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程奕涵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091025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熊紫伊 实验小学 111094177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杨雨萱 阆中市城东小学校 11109418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陈思锜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9419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陈君瑶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9419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李鑫雨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9419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王乃妍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94194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张津铷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094195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4 敖丽珊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1094196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5 苟苏渝 实验小学 111094217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6 苟诗雨 实验小学 111094218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7 张诗涵 实验小学 11109422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8 缪雨恬 实验小学 111094224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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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王馨雅 实验小学 111094228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0 陈骅晋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09423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1 赵英杰 实验小学 11109423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2 杨博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109500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3 杨琳坤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0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4 凡小婉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0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5 李怡蒙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04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6 杨琳铿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05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7 杨馥宇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06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8 杨子宣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07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49 何玥瑭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08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0 胡味茹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09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1 李怡杭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0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2 陆毅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3 梁书源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4 谢紫萱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5 杨舒媛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4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6 杨雅楠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5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7 谢嫒玲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6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8 罗雅月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7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9 严彬月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8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0 曾启晨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19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1 梁铃曼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20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2 杨来霖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2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3 程菲彤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2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4 汪思琪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109502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5 付诗睿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109600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6 何姝霆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一、八班 11109600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7 何雨桐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三、一班 11109600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8 林泓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9900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69 王紫菲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9900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70 陈思如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9900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71 蔡雨彤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099005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72 黄诗涵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099006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73 马小淇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099007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4 刘可晨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099008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5 熊馨悦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099009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6 刘香靳雅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99010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7 莫亚迪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9901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8 龚彩茵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9901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79 蔡金城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9901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0 林嘉欣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099014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1 张欣月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1099015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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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伏姿颖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1099016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3 邓涵月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1099017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4 陈若彤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1099018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5 王玉苓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1099019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6 霍曼萍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1099020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7 王昱涵 仪陇县金城小学 11109902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8 贾云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9902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89 刘婧语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9902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90 鲜佳馨 仪陇县金粟实验学校 111099024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91 罗楷瑞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99025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92 杨雯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99026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93 杨博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99027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94 漆梓豪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99028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95 胡子豪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99029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96 张柏宇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99030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97 李芷馨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99031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8 彭博瑞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99032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99 何岚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099033 小学一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0 陈恒宇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9100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1 杜言言 南充市石油南路小学 112091002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2 敬桢祯 三原实验学校 112091003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3 蒲雨鑫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91004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4 张芯悦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91005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5 苏舒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91006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6 刘辛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91007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7 冯子涵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091008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8 庞雅芝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091009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09 邓凯心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91010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0 张何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09101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1 罗晴梦 民族小学 112094077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2 邓子娴 民族小学 112094078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3 李治涵 民族小学 112094079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4 曹家林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2094080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5 李舒薪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08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6 曾可粤 德恒菁英外国语学校 112094082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7 陈雨婷 实验小学 112094084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8 吴婉婷 实验小学 112094085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19 邓涵羽 实验小学 112094086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20 罗文敏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094090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121 周铭辰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097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2 任万全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098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3 潘韵如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099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4 马震莉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100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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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杨媛媛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09410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6 张鑫怡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2094106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7 迭彧鑫 阆中市滕王阁小学校 112094107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8 李鑫宇 民族小学 112094108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29 文雅丽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9500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0 王博雯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95002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1 胡菁纹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95003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2 王钇钥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95004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3 张邱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95005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4 范译檄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95006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5 王雅淇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95007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6 赵何嘉芮 南部县翔宇实验小学 112095008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7 张诗旋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09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8 温锦林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0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39 蔡妮孜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40 何金美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2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41 王梓喧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3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42 杨轩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4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43 杨诗雨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5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44 李虹钰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6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145 贾建宏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7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46 李雨锦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8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47 杨舒婷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19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48 谢晶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20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49 杜晨雪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2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0 邓鑫淼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2095022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1 王卓林 双凤小学 11209600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2 邱箬琳 双凤小学 112096002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3 张蔓亭 双凤小学 112096003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4 陈思辰 双凤小学 112096004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5 李馨然 双凤小学 112096005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6 马英旗 义兴镇小学 112096006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7 谢雅涵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96007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8 李婕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96008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59 何庆玲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096009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60 孙靖婷 西充县北极之星舞蹈艺术学校 112096010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61 冯雨佳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四、一班 11209601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62 袁维潞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四、八班 112096012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63 冯欣怡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一班 112096013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64 贾斯棋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五、二班 112096014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65 徐诺涵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2099034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66 刘香言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2099035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67 王欣颖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2099036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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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王菡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2099037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5:30 下午16:00

