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北京市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出场顺序
2018-5-26 北京市地坛体育馆二楼多功能厅

顺序 时间 舞种 单 位 级别 名 单

1 08:00 拉丁 太阳星舞蹈艺术教育 一级

胡晓静 姚俊宇 杨雅娴 远梓涵

杨 玥 徐霄明 曹思琪 赵麒涵

徐梓诺 刘洺宇 刘雨希 赵晨希

2 08:04 拉丁 北京辉煌舞蹈培训中心 一级

白静怡 郝 艺 刘英朔 王 怡

汪炳岚 李春莹 李绍娴 刘梓嫣

薛斯元 刘子慕 谢璐宇 刘鸿驿

3 08:08 拉丁

北京辉煌舞蹈培训中心

北京启亚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通乐艺术培训学校

一级

吴一凡 黄嘉莹 赵芊潼 荆雨涵

辛佳轩 杨佳佳 徐梦熙 杨雨婷

魏旖璐 杨子鸽 姜秋宇 李木子

4 08:12 拉丁
通乐艺术培训学校

北京市艺童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级

李李子 刘子萱 王美琪 王瑞依

王瑞涵 郑佳杨 罗艺宸 罗心妤

米可欣 钟宜禾 冯若斯 颜亦佳

5 08:16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劳动技术教育中

心

北京豆豆舞蹈艺术中心

一级

张钧雅 张钧乔 李思程 王梓期

郭奕含 桑 田 张 昕 宋熙爱

果净如 徐清屿 张云裳 杨铭淇

6 08:20 拉丁

北京优益国际艺术培训中心

北京舞爱拉丁舞培训中心

北京爱尚时舞蹈培训中心

一级

张 烨 闫 琳 王雨荷 林子涵

史依禾 刘子渤 刘禹杉 张翼洋

顾佳怡 李卓曦 周佳潭 陈璐妍

7 08:24 拉丁 北京兰翼风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级

陈铠文 张羽曈 张芳菲 于明溪

杨岳千 王露源梓 唐静怡 谭钰萁

马牧谣 卢孙可儿 刘悦聪 贾博涵

8 08:28 拉丁

北京兰翼风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市热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绿光森林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郝梓嘉 富奕萱 冯雪庭 王涵宇

商一凡 田曼霖 王润瑶 陈加悦

姜屹桐 胡润桐 曹晏莹 王以轩

9 08:32 拉丁
绿光森林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市虎威天下文化传媒
一级

吴睿嫣 兰梦菲 时宇博 肖 然

邢鑫鑫 李佳琦 张宜宣 王莹晓

李梦雨 姚牧笛 张 琳 陈紫雨

10 08:36 拉丁

北京市虎威天下文化传媒

北京灵舞舞蹈培训中心

美育艺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级

刘彤萱 高若菲 刘枭倩 瓮泊宁

杜嘉瑄 沈 琪 王莺菲 蔚 紫

范紫涵 关思涵 关思雯 何佩汝

11 08:40
拉丁

北京星宏鹏达舞蹈培训中心

北京奕卓文化艺术资询有限公司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李亦晨 王子怡 杨涵钰 于 意

