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伯来 闭成凯 宾珈 蔡瀚文 蔡沃霖 蔡宇喆 蔡雨彤 蔡正妍 蔡植烨 曹可忻

曹洋 曹智普 岑文络 曾宝谊 曾筠然 曾培伦 曾庆麟 曾贻乐 曾亿坤 曾译萱

曾子瀚 车妍慧 陈炳胜 陈博涵 陈浩天 陈泓成 陈泓宇 陈嘉慧 陈健聪 陈 杰 骏

陈科翰 陈孔霖 陈民悦 陈敏琪 陈铭杰 陈芃昕 陈芊潼 陈锐源 陈瑞丰 陈 睿 涵

陈诗雨 陈思瑶 陈思源 陈穗烨

第二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韬羽 陈佟 陈雯嫣 陈熹 陈曦 陈晓琳 陈昕朋 陈欣禧 陈欣彧 陈 衍 豪

陈彦希 陈渝尹 陈宇辉 陈雨琪 陈钰 陈远超 陈悦怡 陈韵琦 陈展鹏 陈 梓 进

陈梓宁 陈梓洋 程朗 程鹏仁 程玙曈 程子铭 池瑞 崔森淼 崔文俊 戴 东 辰

戴晓冰 戴予希 邓丽雯 邓晓婧 邓瀛 邓哲 邓芷晴 邓子玥 丁川 丁 美 婷

丁雨田 丁煜诚 杜欣儒 杜沅珊

第三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范嘉麟 范梦一 范怡宁 范志辉 房俊宏 冯迦卫 冯莉媛 冯凌知 冯鑫彤 冯 永 航

傅安妮 甘若凡 高若愚 高圣麟 高玮莹 高郅昊 耿梓萌 龚煜航 顾国宇 关 凯 昕

关名孜 关锐翔 官琥杰 管悦琳 郭楚楚 郭德宝 郭丰非 郭昊鑫 郭慧楠 郭 文 琳

郭希雯 郭雨欣 郭子萱 韩晋熙 郝人 何飞 何冠娴 何健铭 何俊兴 何睿

何舒晴 何文睿 何贤斌 何星颖 何泽扬

第四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何梓靖 贺娜 洪浩轩 洪文钰 洪雨菡 侯映均 侯云耀 胡骢瀚 胡津豪 胡 景 飘

胡夏 胡雅琪 胡杨 胡壹 胡艺骅 黄博林 黄晨熙 黄崇轩 黄楚宁 黄 楚 艺

黄翠盈 黄浩麟 黄浩翔 黄浩轩 黄惠儿 黄佳佳 黄璟璇 黄科锐 黄乐诗 黄 铭 扬

黄星逸 黄杨致 黄勇畅 黄钰雯 黄泽晴 黄志谦 黄子凌 黄紫东 贾惠雯 江 秉 聪

江帆 江建泓 江玮琪 江星瑶

第五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江雨宸 江玥呈 蒋佳璇 蒋欣欣 蒋旭豪 柯淏槟 孔德毅 孔海岚 孔梓殷 邝 峻 晧

邝晓妍 邝智颖 赖炘扬 劳栎棨 劳思睿 冷峻 黎彩婷 黎立 黎小源 黎 彦 彤

黎泽雄 黎芷澜 李从睿 李浩扬 李嘉慧 李靖洋 李乐贤 李林晶 李蔓祺 李蒙

李宓渝 李敏绮 李沐霖 李沛芸 李骐宇 李清然 李荣浩 李希越 李小瑜 李 晓 阳

李筱旭 李叶钊 李一家 李奕菲 李宇轩

第六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李元宏 李昀恺 李正洋 李智航 李卓欣 李梓菁 李紫欣 利伊纯 连珩宇 连 泓 凯

梁楚沣 梁海琳 梁恒菲 梁嘉睿 梁星尧 梁懿 梁颖雯 梁语霏 梁泽天 梁 展 豪

梁子诚 廖文钰 廖祎邦 林琮皓 林家豪 林家如 林沛德 林谦 林珊羽 林 天 林

玮彦 林熙雅 林潇 林义凯 林奕彤 林芸萱 林智聪 林子程 凌慧宜 刘 贝 西

刘碧钰 刘伯言 刘宸希 刘德灏

第七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刘复翰 刘海荣 刘灏 刘佳婧 刘家宝 刘家乐 刘洁 刘骐玮 刘庆霖 刘 汝 彬

刘诗阳 刘思铭 刘斯祺 刘惟楚 刘熙彤 刘言康 刘倚彤 刘怿齐 刘毅铮 刘 芸 希

刘蕴仪 刘智舟 柳苑青青 龙麒旭 龙诗娆 龙瑶 龙怡璇 龙征 卢嘉颖 卢 炫 玥

卢子昊 陆明涛 陆欣瑶 罗璨 罗畅达 罗海宾 罗慧权 罗楠 罗芮 罗司允

罗裔 罗渝粤 罗悦 吕乐妍



第八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吕诗雯 马晨菲 马守薏 麦家浚 梅国兴 孟子期 米鑫泽 莫璟瑀 宁景悦 欧阳彤俊

