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大学敬文书院2022级新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按姓氏笔画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学号 姓名 毕业中学 

2210503042 习芷衡 江苏省镇江中学 

2210405012 王子瑛 南京市金陵中学 

2210410004 王少韩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2207404026 王知远 江苏省宿迁中学 

2210410036 王牧月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2207404020 王奕晨 江苏省震泽中学 

2207402094 王紫璇 绍兴市第一中学 

2227406046 毛俊翔 浙江省舟山中学 

2204505025 卢姝羽 江苏省东台中学 

2204401009 卢  婧 江苏省昆山中学 

2204407004 叶昊楠 广西柳州高级中学 

2206405016 申雨桐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2210503026 冉昕璐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2211401053 邢  旺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2211401091 师箬遥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2211401046 朱辰瑞 江苏省泰州中学 

2204402021 朱俊豪 苏州国际外语学校 

2228410171 朱彦衡 江苏省海门中学 

2210410033 朱浩天 江苏省扬州中学 

2210410018 朱浩宇 江苏省东台中学 

2210503027 朱靖羽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2204402009 华一希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2207402119 华宇晟 江苏省淮阴中学 

2227406081 庄  瑞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2227406028 刘卓扬 江苏省扬州中学 

2211401102 刘姝婳 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 

2207402039 刘源乔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2222401005 江卓轩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2210410024 许健雯 江苏省东台中学 



学号 姓名 原毕业中学 

2210406006 孙一文 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新淮高级中学 

2211401032 孙欣怡 江苏省盐城中学 

2210503057 孙振慧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2204505014 孙斯恬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2204409020 杜凌琳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2222401032 李可凡 江苏省运河中学北校 

2211401147 李贞岩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2227405052 李  杨 江苏省兴化中学 

2210401009 李昊昀 大理新世纪中学 

2211401005 李思妤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2207402048 李  姝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07404030 李振骐 吴江中学 

2204403033 李梦萦 苏州外国语学校 

2224503007 李馨华 江苏省天一中学 

2207402003 杨  阳 江苏省东台中学 

2223401024 杨松宇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2204401023 杨  悦 江苏省滨海中学 

2210409039 杨璟宜 浙江省临安中学 

2207402052 吴文涛 江苏省昆山中学 

2223401018 沈雨霈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2206401084 沈美琪 江苏省滨海中学 

2222401055 沈家辉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2211401141 宋文茜 江苏省淮阴中学 

2210410005 张涵之 江苏省盐城中学 

2204406008 张  晴 乳山市第一中学 

2210410016 张源栩 江苏省扬州中学 

2223402021 陈子煊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2207402071 陈思桥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2211401003 陈恩泽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0406016 陈  润 天津市实验中学王克昌班 

2211401026 陈润怡 江苏省溧阳中学 

2210409004 陈  梓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学号 姓名 原毕业中学 

2210503034 陈  梓 江苏省海门中学 

2204401034 陈翕铭 江苏省金湖中学 

2222402013 陈楷轩 江苏省镇江中学 

2210503011 邵音婕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2211401047 邵  喆 江苏省宜兴中学 

2228410237 郁炎婷 无锡市第一中学 

2228410105 金彭浩 江苏省震泽中学 

2223402004 周灵彤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2211401030 周诗煜 常州市第一中学 

2210410028 郑  宇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2210410012 单意涵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 

2228410263 赵芷涵 江苏省镇江中学 

2210503004 赵  宸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2228410042 赵景新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2224401033 俞小苏 婺源县天佑中学 

2204403008 施添笑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2228410028 姚圣羽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2210404027 顾华昕 江苏省天一中学 

2228410176 顾吴一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2204409005 钱施雯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2207404021 倪梦瑶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2291401009 徐小婷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2228410224 徐雨晨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0409031 奚  榕 江苏省溧阳中学 

2207402107 高  奕 江苏省江都中学 

2228410201 高  婧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2224503055 郭佳麟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2210409021 黄安禺 江苏省泰州中学 

2224402034 黄饮渊 苏州市第三中学校 

2210406019 黄良妍 江苏省江都中学 

2227406070 黄碧莹 江苏省泰兴中学 

2227406069 梅钰奇 南师大附中江宁分校 



学号 姓名 原毕业中学 

2210503016 龚仁杰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2228410132 盛  妍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2222401044 常博源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2222402025 韩樱子 江苏省泰州中学 

2211401112 舒  鑫 常熟市中学 

2222402040 曾文晴 江苏省姜堰中学 

2207404012 谢  凝 常州市第二中学 

2211401134 谭  睿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2224401005 踪  坤 江苏省沛县中学 

2204505018 薛希雅 南京外国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