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6-3）北京市体育舞蹈技术等级考核出场顺序

铜 牌 考 核

顺序 时间 舞种 单 位 名 单

1 9：00 拉丁 北京众北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卢珈熠 林芷音 唐雯祎 文 棋

张韵奇 杨越茗 李畅然 陈俊彤

赵小萱 赵雨墨 张力凡 曾涤非

2 9：05 拉丁 北京众北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张乐岩 刘嘉一 吴思羽 姜子月

武灵汐 唐钦格 郝美婷 张钰琪

毕沈亦 许家祺 赵雨彤 秦子媛

3 9：10 拉丁 北京众北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刘思讯 任柏恺 王旖雯 甘羽乔

章惠婷 钱雨荷 刘昀熙 韩欣雨

贺禹然 李舜华 杨舒画 王紫陌

4 9：15 拉丁
北京众北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优诺舞蹈

李思仪 魏霄然 夏锦铭 王之涵

范一诺 张一晨 邹婧恩 滕雯煜

陈嘉木 陶梓涵 刘欣妍 宫晨溪

5 9：20 拉丁 优诺舞蹈

魏如意 罗鑫悦 邵泽正 张芮琦

蒋禹涵 王雨轩 李源浩 石安琪

王雪铜 刘宇轩 胡译方 张素瑜

6 9：25 拉丁 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王润仪 何书漫 籍嘉妮 傅 珺

赵文博 陈靖涵 岳雨晴 孙婉宁

佟天慈 马一诺 李成蹊 张良雨

7 9：30 拉丁 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杨正铧 陆欣奕 吕荞含 谢雨璇

纪孟汐 张世然 隗夕瑶 刘美言

缑金珠 李奕萱 张琦娜 杨舒语

8 9：35 拉丁
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北京市芮子墨舞蹈

岳可儿 高川祺 王雪懿 刘一佳

刘怡含 张以轩 张婉云 孙千棋

李欣桐 李昕烨 孟祥云 马琳达

9 9:40 拉丁 简舞舞蹈工作室

杨奕琳 唐紫晗 李梓烨 赵梦喆

郝宇馨 燕 慈 李瑞恩 赵沛仪

梁馨月 班英岚 刘雅楠 武佳钰

10 9:45 拉丁 简舞舞蹈工作室

武佳依 郑馨雨 张文彬 姚昊文

高雅楠 巩雨微 齐丹阳 顾涵钰

高雪妍 邢可欣 曹艺萱 黄依晗

秦希文

11 9:50 拉丁 虎威天下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王 敏 杨可欣 姚墨轩 梁慧轩

王昭蓉 王紫琪 胡瑞轩 梁佳蕊

王曼茜 田芮畅 陈思嘉 付琦淼

12 9：55 拉丁

虎威天下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新生代艺术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王仔平 于淳曦 穆钰婧 臧明珠

董博文 芦思羽 韩京京 高梦童

高宇晗 袁子瑶 王禹晴

13 10：00 拉丁 北京好奇之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郭心怡 向子汀 王雨暄 姜雨涵

朱佳妮 韩明妍 王梓萌 孙颖莎

王海琳 董耀颖 叶心菲 肖琳梓卉

14 10：05 拉丁

北京好奇之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华夏新国际

周熙媛 白千禾 曹 珈 阚 奥

倪雨嘉 顾家祺 南思思 赵雪涵

起家玉 卢丽容 布雨瞳



15 10：10 拉丁
Danceholic 舞蹈工作室

北京市先艺艺术教育

马丹阳 郑媛元 张金寅 崔紫艺

宋韵妍 武芮禾 陈玥含 刘筱诺

16 10：15 拉丁 北京茗竹听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董一燃 解佳怡 赵翊彤 吉喆煦

吴宇淇 张楒瑶 雷天岳 张 煌

付桐茜 陈雨晴

17 10：20 拉丁

流光飞舞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星宏鹏达舞蹈培训中心

王秋缘 尤欣然 刘茗萱 张湘涵

邹乐瑶 王绍骅 刘善博 刘子蕊

周菁冉 罗舒一慧

银 牌 考 核

顺序 时间 舞种 单 位 名 单

18 10：26 拉丁 北京众北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钱雨荷 刘昀熙 韩欣雨 贺禹然

李舜华 杨舒画 王紫陌 李思仪

魏霄然 夏锦铭 王之涵 范一诺

19 10：32 拉丁
桔子树音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简舞舞蹈工作室

张嘉湉 肖子涵 赵镠清 王婉淳

马跃溪 田 艺 李嘉慧 王亦心

曹箬溪 黄思源 程铭博 张思彤

20 10：38 拉丁 简舞舞蹈工作室

陈 盈 安谱玉 艾嘉怡 侯佳慧

王 峥 王 玥 张诗檬 鲁 奕

刘金鑫 吕小冉 袁晓昱 朱嘉芮

21 10：44 拉丁

虎威天下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地坛体育馆

金丽泽 王 妍 孙紫涵 杜鑫蔚

冯彦娇 隋媛媛 张柯欣 娄鑫阳

武文婷 王语凡 李 双 陈可星

22 10：50 拉丁 北京好奇之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安颖琦 孟天语 闫钰涵 程妙瑜

张梓茹 魏 颖 蒋怡然 王思予

魏暄烨 纪涵超 李嘉榕 王思晨

肖琳梓卉

23 10：56 拉丁
盛开如兰

Danceholic 舞蹈工作室

揭依琳 余雨轩 王梓璤 王 钰

温 欣 张瑾轩 雍 悦 李 堃

张璟媛 王若溪 李维瑄 刘懿漩

24 11：02 拉丁
Danceholic 舞蹈工作室

北京市先艺艺术教育

王依涵 吴怡诺 李子璐 田雨熙

陈 淼 连浩然 蓝业翔 田宇轩

胡铭洋 杨啸宇 全方舟 王张尔玺

25 11：08 拉丁
新生代艺术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李佳珊 朱 蕊 张馨月 丁权垚

贾卓悦 燕 馨 夏紫微 曹梓菡

高宇晗 袁子瑶

26 11：14 拉丁

艾比儿童文化艺术中心

流光飞舞文化艺术中心

凤舞云霄艺术中心

孙语涵 夏茜琳 郝淇霏 周嘉禾

郭晓阳 杜嘉妮



金 牌 考 核

顺序 时间 舞种 单 位 名 单

27 11：20 拉丁
简舞舞蹈工作室

北京好奇之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王嘉祺 任可欣 陈怡然 蔡云菲

谢心悦 楚馨淼 张寒潇 胥辛萌

秦依凡 于 洋 孟天语 肖琳梓卉

28 11：28 拉丁 北京好奇之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冯成悦 王丽雅 谢心贤 李雨桐

魏 颖 刘芮伊 李子怡 古 雨

王子涵 翟逸轩 高文墨筝

29 11：36 拉丁

北京茗竹听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流光飞舞文化艺术中心

于佳航 隗立彤 吴锦昊 耿睿涵

于诗钺 常心羽 田景辉 刘家贝

郭雨杨 林晓冉

30 11：44 拉丁 凤舞云霄艺术中心

李子琪 程琬琰 沈梓齐 宋姝玉

赵婧妍 梁瑞滢 吕可山 吕可优

王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