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號 組別 分組 代表隊 成績

0254 楊樂馨 中國舞1級等級賽 上海市蕊之尚舞培訓中心 第㇐名

0254 楊樂馨 中國舞2級等級賽 上海市蕊之尚舞培訓中心 第㇐名

0254 楊樂馨 中國舞3級等級賽 上海市蕊之尚舞培訓中心 第㇐名

0218 沈夕雅 少年摩登舞單人單項W（12-15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116 黃瑋 少年摩登舞單人單項W（12-15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109 黎詩淇 少年摩登舞單人單項W（12-15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230 於瀟 少年摩登舞單人單項W（12-15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112 陳美淇 少年摩登舞單人單項T（12-15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15 曾潁澄 少年摩登舞單人單項T（12-15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230 於瀟 少年摩登舞單人單項T（12-15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18 沈夕雅 少年摩登舞單人單項T（12-15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11 金泰希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W（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16 駱梓妍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W（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14 馮顥軒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W（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13 張妤飛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W（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117 譚欣錡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W（9-11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五名

0215 鄭夕恬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W（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214 馮顥軒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T（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17 羅張悅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T（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16 駱梓妍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T（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11 金泰希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T（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118 鄭雅薰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T（9-11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五名

0212 朱家銘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T（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123 鄧原源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T（9-11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七名

0215 鄭夕恬 少兒摩登舞單人單項T（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八名

參賽選手



0272 薛力維 拉丁舞單人單項C（16-18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108 馬紫薇 拉丁舞單人單項C（16-18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109 黎詩淇 拉丁舞單人單項C（16-18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160 王婧穎 拉丁舞單人單項C（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四名

0161 王如彬 拉丁舞單人單項C（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五名

0150 余成龍 拉丁舞單人單項C（16-18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六名

0108 馬紫薇 拉丁舞單人單項S（16-18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00 錢佳怡 拉丁舞單人單項S（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二名

0259 曹嘉鷺 拉丁舞單人單項S（16-18周歲） 黑龍江省兒童中心 第三名

0160 王婧穎 拉丁舞單人單項R（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名

0108 馬紫薇 拉丁舞單人單項R（16-18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109 黎詩淇 拉丁舞單人單項R（16-18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100 錢佳怡 拉丁舞單人單項R（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四名

0161 王如彬 拉丁舞單人單項R（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五名

0150 余成龍 拉丁舞單人單項R（16-18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六名

0259 曹嘉鷺 拉丁舞單人單項R（16-18周歲） 黑龍江省兒童中心 第七名

0272 薛力維 拉丁舞單人單項P（16-18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259 曹嘉鷺 拉丁舞單人單項P（16-18周歲） 黑龍江省兒童中心 第二名

0272 薛力維 拉丁舞單人單項J（16-18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150 余成龍 拉丁舞單人單項J（16-18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二名

0259 曹嘉鷺 拉丁舞單人單項J（16-18周歲） 黑龍江省兒童中心 第三名

0148 念茗軒 拉丁舞單人單項C（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名

0243 許夢靜 拉丁舞單人單項C（14-15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10 劉嘉慧 拉丁舞單人單項C（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111 萬婕 拉丁舞單人單項C（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113 何海璐 拉丁舞單人單項C（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五名

0177 馬安琪 拉丁舞單人單項C（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六名

0136 趙寒旦 拉丁舞單人單項C（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12 陳美淇 拉丁舞單人單項S（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48 念茗軒 拉丁舞單人單項S（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二名

0145 劉匯淩 拉丁舞單人單項S（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三名

0112 陳美淇 拉丁舞單人單項R（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11 萬婕 拉丁舞單人單項R（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243 許夢靜 拉丁舞單人單項R（14-15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148 念茗軒 拉丁舞單人單項R（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四名

0149 官錚雨 拉丁舞單人單項R（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五名

0145 劉匯淩 拉丁舞單人單項R（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六名

0136 趙寒旦 拉丁舞單人單項R（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32 潘伊雯 拉丁舞單人單項P（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48 念茗軒 拉丁舞單人單項P（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二名