刘惠萱 孟雅琪 周 格 丁艺涵

程 璐 胡悦然 石雨涵 吕奕嘉

12 08:44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王瀚辰 张哲铭 孔莹莹 陈佳天

刘锰熹 周永思 金安琦 张曦钰

姚沛妍 张亦弛 赵蔓心 孙宛萱

13 08:48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胡寓杰 王婉婷 张雅淇 孙易瀛

孙显瀛 冯子妍 王可欣 罗子嫣

蒲晓穆 伍玲萱 任禹烨 田子仟

14 08:52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南奕轩 闫紫宜 张思笛

信 钰 韦亦欣 施欣蕊 陈佳钰

周咏畅 韩 畅 耿绮若 王伊宁



15 08:56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李紫菡 邓梓涵 王芊睿 武妍秋

何锦睿 严敬雯 刘歆冉 何欣阳

杜昕昊 徐茗萱 王思雯 张宸歌

16 09:00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姜悦歆 李天和 纪鹿鸣 潜乐冉

刘珺瑜 陈钰轩 王澜梦 李言一

白靖媛 郭子萌 刘玥汐 瑞又熹

17 09:04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王 青 张茗萱 张雨萱

金义宸 刘艾琦 王子奥 田易明

王萍萍 陈梓昕 荣 易 边泠月

18 09:08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卢佳煊 刘与时 莫羿瑞 刘 冬

张壹茗 罗星宇 王若涵 廖颖超

王舆浩 刘王千寻 耿 容 李阅然

19 09:12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鹿书婷 春雨彤 赵禹涵 李月濛

季 艺 冯加萱 凌 淼 李子歌

雷紫晗 杨田雨 吕方德 黄玉静

20 09:16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级

王子函 王梓宁 周妍欣 曹维玓

陈彤菲 王睿阳 王亦萱 吴韫含

周千羽 郭玥篪 夏梓萱 陈伊一

21 09:20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级

张鑫予 李思瑶 李沁瑶 隋沛凌

王鹤璇 郭玥灵 韩欣芮 毕馨予

曹昕怡 孟轩竹 赵静慈 左羽婷

22 09:24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级

郝怡雯 程 玥 刘楚予 尹清阿

刘子怡 王思月 田曼琪 陈梓灵

王香润 方 芳 张欣怡 刘佳一

23 09:28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级

梁晨曦 庞雅月 葛一诺 许思齐

李文慧 沈 硕 崔安琪 郑奥楠

马逸凡 王佳琪 赵宸瑄 宋优璇

24 09:32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级

赵佩荧 王梓言 李沁馨 李雨佳

孙楚涵 郑雨珊 肖芊漪 张思嘉

李欣颖 张赵冉 李一诺

25 09:36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级

张铭潇 宋涵越 白锦瑶 陈雨嘉

杨欣艺 王 睿 卢欣迪 赵佳雯

任欣悦 刘羽童 张桐雨 崔艺馨

26 09:40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级

王婧琪 王婧媛 臧鑫悦 蔡雨浓

王梓斐 李佳轩 吕璐妤 台婉桥

薛苏芮 王梦涵 陈思图 韩欣宏

27 09:44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级

张馨悦 张 依 谢菲儿 朱 怡

徐文萱 金雪岩 张超颖 宿一诺

李佳仪 宋佳一 徐佳怡 杜欣然

28 09:48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级

姜紫涵 袁欣桐 朱静昀 王紫萱

夏国豫 李静祎 智叶涵 王馨仡

朱雅琦 郭又嘉 卢羽瑄 霍 鑫

29 09:52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北京流光飞舞文化艺术中心
一级

许苏若 刘佳琪 陈 辉 霍天虹

王 晨 张一一 孙伊余 李泽圆

徐佳宁 游 婷 唐诗韵 宋潇涵

30 09:56 拉丁
北京流光飞舞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优诺舞蹈
一级

张怡嘉 李佳瑶 李思远 李家瑄

