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专业 就业单位

1 李娟 舞蹈表演14-2 巴中市巴州区心起舞舞蹈工作室

2 杨沂澄 电脑音乐14-1 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

3 刘业帅 器乐14-1 滨州金汇玉米开发有限公司

4 关琪 舞蹈表演14-1 常宁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 韩锫苇 舞蹈学14-1 成都爱德米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6 李娜 音乐教育14-1 成都佰佳尚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 廖雨豪 舞蹈表演14-1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8 焦文昕 舞蹈表演14-1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9 徐元凯 舞蹈表演14-2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10 焦文暄 舞蹈表演14-2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11 王储凯丽 舞蹈学14-1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12 李宁 音乐教育14-1 成都浩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 陈依依 舞蹈学14-2 成都红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4 罗培馨 器乐14-1 成都金柠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5 赵琳 器乐14-1 成都金鹰飞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6 谌星君 声乐14-1 成都锦艺之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7 刘芮 舞蹈学14-1 成都六点半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郫都区分公司

18 李雅君 舞蹈学14-2 成都六点半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郫都区分公司

19 吴婷玉 舞蹈学14-2 成都郫县安靖博艺培训学校

20 谭再威 钢琴伴奏14-1 成都郫县博锐培训学校

21 赵涓铮 音乐教育14-1 成都倾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22 王乔 音乐教育14-1 成都倾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23 赵磊 器乐14-1 成都仁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4 谭佳敏 合唱指挥14-1 成都神力工程机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5 陈臻华 视唱练耳14-1 成都世绵锦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6 龙粒瑾 器乐14-1 成都市杰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27 张家宁 音乐教育14-1 成都市金牛区少儿文化艺术教育中心

28 张健豪 音乐教育14-1 成都市金牛区文化馆

29 申佳莲 舞蹈表演14-1 成都市锦江区刘诗昆艺术学校

30 李佳遥 器乐14-1 成都市锦江区刘诗昆艺术学校

31 涂怡芮 舞蹈表演14-2 成都市龙泉新锐艺术培训学校

32 曾通宇 舞蹈表演14-1 成都市郫都区安靖紫荆花幼儿园

33 古诗琪 舞蹈表演14-1 成都市郫都区启明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34 李韫吉 器乐14-1 成都市郫县九瑞大学堂培训学校

35 吴铭 视唱练耳14-1 成都市齐名思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6 邓雨沐 舞蹈表演14-2 成都市榕树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7 何璇 舞蹈表演14-2 成都市榕树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8 丁晓兵 舞蹈表演14-2 成都市竹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39 杨雅 舞蹈学14-2 成都小飞象艺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40 郑婷 舞蹈表演14-1 成都昕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1 刘明洋 声乐14-1 成都伊瑞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2 李超 音乐教育14-1 成都伊瑞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3 吴彦宏 声乐14-1 成都音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4 江开毅 声乐14-1 成都音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5 董星妤 音乐教育14-1 成都找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6 李思璐 舞蹈学14-1 成都子语酒店有限公司

47 宋亚茹 舞蹈学14-1 单晶县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8 李璨葳 声乐14-1 都江堰市星源艺术学校

49 曾静 音乐教育14-1 峨眉山市星星艺术培训学校

50 周钰茹 音乐教育14-1 高新区乐佳琴行

51 马小飞 舞蹈表演14-1 广东飞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2 刘洋 舞蹈学14-2 会理县文化馆

53 任晔 音乐教育14-1 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公司



54 李鑫惠 舞蹈表演14-1 夹江县青苹果艺术培训学校

55 杜紫薇 音乐教育14-1 兰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幼教中心蓝馨幼儿园

56 张露婷 舞蹈表演14-2 乐山市言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7 余璐 舞蹈表演14-1 泸州市美琪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58 边玛娜姆 声乐14-1 木里藏族自治县中学

59 徐佳超 器乐14-1 郫县钢琴艺术学校

60 杨兰澜 音乐教育14-1 郫县钢琴艺术学校

61 李秋瑶 器乐14-1 厦门兴海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62 廖欢 小乐队配编14-1 上海五圣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63 朱安安 舞蹈表演14-1 石棉县长征梦大酒店

64 周加齐 舞蹈表演14-1 四川巴山大峡谷梦回巴国演艺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65 张友恒 舞蹈表演14-2 四川巴山大峡谷梦回巴国演艺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66 王娟 舞蹈学14-1 四川巴山大峡谷梦回巴国演艺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67 王蓉 舞蹈学14-2 四川巴山大峡谷梦回巴国演艺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68 王茜 舞蹈学14-2 四川巴山大峡谷梦回巴国演艺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69 冯莉云 音乐教育14-1 四川高岑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70 张晓菲 舞蹈表演14-2 四川高旭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71 罗娜 器乐14-1 四川光华经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2 胡哲旗 音乐教育14-1 四川光华经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3 李庆 器乐14-1 四川豪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74 范鑫 舞蹈表演14-1 四川华西九方电缆有限公司

75 段玉 舞蹈学14-1 四川慧学系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76 刘雨露 声乐14-1 四川绿树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77 米雪 舞蹈学14-2 四川群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8 吴勇 音乐教育14-1 四川省豪韵教育有限公司

79 李棠 舞蹈学14-2 四川省和美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80 毛允兮 器乐14-1 四川省金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1 杨瑶瑶 音乐教育14-1 四川盛世万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82 苏莉 音乐教育14-1 四川盛世万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83 薛霁欣 声乐14-1 四川同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4 闫迪 音乐教育14-1 四川蜗牛的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5 李雯 舞蹈学14-1 四川小天使少儿民族乐团

86 张艺鑫 电脑音乐14-1 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

87 卓悦 器乐14-1 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

88 曹令易 舞蹈学14-2 四川远航凡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89 陈航 舞蹈学14-1 四川郑氏琴音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90 何益书 合唱指挥14-1 万源市太平镇天音教育培训学校

91 杨麒玉 舞蹈表演14-1 温江安泰安全工程技术服务部

92 祁娜 舞蹈学14-1 武威市凉州区西凉天马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3 赵月 舞蹈学14-2 西华大学研究生

94 龙思颖 小乐队配编14-1 西华大学研究生

95 骆蒙 钢琴伴奏14-1 星河汇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6 张悟敏 音乐教育14-1 星河汇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7 孔德金 音乐教育14-1 雅安市名山区天之韵艺术培训中心

98 刘芳 舞蹈学14-2 长沙市单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9 胡怡 音乐教育14-1 中江县一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