0133 方紫芸 拉丁舞單人單項P（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三名

0145 劉匯淩 拉丁舞單人單項P（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四名

0110 劉嘉慧 拉丁舞單人單項J（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243 許夢靜 拉丁舞單人單項J（14-15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45 劉匯淩 拉丁舞單人單項J（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三名

0136 趙寒旦 拉丁舞單人單項J（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四名

0148 念茗軒 拉丁舞單人單項J（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五名

0151 陳燦 拉丁舞單人單項J（14-15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六名

0274 劉芸 拉丁舞單人單項J（14-15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七名

0116 黃瑋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2-13周歲） 第2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228 鄧鈺燦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2-13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30 於瀟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2-13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74 劉芸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2-13周歲） 第1組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三名

0117 譚欣錡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2-13周歲） 第1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149 官錚雨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2-13周歲） 第2組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四名

0137 王安琪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2-13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六名

0134 管書奕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2-13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4 陶樂涵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2-13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15 曾潁澄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14 孫澤燕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230 於瀟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107 張雯晨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四名

0218 沈夕雅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63 王婧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2-13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六名

0116 黃瑋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242 林琳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30 蔡依師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149 官錚雨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2-13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四名

0117 譚欣錡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五名

0137 王安琪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六名

0134 管書奕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4 陶樂涵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260 張馨元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P（12-13周歲） 黑龍江省兒童中心 第㇐名

0115 曾潁澄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14 孫澤燕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242 林琳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30 於瀟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18 沈夕雅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46 高佳妮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134 管書奕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37 王安琪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4 陶樂涵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31 王靜怡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214 馮顥軒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11 金泰希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120 梁億鑫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0-11周歲） 第1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143 陳語歆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五名

0215 鄭夕恬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135 陳雨昕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C（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06 孫樂怡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名

0211 金泰希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20 梁億鑫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0-11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142 周依萱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四名

0143 陳語歆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五名

0214 馮顥軒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S（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119 尤勝男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0-11周歲） 第1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42 周依萱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二名

0167 周麗媛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芸想舞蹈 第三名

0131 王靜怡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四名

0143 陳語歆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五名

0172 王俊翔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芸想舞蹈 第六名



0101 方圓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七名

0135 陳雨昕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R（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2 周依萱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P（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06 孫樂怡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名

0215 鄭夕恬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11 金泰希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121 陳詩琪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0-11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214 馮顥軒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46 高佳妮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131 王靜怡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35 陳雨昕 拉丁舞少年單人單項J（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244 楊心言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67 曹雨璿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1組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128 徐婉琪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2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127 楊可馨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1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245 陳雨函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70 侯涵於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2組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23 郭睿熙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08 翁榕謙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代表隊 第六名

0139 莫子嫻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1 方雨露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0 陳晗宇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0 陳晗宇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26 李芷齊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7-9周歲） 第2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125 李宛憶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7-9周歲） 第1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205 蓋㇐涵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代表隊 第四名

0245 陳雨函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24 林星辰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147 甘伊㇐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7-9周歲） 第1組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優勝獎

0139 莫子嫻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1 方雨露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270 侯涵於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1組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125 李宛憶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2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28 徐婉琪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1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124 譚煒茵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1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140 陳晗宇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四名

0267 曹雨璿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2組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38 曹容婧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23 郭睿熙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225 王靜怡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七名

0139 莫子嫻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1 方雨露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236 李天瀾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19 朱紫諾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29 隗瑜霏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6周歲以下）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262 宋澤浩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20 陳懿萱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32 付白冰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233 沈怡岑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七名

0271 馬婧琪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C（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八名

0236 李天瀾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20 陳懿萱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19 朱紫諾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62 宋澤浩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33 沈怡岑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129 隗瑜霏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6周歲以下）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六名

0232 付白冰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七名

0271 馬婧琪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R（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八名