169 熊栖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99038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0 王向睿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2099040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1 马蕊洁 仪陇县义门小学校 112099041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2 马玲玲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99042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3 李蕊馨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99043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4 罗欣悦 仪陇县金城小学校 112099044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5 何宜轩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99047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6 任天娇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99048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7 黎若涵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99049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8 周芷萱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2099050 小学二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79 贾雨欣 南充一中 113091001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0 卢小美 保宁初级中学校 113094008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1 陈宜坪 南部县东方国际学校 113095001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2 李雨岭 仪陇县大寅中学校 113099051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3 周小丫 仪陇县三河中学 113099052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4 黄玲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99054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5 何静雯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99055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6 胡孟君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99056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7 林熙语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99057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8 熊珊等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99058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89 张艺涵、杨钰静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099060 初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90 刘馨乐 阆中师范 114091001 高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91 姜萍婷 阆中师范 114091002 高中组 体育舞蹈 十赛场 下午16:00 下午16:50

1 冯俊睿 三原实验学校 111111001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2 张梓鸿 三原实验学校 111111002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3 肖紫菡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03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4 杨诗蕊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04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5 汪芋伶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05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6 任欣怡 府荆小学 111111006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7 聂嫣苒 府荆小学 111111007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8 许萌 府荆小学 111111008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9 彭琳舒 府荆小学 111111009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0 唐文艺 府荆小学 111111010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1 任佳鑫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11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2 黄雨萱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12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3 张珂瑞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13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4 唐靖翔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14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5 张子妤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15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6 柯诗韵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16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7 沈甜懿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17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8:00 上午8:30

18 李佳轩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18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19 张寒煜 南充市城北小学 111111019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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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杨耀杰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111020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1 向彦伟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111021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2 周子媛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1111022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3 汪梓轩 南充市延安路小学 111111023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4 尹玟予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24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5 王晋瀚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1111025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6 刘桓均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111026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7 郭泰然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111027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8 雍雅鹭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111028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29 熊炳成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111029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0 鲁思琦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111030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1 党斯琪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1111031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2 李金可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114233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3 田诗瑜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114234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4 何荞希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1114235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9:00 上午9:30

35 王俊霖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114236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6 赵雨馨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1114237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7 张煜涵 南池小学 111114238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8 马康杰 金凤舞凰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111116001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39 范钰婷 金凤舞凰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111116003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0 何彦达 金凤舞凰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111116004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1 冯铭浩 金凤舞凰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111116005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2 任可为 金凤舞凰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111116006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3 张芷睿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二、一班 111116007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4 何霖玮 西充县建设路小学三、九班 111116008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5 鲜佩玲 仪陇县离堆小学 111119001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6 余思仪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119002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7 王馨蕊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119003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8 邱星原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119004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49 任胤儒 仪陇县宏德小学 111119005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00 上午10:30

50 李景仪 仪陇县宏德小学校 111119006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1 雷皓然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1119007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2 孙涵玥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1119008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3 陆俊成 仪陇县实验学校 111119009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4 高颢源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119010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5 薛涵韵 仪陇县滨江小学 111119011 小学一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6 喻果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111001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7 张思琦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111002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8 严涵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111003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59 孙渝昊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111004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0 任雨桐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111005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1 杨一萍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111006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2 刘相汝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111007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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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向可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111008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4 郭丰豪 南充市五星小学（育新校区） 112111009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上午10:40 上午11:10

65 唐浙语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12111010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6 董满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2111011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7 陈雨婷 实验小学 112114109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8 陈弈铭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114110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69 侯均明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12114111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0 余欣弈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114112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1 陈金艳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114113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2 冯浩楠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114114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3 李小佳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114115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4 冯柯涵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114116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5 李亦心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114117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6 牛晨蓉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114118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7 彭婷仪 阆中市多维外国语学校 112114119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8 敬子铭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114120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79 杨雨松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114121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0 黄怡浩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114122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3:30 下午14:00

81 杨茂林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114123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2 柴一绮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114124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3 李钰斌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114125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4 程欣怡 阆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校 112114126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5 姚雨佟 多扶小学 112116001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6 陈雨欣 多扶小学 112116002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7 张扬菲 多扶小学 112116003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8 王志予 西充县第一实验小学 112116004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89 冉洋 金凤舞凰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112116005 小学二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0 唐啸海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113119012 初中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1 梁力文 南充一中 114111001 高中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2 黄钰 南充一中 114111002 高中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3 李飞扬 南充一中 114111003 高中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4 苏芯仪 南充一中 114111004 高中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5 王皓璟 南充一中 114111005 高中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96 龙浩宇 南充一中 114111006 高中组 语言表演 十一赛场 下午14:30 下午15:00

第 31 页，共 3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