杜晴月 梁婧琪 周欣怡 王泽豪

刘雨辰 高天子阳 侯 墨 叶雨菲



31 10:00 拉丁 北京优诺舞蹈 一级

甘佳宁 赵墨涵 明涵淇 姚立言

秦 雨 于 悦 苏亦卓 杨欣妍

蒲 欣 喻文睿 李偌溪

32 10:04 拉丁 简舞舞蹈工作室 一级

王惠珊 王可馨 王珺瑶 潘欣然

孙 萌 王一涵 于晓婷 孙宇萱

田雨辰 詹鑫琳 单钰琦

33 10:08 拉丁 北京诺亚优嘉国际艺术中心 一级

李 敏 马 珂 殷 悦 陈滢超

杨丹妮 范筱凡 丁梓晨 闻梓尚

张杰慧 孙 磊 王楚涵 陈思彤

34 10:12 拉丁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一级

郝思然 苏子涵 张馨予 张瑄格

陈雨萱 胡之卉 周玥彤 孟夕然

王子维 王岩涛 许轩硕 杨梓鑫

35 10:16 拉丁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一级

李依哲 陈俊羽 葛觐瑞 费浩凯

郝韵涵 张伊宁 马艺瑄 刘 桐

张雨坤 张祖颍新 徐乙厶 王晨宁

张懿滋 林子晴 任梓豪

36 10:20 标准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一级 仇艺霏 卢品灼

37 10:24 拉丁

绿光森林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市热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市虎威天下文化传媒

美育艺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级

付佳筠 王涵宇 商一凡 田曼霖

王润瑶 陈加悦 陈紫雨 关思涵

关思雯 何佩汝 韦 玮 刘郁朗

38 10:28 拉丁

北京灵舞舞蹈培训中心

北京爱尚时舞蹈培训中心

北京市芮子墨舞蹈

二级

高若菲 刘枭倩 瓮泊宁 杜嘉瑄

沈 琪 王莺菲 蔚 紫 范紫涵

周佳潭 陈璐妍 袁佳怡 谢承宜

39 10:32 拉丁
北京兰翼风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奕卓文化艺术资询有限公司
二级

张芳菲 卢孙可儿 刘悦聪 贾博涵

郝梓嘉 冯雪庭 石雨涵 李凡敏

赵 韩 王佳妮 商惠婷 肖雅琪

40 10:36 拉丁

北京奕卓文化艺术资询有限公司

北京诺亚优嘉国际艺术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二级

董瀚文 董瀚元 李 敏 马 珂

吴卓玹 宋舒宇 沈筱涵 赵梓彤

王若琪 李睿泽 张 依 谢菲儿

41 10:40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二级

朱 怡 徐文萱 金雪岩 张超颖

宿一诺 宋佳一 徐佳怡 杜欣然

姜紫涵 袁欣桐 王紫萱 夏国豫

42 10:44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二级

李静祎 智叶涵 朱雅琦 郭又嘉

许苏若 刘佳琪 陈 辉 霍天虹

王 晨 张一一 孙伊余 李泽圆

43 10:48 拉丁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二级

徐佳宁 游 婷 郝韵涵 张伊宁

马艺瑄 刘 桐 张雨坤 张祖颍新

徐乙厶 王晨宁 张懿滋 林子晴

任梓豪 林希蔓

44 10:52 标准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二级
张亦鹭 龚琪刘嘉 郑杰霜琪

董怡彤 王诗雅 鲁程超 卢品灼

45 10:56 拉丁 北京灵舞舞蹈培训中心 三级

瓮泊宁 杜嘉瑄 沈 琪 王莺菲

蔚 紫 李畅然 文 棋 赵小萱

赵雨墨 杨越茗 任柏恺 杨舒画



46 11:02 拉丁

北京灵舞舞蹈培训中心

北京爱尚时舞蹈培训中心

绿光森林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市虎威天下文化传媒

三级

王紫陌 李思仪 魏霄然 刘思汛

秦子媛 李舜华 陈璐妍 卢珈熠

许家祺 唐雯祎 付佳筠 付琦淼

47 11:08 拉丁
北京市虎威天下文化传媒

美育艺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级

王仔平 陈思嘉 兰婷煦 孙宏羽萱

郑 艾 李思祺 宋雨珊 殷一桐

张诗宸 刘雨涵 田可欣 鲜羽凡

48 11:14 拉丁

七彩梦艺术教育

北京艺迅佳韵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阿咪呀(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级

