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3届中 ·哈 滨之夏 手风 艺术周 

暨 手风 赛获 选手名单 

儿童A组获 选手名单： 

Children Group A (Born between September 1, 2008 and August 31, 2010)   

等  1st：王涵铄(Wang Hanshuo)、焦婧彤(Jiao 

Jingtong)、姚予(Yao Yu)、 梦昕(Liu 

Mengxin)、于天佑(Yu Tianyou). 

二等 ： 冠森、邱 涵、王 涵、张 、王小闻 

何雨 、赵金津、吴承烨、仲春阳、陈浩  

等 ： 馨妤、于富桥、李秉禾、黄烨磊、赖思羽、

沐泽、王博瀚、肖楚凡、 双成、路予 、

卢臻桢、吴芳仪、王颢程、于静涵、李玥棋、

马馨怡 

优秀 ：徐燕飞、倪宇轩、陈 民、 柏廷、张艺凡、

苏威力、滕中昊、朱梓烨、沈愉千、陈子睿、于阳、王

泽禹、 欣默、赵梓晴、杨宁、梁 瑜、赵子皓、文馨

艺、王瑶、张艺腾、宁嘉雨 

儿童B组获 选手名单： 

Children Group B (Born between September 1, 2006 and August 31, 2008)  



 

 

等 1st：李 锦(Li Yijin)、顾堉澍(Gu 

Yushu)、王 喆(Wang Yizhe)、王思懿(Wang 

Siyi)、崔希言(Cui Xiyan)、胡昕远(Hu 

Xinyuan)、王 禾(Wang 

Dinghe)、张栩健(Zhang 

Xujian)、胡家瑞(Hu Jiarui) 

二等 ：庄子菡、陈泽荣、李俊威、李家栋、孙家 、

禹钧腾、 怡辰、张 畅、王俊超、莫祖 、

赖斌静、杨 睿、黄青橙、张 宁、王敏睿、

顾佳怡、易紫萱、胡潮东 

 

等 ：吴皓荑、李只 、曹怀琦、邵意茗、恩阁勒、

李昌硕、何思成、察苏娜、司 卉婷、华天瑞

、 润烨、纪惠婷、宋旭航、李晓旭、张嫣然

、齐浩哲、王 璇、 煜茗、林紫 、王艺瞳

、 恒均、李文瀚、李 

赫、雷乐天、卢李鸣晋、 鹏涵、布  

优秀 ：马恩琪、游思语、贾双瑜、项嘉倪、李雅晴、

何虹雨、王昊东、郑婕滢、王欣扬、黄瑜巧齐、胡紫

、王子 、董雪涵、罗舒文、王云 、唐明珠、王俊清

、 翔英睿、李 源、沈欣妍、孙浩翔、卢怡洁、张雯

棋、张 继、程汉吉、袁 



 

 

烁、马赵子龙、徐 男、王昱人、唐明珠、尚育光、王

泺涵、梁金玲、朱丽霏、吕沁萱 

2. Juvenile Group： 

Born between September 1, 2001 and August 31, 2004   

少年A组获 选手名单： 1 Juvenile Group A Traditional 

Bass   

等 1st：马逸 (Ma Yihui)、Jin_Marina Zi Yang 

二等 ：徐文锴、孙祥睿、封 锐、李济航 

等 ：许睿峰、王骥达、李恬恬、胡嘉慧 

燕尚铎、李陶然 

优秀 ：付宇鹏、赵子萱、张嘉骞、吴志鹏、卢译、何

辰洋、傅晓东、崔晨昊、闫昊 

少年B组获 选手名单： 

2 Juvenile Group B Free Bass 1st Prize 1,000 RMB  

等 ：SAUYT.ZHANDOS  

二等 ：田牧航 、梅聿涵 

等 ：杨展、徐佳骏、翁浩淞 

优秀 ：李怡萱、康 榕、 润佳、杨怡如 



 

 

 

3. Youth Group： 

Born before August 31,2001and after September 1, 1998, not including 

the students of attached schools of music or art colleges   

青年A组获 选手名单： 

1 Youth Group A Traditional Bass   

等 1st：郑伟涵(Zheng Weihan) 

二等 ：潘彦洁、朱 宇      

等 ：熊芳妮、 瑨、阮佳琦     

优秀 ：王洋凡、陈雪、赵萱、 雨鑫 

 

青年B组获 选手名单： 

2 Youth Group B Free Bass   

等 ：MILOJKOVIC  VELJKO                 

二等 ：杨迪、YELIJIANG.JIETIBUSI             

等 ：兰依澳、林欣昊、任尚敏 

优秀 ：赵悠扬、张雅萱、林语诺、徐皓宇 



 

 

4. Adult Group： 

Born before August 31, 1998   

成人A组获 选手名单： 

1  Adult Group A Free Bass Group   

等 1st：张  翾 (Zhang Xuan) 

二等 ：郭  华、林金朝 

等 ：徐  颖、孙  武、邓佳姿 

优秀 ：马婉艺、王雪儿、肖梦颖、黄  

、艾 孜·阿布都力米提                   

 

成人B组获 选手名单： 

2  Adult Group B Traditional Bass Group   

等 1st：吴思慧(Wu Sihui)、司马迪玲 Si 

Madiling 、 葎(Liu Lv) 

二等 ： 心怡、黄莹、李之白、孟庆凯、于立冬 

等 ：曹力文、杜泽慧、秦声、朱之会、齐方宇、 

子榛、吴晨、黄瑜娴 

优秀 ：姚长鑫、王超、屈云霄、尹说、缪金宇、王翌



 

 

