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入选考生资格及测试结果 

姓名  性别  省份  中学  等级  项目  测试成绩  

方橙  女  河北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一级  健美操   86.5  

巨美懿  女  河北  河北省唐山市第一中学  二级  网球  90  

张国武  男  山西  山西省太原市海洋实验中学  二级  足球  86  

刘洋  男  内蒙古  内蒙古一机一中  二级  网球  93  

宋梓铭  男  辽宁  沈阳市第二十四中学  二级  网球  92  

田洪宇  男  辽宁  辽宁省本溪市第一中学  一级  足球  90  

韩松峰  男  辽宁  辽宁省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一级  足球  83.5  

毕晏豪  男  辽宁  辽宁省本溪市高级中学  二级  足球  86  

刘烨  女  吉林  长春市第七中学  一级  篮球  88  

李岩松  女  黑龙江  大庆市龙凤区第六十中学  一级  健美操  88.5  

刘浩然  女  江苏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二级  健美操  82.5  

纪彦伶  女  江苏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二级  健美操  87.5  

丁冉  女  江苏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一级  健美操  87  

黄馨瑶  女  江苏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一级  健美操  93.5  

潘佳轩  男  浙江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二级  网球  92.5  

王雨寒  女  江西  南昌市第二中学  一级  篮球  73.5  

盛争妍  女  湖南  湖南省益阳市箴言中学  二级  网球  89  

王檬  女  重庆  重庆市南开中学  二级  篮球  93  

唐莹银  女  重庆  重庆市实验中学  二级  篮球  86  

姜琪  女  重庆  重庆市渝北中学  二级  篮球   86.5  

刘韫晗  女  重庆  重庆市渝北中学  二级  篮球  85.5  

罗邦彦  男  重庆  重庆市第一中学  一级  篮球  94  

刘孟逍  男  四川  成都市树德中学  二级  篮球  85  

江南茜  女  四川  成都市盐道街中学  二级  健美操  86.5  

黎一尘  男  四川  成都市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二级  网球   91  

刘红果  女  四川  成都市第十二中学  二级  健美操   88  

谢佳杨  男  四川  四川省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二级  篮球  93  

钟劲峰  男  四川  泸州市龙马潭区泸化中学  健将  健美操  88  

廖娟  女  四川  泸州天立学校  二级  篮球  72.5  

穆昱宏  女  四川  泸州天立学校  二级  篮球  71.5  

唐小垒  男  四川  绵阳南山中学  二级  网球  87  

陈直林  男  四川  绵阳南山中学  二级  网球  82.5  

侯虹宇  女  四川  绵阳南山中学  二级  网球  86  

叶子一  男  四川  绵阳南山中学  二级  网球  83  

毛谢恩  女  四川  四川省绵阳市南山中学  二级  网球  88  

陈垚村  男  四川  绵阳中学  二级  篮球  94  

崔桓榛  男  四川  绵阳中学  二级  网球  84  

安思阳  男  四川  成都市树德中学  二级  网球  80  



翟凡  男  四川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二级  网球  82  

杨鑫  男  四川  遂宁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二级  网球  78.5  

龙姿羽  女  四川  四川省南充市高级中学  二级  篮球  79  

钟杪  男  四川  四川省达州市高级中学  二级  篮球  80.5  

韩潇霄  男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第八中学  二级  篮球   81  

丁干倪  女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学  二级  篮球  78  

余宏伟  男  云南  云南昆明市第一中学  二级  足球  88  

胡馨如  女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第十中学  二级  篮球  78.5  

肖煜  男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  二级  足球  89  

李俊霖  男  云南  昆明市第三十中学  二级  网球  85  

陈昱瑾  男  云南  云南省曲靖市第二中学  二级  足球  85  

王源嵩  男  云南  昆明市第八中学  一级  篮球  90  

张智荣  男  云南  云南省德宏州民族第一中学  二级  网球  94  

杨景然  女  云南  德宏州民族第一中学  二级  网球  86.5  

任天润  男  陕西  西安交大附属中学分校  二级  篮球  90.5  

周高鼎  男  陕西  西安市铁一中学  一级  篮球  91.5  

李润泽  男  甘肃  兰州二中  二级  篮球  84.5  

刘谌  男  甘肃  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中学  二级  篮球  91  

张子钰  男  宁夏  宁夏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二级  足球  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