欧阳泽恺 潘拉朵 潘映璇 潘雨娴 潘玥颐 庞雅文 彭宝茵 彭达霖 彭启博 彭 奕 博

彭宇康 彭裕邦 彭展鲲 彭志斌 彭梓蒽 彭自娴 钱正 秦嘉泳 秦梓浩丘德燊丘

悦 邱欣仪 邱懿 饶晨曦 任帅宇 茹智然 阮语晗 沙子渊 邵兰钧 邵文熙

沈洋 史珈咏 史湛敏 舒彦

第九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疏畅 宋承胤 宋昊翔 宋启慧 苏琮涵 苏嘉俊 苏元元 苏子晴 孙梁栋 孙 烨 雷

覃佳睿 谭凯文 谭奕东 谭韵琪 谭智瀚 谭子宽 谭子鸣 汤恺宁 唐艺博 唐 子 茜

涂苏蓝 万晟 汪东峻 汪明岳 汪世铧 王炳然 王楚翘 王聪 王瀚笙 王 厚 涵

王慧雅 王佳裕 王锦 王婧 王圣烨 王思芮 王伟浩 王伟麟 王炜诚 王 孝 天

王馨仪 王星瀚 王彦恺 王沂琳 王奕飞

第十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王奕霖 王禹清 王禹源 王语廷 王泽瑜 王昭颖 王子荷 王子乔 王子悦 王 梓 悦

危诗理 韦智聪 魏正平 温明昕 文成聿 文家宝 文韬 吴安琪 吴国逸 吴 皓 霖

吴羁扬 吴佳睿 吴璐彤 吴秋韵 吴诗蕙 吴颂轩 吴桐 吴晓洋 吴一凡 吴 禹 霏

吴翟 吴政熹 吴致君 伍睿宇 伍钰桐 伍梓轩 夏思睿 夏雨墨 肖安敏 肖 昌 金

肖皓朗 肖佳成 肖伟祺 肖雨玥

第十一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谢艾玲 谢安瑶 谢博宇 谢楚彤 谢嘉欣 谢开 谢林峰 谢旻杰 谢欣妤 谢 信 希

谢咏言 谢瑜亮 谢予 谢钰婷 熊子萱 修子唯 徐锦开 徐婧涵 徐可人 徐 培 灏

徐秋冉 徐熙言 许洪玮 许黄炎 许诺 许倩兰 许睿 许小璐 许伊旻 许 伊 然

许樱蓝 许展铭 许钊铭 许哲楷 许子函 许子仪 宣雅恣 禤正昊 薛子谦 闫 瀚 丹

闫梦琦 严睿棋 严浠文 严晓蕾

第十二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阎俊臣 颜义襄 杨家琪 杨金骐 杨婧宜 杨峻骁 杨凯茹 杨淼森 杨鹏 杨 蕊 嘉

杨尚儒 杨曦 杨颖涛 杨雨露 杨云婷 杨增文 杨知奇 杨芷诺 杨紫涵 姚 陈 锴

姚家伟 姚建宇 姚凯晟 姚欣彤 姚桠莹 姚育桦 叶宸瑄 叶功伟 叶瀚 叶 洹 臻

叶慧欣 叶炼森 叶思蓓 叶颖禧 叶昭毅 叶政祺 扆皓然 易睿琳 易迅 于 佳 珊

余纪霖 余嘉 余乐怡 余彦潼

第十三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余一帆 余薏 俞锦芝 虞子潇 喻润棠 袁梦菲 张柏阳 张笔杰 张晨曦 张 城 玮

张涵雅 张嘉颖 张晋燊 张婧宇 张峻玮 张可心 张蕾雨田 张力扬 张霖清 张 明 皓

张清悦 张时明 张汤 张宛维 张琬玥 张伟鑫 张文鑫 张翔 张馨月 张 幸 仪

张旭飞 张壹 张友晟 张宇清 张雨晴 张悦成 张哲涵 张倬然 张子谦 张 子 欣

张紫萱 赵晗钦 赵立人 赵文植

第十四组（按姓氏拼音排序）

赵心悦 赵妍菲 赵妍瑜 甄永晖 郑博文 郑凡亭 郑集文 郑力铭 郑荣琪 郑 懿 榕

钟锦鸿 钟旻 钟佩霖 钟旗锋 钟玘岚 钟滢涛 钟颖 仲安之 周谷臻 周 海 帆

周凯斌 周铭昊 周若曦 周雪婷 周宇翙 朱昊霖 朱家庆 朱杰 朱靖雯 朱 佩 怡

朱鹏飞 朱睿 朱欣怡 朱星朋 朱宇浩 朱禹畅 朱原乐 朱梓鸿 庄承熹 卓 嘉 邹

濠锐 邹睿 邹玮泽 邹线线 邹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