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踢参赛信息统计
序号 姓名 省份 个数 序号 姓名 省份 个数
1 冯焯铭 广东省 46 吴淑英 江苏
2 郭嘉颖 广东省 47 杨士俊 山东
3 敖运 重庆 48 李心悦 山东
4 曹杭 重庆 49 刘忠瑞 山东
5 曾睿宸 重庆 50 马鑫蕊 山东
6 曾诗凯 重庆 51 陈雅宁 山东
7 陈宇恒 重庆 52 马润杰 山东
8 范书华 重庆 53 徐佩煜 山东
9 谭斯引 重庆 54 董毓涵 山东
10 王麒睿 重庆 55 康润格 山东
11 王思怡 重庆 56 刘传浩 山东
12 张洪瑞 重庆 57 宋庆颖 山东
13 袁茂杰 重庆 58 王宜豪 山东
14 鲜佳佑 重庆 59 张君昊 山东
15 向发宇 重庆 60 从博文 山东
16 杨昊 重庆 61 刘乾霞 山东
17 邹嘉宁 重庆 62 岑佩谚 湖南
18 俞珂亲 浙江 63 胡婉婷 湖南
19 陈仔杰 江苏 64 雷欢 湖南
20 孙佳婧 江苏 65 唐奥欣 湖南
21  叶梦娜 江苏 66 肖静 湖南
22 章洪语 江苏 67 蒋艳伶 湖南
23 朱宇杰 江苏 68 蒋雨帆 湖南
24 程淑欣 山东 69 刘诗琪 湖南
25 李荣悦 山东 70 阳诗雯 湖南
26 刘子盈 山东 71 张阳 湖南
27 宋智鑫 山东 72 赵雅轩 山东
28 张亦高 山东 73 高天一 山东
29 朱恒翔 山东 74 江佳琳 山东
30 于钰白 上海 75 王虹茜 山东
31 朱佳琪 上海 76 殷尚青 山东
32 段翼崧 广东省 77 陶昱瑞 山东
33 李芷莹 广东省 78 黄怀青青 山东
34 郑凯源 广东省 79 李欣雨 山东
35 曾国庆 重庆 80 穆一凡 山东
36 陈思锦 重庆 81 徐祜烜 山东
37 黄文杰 重庆 82 薛松 山东
38 张鑫露 重庆 83 孙晓卉 山东
39 舒美萱 重庆 84 黄志 浙江
40 张诗杭 重庆 85 马焱伟 浙江
41 周佳怡 重庆 86 赵鑫宇 山东
42 房旭然 山东 87 周广宇 山东
43 陈家仪 山东 88 姜正恺 山东
44 杨一诺 山东 89 李宇轩 山东
45 张雨璐 山东 90 刘丰硕 山东



91 刘俊泽 山东 103 沈扬 江苏
92 刘长雨 山东 104 史丽娟 江苏
93 芦梓琦 山东 105 史梦涵 江苏
94 孟钰哲 山东 106 史欣怡 江苏
95 王文睿 山东 107 眭佳辉 江苏
96 魏子宁 山东 108 眭露 江苏
97 张林涵 山东 109 孙子岳 江苏
98 季吟雪 山东 110 汤东斌 江苏
99 王雨潼 山东 111 徐静 江苏
100 董安心 浙江 112 杨雄梅 江苏
101 李贵静 江苏 113 杨中福 江苏
102 秦瑶 江苏 114 朱璨 江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