周玉欣 叶佳玟 田 爽 杨湘缘

周安然 魏玟玥 李家宝 何佳依

郑小莹 谷思莹 刘 硕 田诗菡

49 11:20 拉丁

北京市芮子墨舞蹈

北京奕卓文化艺术资询有限公司

北京星宏鹏达舞蹈培训中心

三级

袁佳怡 谢承宜 李凡敏 赵 韩

王佳妮 商惠婷 肖雅琪 王绍骅

刘子蕊 罗舒一慧 周菁冉

50 11:26 拉丁
北京流光飞舞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级

李焕晰 郝芯伊 候嘉茵 霍 彤

纪孟汐 吕荞含 谢雨旋 陆欣奕

陈奕霏 马忆馨 于启楠 张芷毓

51 11:32 拉丁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优诺舞蹈
三级

张子欣 王润仪 仰梓涵 罗睿妍

龚芳琪 邵泽正 罗鑫悦 张芮琦

滕雯煜 宫晨溪 刘宇轩 刘欣妍

52 11:38 拉丁 北京优诺舞蹈 三级

臧一诺 李佳怡 王雨轩 陈嘉木

张一晨 蒋禹涵 陶梓涵 魏如意

邹婧恩 王雪铜 白 宸 王泓钰

53 11:44 拉丁
北京优诺舞蹈

简舞舞蹈工作室
三级

李源浩 石安琪 冯钰然 韦子萱

彭 勃 石沐梓 丁莫然 姜珑依

余子怡 田雪茹 张心怡 陈汇雯

54 11:50 拉丁 简舞舞蹈工作室 三级

陆佳雯 孙静琪 王天洋 姚昊文

张文彬 高雪妍 秦希文 顾涵钰

齐丹阳 巩雨微 徐佳琪 王卓妍

55 11:56 拉丁 简舞舞蹈工作室 三级

冉佳欣 王金妍 刘昱彤 明洋紫

章嘉轩 张雨彤 王文铎 段 恋

徐梦涵 赵沛仪 燕 慈 梁馨月

56 12:02 拉丁
简舞舞蹈工作室

北京诺亚优嘉国际艺术中心
三级

马梓彤 武佳钰 武佳依 郝宇馨

赵子约 郑馨雨 岳思妍 黄依晗

亢雅慧 秦田菁 陈雅婷 邬晓煜

57 12:08 拉丁
北京诺亚优嘉国际艺术中心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三级

宁馨蕊 王烁菡 郑诗涵 郑诗淇

郭泳涵 贺雅婷 董美鑫 孙恺蔚

张琳怡 王梓涵 李佳静 朱子奥

58 12:14 拉丁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北京市地坛体育馆
三级

梁馨月 李雨宸 赵文瑄 付一乔

张亦鹭 任孟佳 陈王孜 赵梓涵

刘 越 翟若冰 赵子锌 单睦蘅

59 12:20 拉丁 北京市地坛体育馆 三级
陈诗语 段逸萱 覃梦婠婠

汤 悦 李钰瑶 刘雨艳

60 12:26 拉丁

北京市地坛体育馆

北京灵舞舞蹈培训中心

北京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四级

李钰瑶 刘雨艳 杨舒画 王紫陌

李思仪 魏霄然 刘思汛 秦子媛

李舜华 宋悠然

61 12:32 拉丁
北京诺亚优嘉国际艺术中心

北京流光飞舞文化艺术中心
四级

亢雅慧 宁馨蕊 王烁菡 贺雅婷

郑诗涵 郑诗淇 郭泳涵 舒浣凝



62 12:38 拉丁

北京市地坛体育馆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五级

王嘉雨 仇泯霏 刘 苏 屈木子

于婧萱 魏 嘉 李佳宁 张楒琪

赵上雯 刘迪菲 李楚涵 郭欣怡

孙熙荷 仇艺霏

63 12:46 拉丁
北京流光飞舞文化艺术中心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六级

谢子萱 郭欣怡 孙熙荷 仇艺霏

王博涵 李佳妍 龚琪刘嘉 郑杰霜琪

董怡彤 王一帆 于千惠 王晓祎冉

64 12:54 拉丁 唐山中心拉丁舞学校 六级

赵梓豫 崔博思 张湘楠 马可粤

赵钰淇 关皓天 冯悦语轩 于馨惠

郑阳仪潼 王诗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