轩、郭睿、伊力米拉• 伊力 、张馨文、 

音乐学院 中组获 选手名单： 

等 1st：蔺敬涵 (Lin Jinghan) 

二等 ：高楚琪、张卓 

等 ：赵海博、王婧洋、张  铄 

优秀 ：赵 戈、赵思佳、 相宇、王 玥、 

 

室内乐组获 选手名单： 

7. Indoor Music Group： 

Note: There is only 1 round, unlimited by age   

等 ：Aleksei Ivanov、 Andrei Kholdeev、 Anna 

Skorokhodova、Elena Vologdina 、Fedor 

Kuklin、Irina yatsenko、Lyudmila 

Khmeleva、MarilaSavenkova、Marina 

Mishchenko、Natalia Nikolaeva、Olga Androsova 

Darya yarovayaivan、Lvan Kuligovskiy 

Liubmila Gomozova、 Mikhail Safonov 

二等 ：孙涛 韩梅 崔伟 孙铎 

王久玖 陈爱  陈晓思 

 



 

 

等 ：李美谕 李 逾 唐诗雨 

周茂文 徐宏达 

李晓宁 金辉 张雪瑶 

演 家组获 选手名单： 

5. Performer Group： 

Born before August 31, 1998   

等 1st：MILOS KATANIC  

二等 2nd：毛俊澔(Mao Junhao)、杨凡卓含(Yang 

Fanzhuohan) 

等 3rd：吴丹侬(Wu Dannong)、 蕾(Guan 

Lei)、白云(Bai Yun) 

优秀 ：张之远、MIKHAIL  

SAFONOV、赵旭晨、何宇楠、黄 搏、于腾、Cerdane 

Cigliutti 

流行18岁以 组获 选手名单： 

8. Popular Music Group： 

2 Group above 18  

等 1st：王潇 (Wang Xiao) 



 

 

二等 2nd：汤易雯(Tang Yiwen)、于诗童(Yu 

Shitong) 

等 3rd：舒和(Shu He)、黄河(Huang 

He)、金梦迪(Jin Mengdi) 

优秀 ：王雪、王涵、张然、赵潇彬、王聪 

流行18岁以 组获 选手名单： 

8. Popular Music Group： 

1 Group below 18 (Born after September 1, 1998   

等 1st： 泓廷(Liu Hongting)  

二等 ：薛蕙敏、孟芳舟  

等 ：王聪、张 嘉懿、孙竹萱、郭 含 

优秀 ：温锦华、袁滨、李梦 、张莯叕、程宇 、 

重 组B获 选手名单： 

2 Ensemble Group B   

等 ：Evgenii Slinko Stanislav Gerasimov、  

二等 ：李恒春 孙阿瑶 石琦 佟舟、  

等 ：李子  何虹斌、 



 

 

孟庆凯 心怡 杜泽慧 方雪、 

优秀 ： 丹 高晟昊  晓彤  赵树根、杨娅雯 

张 简、贺莉芳 李禹婷 张阳玉月 庄硕、杜泽慧 

方雪、史晓旭 万婷婷 徐云杰 于海涛 宋亚茹、 伊涵 

秦曼 张笑尘 

重 组A获 选手名单： 

6. Ensemble： 

Note: there is only 1 round, and it is not allowed to have 5 

accordions.  

1 Ensemble Group A    

等 ：叶力江.杰提布  (Yelijiang.Jietibusi)  

SAUYT.ZHANDOS 

二等 ：赵婉辰 赵婉序 

林 迪 赵思佳 

梦昕 于天佑 

等 ：陈诗云 葛 棣 唐露昀 蔡定  

高凯斌 孙泽熠 

润烨 顾佳怡 梁金玲 

卢  译 何颖萱  



 

 

优秀 ：段晓晴 李陶然、王柯颖 王靖翔、华瑞杉 

苏吴沐阳、卢  译 何颖萱 游 琪 

周心宇 蔡炜彬、阮 艺 薛 月 李致远 

 

 

 

 

幼儿组获 选手名单： 

等 1st：蔡愉可(Cai Yuke) 

二等 ：付瑾 、雷卓鑫、只敬  

等 ： 袁非、苏吴沐阳、华瑞杉、何婥嫣 

优秀 ：王 越、任雨飞、贺嘉妮、韩森、张欣妍 

儿童C组获 选手名单： 

等 ：Elfutina  Elizaveta、金垠廷(Jin 

Yinting)、安思雨(An Siyu)、张子臣(Zhang 

Zichen)、李沐言(Li Muyan)、李沫阳(Li 

Muyang)、杨雨彤(Yang Yutong) 

二等 ：高凯斌、贾舒涵、张纯熙、何颖萱、张译凡 

贾雯浩、 政豪、张彤宇、赵珈仪 

段晓晴、王何佳、毛睿哲、李覃锴 



 

 

等 ：高星雨、李卓祥、张以念、 怀、张雨柔、 

乔欣瞳、温彦昭、滕思诺、高珺怡、杨汐睿、 

李泽雨、周心宇、毛昕悦、汤晟庭、颜儒成、 

葛千惠、乔艺雯、徐天成、 亦均、 

吕逸凡、邵文裕 

优秀 ：贺圣雅、肖宇恒、廖星彤、兰隽子、陈 相、

李扬、赵霖恺、贾德恺、王珂颖、陈品元、陈萱屹、

迪、石熙雅、孙泽熠、杨树、陈 石、 雨薇、赵天灏

、张瑾 、张志远、严 博、王靖翔、 紫玄、陈 锦

、郑卓林、邓锦泽、程冠云、黄丽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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