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海大学2022年高水平运动队初审通过考生名单（一）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报名项目 生源省份

1 221029402000058 李开春 男子足球 河南省

2 221029402000116 张添哲 男子足球 湖南省

3 221029402000153 陆柏羽 男子足球 江苏省

4 221029402000181 闵正阳 男子足球 河北省

5 221029402000185 潘泰岐 男子足球 陕西省

6 221029402000206 戴文豪 男子足球 四川省

7 221029402000227 黄嘉溢 男子足球 四川省

8 221029402000232 邓子然 男子足球 广东省

9 221029402000264 权俊哲 男子足球 江苏省

10 221029402000266 洪睿程 男子足球 安徽省

11 221029402000275 辛毅峰 男子足球 陕西省

12 221029402000292 李佳亮 男子足球 陕西省

13 221029402000298 刘熙桐 男子足球 河南省

14 221029402000299 舒伟 男子足球 贵州省

15 221029402000303 廖玺 男子足球 湖南省

16 221029402000312 刘浩文 男子足球 河南省

17 221029402000317 宋昊 男子足球 河北省

18 221029402000321 刘宇坪 男子足球 四川省

19 221029402000344 朱磊 男子足球 广东省

20 221029402000345 杨坤龙 男子足球 广东省

21 221029402000347 冉耘赫 男子足球 河北省

22 221029402000350 李宇佳 男子足球 河北省

23 221029402000351 徐智盛 男子足球 江苏省

24 221029402000354 王家昊 男子足球 山东省

25 221029402000355 甘卓杭 男子足球 湖北省

26 221029402000356 谭鑫 男子足球 广东省

27 221029402000357 梁柱 男子足球 广东省

28 221029402000358 范家麒 男子足球 广东省

29 221029402000003 冯烨琳 乒乓球 河北省

30 221029402000004 王烨 乒乓球 河北省

31 221029402000006 田雨晨 乒乓球 北京市

32 221029402000007 刘晟琅 乒乓球 四川省

33 221029402000008 丁昊 乒乓球 陕西省

34 221029402000011 杨翘竹 乒乓球 吉林省

35 221029402000016 刘哲瑜 乒乓球 重庆市

36 221029402000017 李洋婧 乒乓球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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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21029402000018 徐润 乒乓球 黑龙江省

38 221029402000019 刘心语 乒乓球 福建省

39 221029402000022 秦海曦 乒乓球 辽宁省

40 221029402000023 曾舟嫱 乒乓球 山东省

41 221029402000026 郁晓旭 乒乓球 安徽省

42 221029402000028 池宸 乒乓球 云南省

43 221029402000033 汪宇 乒乓球 北京市

44 221029402000035 刘禹彤 乒乓球 黑龙江省

45 221029402000038 鹿羽尧 乒乓球 江苏省

46 221029402000039 王卫晨 乒乓球 河南省

47 221029402000040 刁海鹏 乒乓球 安徽省

48 221029402000041 杨茜 乒乓球 江苏省

49 221029402000042 王宁 乒乓球 山东省

50 221029402000049 宋昕媛 乒乓球 吉林省

51 221029402000051 李妍 乒乓球 内蒙古自治区

52 221029402000064 张开然 乒乓球 辽宁省

53 221029402000067 张欣悦 乒乓球 重庆市

54 221029402000068 钱语澜 乒乓球 江苏省

55 221029402000069 黄久芝 乒乓球 浙江省

56 221029402000071 刘雨彤 乒乓球 山东省

57 221029402000076 周希贤 乒乓球 重庆市

58 221029402000078 岳思军 乒乓球 安徽省

59 221029402000087 黄泓翔 乒乓球 北京市

60 221029402000088 陈子涵 乒乓球 江苏省

61 221029402000090 丁予涵 乒乓球 辽宁省

62 221029402000094 陈蕊 乒乓球 江苏省

63 221029402000097 王浩东 乒乓球 山东省

64 221029402000098 冯子琦 乒乓球 浙江省

65 221029402000100 李维 乒乓球 浙江省

66 221029402000102 何珍妮 乒乓球 湖南省

67 221029402000106 马源 乒乓球 吉林省

68 221029402000109 王欣宇 乒乓球 黑龙江省

69 221029402000114 李柯辉 乒乓球 广东省

70 221029402000119 林玉杰 乒乓球 广东省

71 221029402000122 许子萱 乒乓球 江苏省

72 221029402000123 张铭浩 乒乓球 河北省

73 221029402000125 张一兰 乒乓球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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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21029402000127 刘玉蓉 乒乓球 湖南省

