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 

高水平运动队（乒乓球项目）考试情况公示 

 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高水平运动员（乒乓球项目）招生考试已

结束，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

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13号)文件精神和《华南师

范大学 2021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现将高水平运动队（乒乓

球项目）考生测试成绩予以公布： 

报名号 姓名 运动级别 项目 性别 初审类别 是否缺考 成绩 

211057401000019 郝毅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91.33 

211057401000051 邓超崇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100 

211057401000056 单兆国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211057401000058 王启隆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缺考   

211057401000081 骆嘉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211057401000100 谢琳泓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78.33 

211057401000108 付林灏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211057401000122 周冠宇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缺考   

211057401000126 孙佳逸 运动健将 乒乓球 男 单考   95.67 

211057401000141 麦鸿亮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211057401000152 弭瑞杰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211057401000157 宋光超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缺考   

211057401000181 黄冠轩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82.67 

211057401000188 张天涵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弃权   

211057401000202 余政洋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87 

211057401000206 王心博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211057401000219 覃泽宇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69.67 

211057401000246 贾博文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74 

211057401000251 胡靖东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缺考   

211057401000280 赵锦博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单考 缺考   

211057401000047 黄蔼晔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单考   61 

211057401000068 曾友琳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单考   74 

211057401000070 谢佳彤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单考   87 

211057401000099 杨景贻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单考 缺考   

211057401000106 张羽萌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单考 缺考   

211057401000162 晁婧怡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单考   48 

211057401000185 黄頴琦 运动健将 乒乓球 女 单考   100 



211057401000015 吴嘉琛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90.71 

211057401000016 刘宗陶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028 罗泓钧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95.36 

211057401000045 丁昊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211057401000048 伍枫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211057401000059 曾浩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211057401000087 翁创杰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089 姚萌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86.07 

211057401000090 张鑫洋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114 吴庆尘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176 吴昊哲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72.14 

211057401000177 韩雨希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211057401000182 蔡金霖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194 柯林卡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100 

211057401000199 郭思成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211057401000217 吴自强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223 王璟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242 刘远耕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81.43 

211057401000255 陈书豪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76.79 

211057401000261 刘晋霖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211057401000264 杨森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271 郭丁达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男 统考   67.5 

211057401000010 罗惠心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80 

211057401000033 蔡龙菲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211057401000039 代馨竹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85 

211057401000042 郑璇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113 文颐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95 

211057401000133 程祎斯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90 

211057401000134 盛一菲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70 

211057401000138 杨思嫚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140 靳洋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211057401000171 张胜斓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195 施懿航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211057401000198 赵曦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75 

211057401000201 谢雨彤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205 周萍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211057401000238 王一晗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缺考   

211057401000240 陈紫瑶 一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100 

211057401000253 罗敏心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65 

211057401000260 郝好 二级运动员 乒乓球 女 统考     

 



联系方式： 

    ⑴咨询电话 

    体育科学学院：（020）39310263  

    招生考试处：（020）8521098   

    ⑵招生监督 

电子邮箱：zsb02@scnu.edu.cn 

最终名单以阳光高考平台审核公布为准。 

 

                                         华南师范大学 

招生考试处 

                                       2021 年 3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