75 221029402000141 陈洁雨 乒乓球 安徽省

76 221029402000142 彭天钰 乒乓球 河南省

77 221029402000145 万豪 乒乓球 重庆市

78 221029402000147 胡富匀 乒乓球 湖北省

79 221029402000154 程罗成 乒乓球 安徽省

80 221029402000155 许炳檀 乒乓球 海南省

81 221029402000157 袁茂丁 乒乓球 重庆市

82 221029402000162 石俊杰 乒乓球 湖北省

83 221029402000163 张歆悦 乒乓球 辽宁省

84 221029402000164 张小丁 乒乓球 陕西省

85 221029402000165 邢洲菀 乒乓球 辽宁省

86 221029402000167 齐嵘渌 乒乓球 河北省

87 221029402000170 孙雨欣 乒乓球 河南省

88 221029402000171 程馨蕊 乒乓球 河南省

89 221029402000172 贾钊恺 乒乓球 山西省

90 221029402000173 李嘉豪 乒乓球 内蒙古自治区

91 221029402000175 朱好好 乒乓球 浙江省

92 221029402000177 钱灿松 乒乓球 浙江省

93 221029402000182 刘楠 乒乓球 甘肃省

94 221029402000184 李响 乒乓球 湖南省

95 221029402000186 邓丁凡 乒乓球 湖南省

96 221029402000198 江千夏 乒乓球 吉林省

97 221029402000201 金蕾 乒乓球 浙江省

98 221029402000204 靖闻迪 乒乓球 河南省

99 221029402000205 杨浩宇 乒乓球 天津市

100 221029402000207 刘瑜阳 乒乓球 上海市

101 221029402000208 黄韵茹 乒乓球 重庆市

102 221029402000209 高提悦 乒乓球 辽宁省

103 221029402000212 杨怡帆 乒乓球 重庆市

104 221029402000214 张奇一 乒乓球 黑龙江省

105 221029402000215 杨凯杰 乒乓球 浙江省

106 221029402000217 顾严 乒乓球 上海市

107 221029402000218 麦宇柏 乒乓球 广东省

108 221029402000220 张铭峻 乒乓球 河南省

109 221029402000226 冯静 乒乓球 海南省

110 221029402000229 俞鑫旷 乒乓球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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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21029402000230 李泽轩 乒乓球 山西省

112 221029402000233 戴宇婷 乒乓球 安徽省

113 221029402000234 赵鹏博 乒乓球 黑龙江省

114 221029402000235 牛晓婧 乒乓球 山西省

115 221029402000242 易思雯 乒乓球 湖南省

116 221029402000243 成斯涵 乒乓球 山西省

117 221029402000250 蒋仝森 乒乓球 河南省

118 221029402000255 李子浩 乒乓球 山东省

119 221029402000256 王奕恒 乒乓球 浙江省

120 221029402000258 张博鑫 乒乓球 吉林省

121 221029402000259 程奉宇 乒乓球 浙江省

122 221029402000261 张童 乒乓球 北京市

123 221029402000276 胡洲莹 乒乓球 江西省

124 221029402000288 韩元坤 乒乓球 浙江省

125 221029402000296 贾志成 乒乓球 河南省

126 221029402000297 朱子玙 乒乓球 黑龙江省

127 221029402000309 靳颜铭 乒乓球 重庆市

128 221029402000311 王善宇 乒乓球 山东省

129 221029402000314 李倩冬 乒乓球 山东省

130 221029402000315 张宇博 乒乓球 重庆市

131 221029402000319 赵婉钰 乒乓球 辽宁省

132 221029402000326 王常羽 乒乓球 上海市

133 221029402000330 欧心怡 乒乓球 广东省

134 221029402000331 刘昳初 乒乓球 山东省

135 221029402000335 毕竞文 乒乓球 黑龙江省

136 221029402000337 赵晨 乒乓球 北京市

137 221029402000340 辛佳怡 乒乓球 山西省

138 221029402000342 张静 乒乓球 广西壮族自治区

139 221029402000343 严定航 乒乓球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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