0262 宋澤浩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236 李天瀾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71 馬婧琪 拉丁舞少兒單人單項J（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75 楊林煜 東方舞 民俗舞14周歲以下名次賽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7 徐璽瑗 東方舞 融合組14周歲以下名次賽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8 徐心如 東方舞 東方舞組14周歲以下名次賽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6 王子奕 東方舞 民俗組14周歲以上名次賽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8 徐心如 東方舞12周歲以下B級等級賽《白雪公主》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5 楊林煜 東方舞12周歲以下B級等級賽《白雪公主》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二名

0279 胡晨曦 東方舞12周歲以下B級等級賽《白雪公主》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三名

0279 胡晨曦 東方舞14周歲以下A級等級賽《小兔子》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5 楊林煜 東方舞14周歲以下A級等級賽《小兔子》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二名

0278 徐心如 東方舞14周歲以下A級等級賽《小兔子》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三名

0275 楊林煜 東方舞14周歲以下A級等級賽《太陽之光》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9 胡晨曦 東方舞14周歲以下A級等級賽《太陽之光》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二名

0278 徐心如 東方舞14周歲以下A級等級賽《太陽之光》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三名

0277 徐璽瑗 東方舞等級賽《maqusom》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6 王子奕 東方舞等級賽《maqusom》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二名



0275 楊林煜 東方舞等級賽《maqusom》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三名

0279 胡晨曦 東方舞等級賽《maqusom》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四名

0278 徐心如 東方舞等級賽《maqusom》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五名

0277 徐璽瑗 東方舞等級賽《紗巾舞》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8 徐心如 東方舞等級賽《紗巾舞》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二名

0275 楊林煜 東方舞等級賽《紗巾舞》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三名

0279 胡晨曦 東方舞等級賽《紗巾舞》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四名

0277 徐璽瑗 東方舞等級賽《move》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8 徐心如 東方舞等級賽《move》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二名

0275 楊林煜 東方舞等級賽《move》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三名

0276 王子奕 東方舞等級賽《move》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四名

0279 胡晨曦 東方舞等級賽《move》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五名

0277 徐璽瑗 東方舞等級賽《habibi》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名

0276 王子奕 東方舞等級賽《habibi》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二名

0278 徐心如 東方舞等級賽《habibi》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三名

0279 胡晨曦 東方舞等級賽《habibi》 湖北省米雅國際東方舞 第四名

0132 潘伊雯 方紫芸 拉丁舞少年女子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32 潘伊雯 方紫芸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32 潘伊雯 方紫芸 拉丁舞少年女子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64 周陳懿 竺芯羽 拉丁舞少年女子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二名

0165 徐千燁 石天星 拉丁舞少年女子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56 阮晨聰 蘇恩琪 拉丁舞少年女子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四名

0243 許夢靜 林琳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132 潘伊雯 方紫芸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二名

0164 周陳懿 竺芯羽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56 阮晨聰 蘇恩琪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四名

0165 徐千燁 石天星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五名

0243 許夢靜 林琳 拉丁舞少年女子C組（14-15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63 王婧 李俊儀 拉丁舞少年女子A組（12-13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217 羅張悅 沈夕雅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64 李俊儀 楊春白雪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2-13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17 羅張悅 沈夕雅 拉丁舞少年女子C組（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106 孫樂怡 張雯晨 拉丁舞少年女子A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名

0265 楊春白雪 王婧 拉丁舞少年女子A組（10-11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06 孫樂怡 張雯晨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名

0212 朱家銘 張妤飛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71 潘晨 曹譽曦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芸想舞蹈 第三名

0169 潘晨 羅珂盈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芸想舞蹈 第四名

0266 範佳怡 楊舒越 拉丁舞少年女子B組（10-11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五名

0106 孫樂怡 張雯晨 拉丁舞少年女子C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名

0101 方圓 何雨軒 拉丁舞少年女子C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二名

0167 周麗媛 徐紫霞 拉丁舞少年女子C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芸想舞蹈 第三名

0223 郭睿熙 林星辰 拉丁舞少年女子C組（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12 朱家銘 張妤飛 拉丁舞少年女子C組（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45 陳雨函 楊心言 拉丁舞少兒女子A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23 郭睿熙 林星辰 拉丁舞少兒女子A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49 劉欣琪 沈筱瑤 拉丁舞少兒女子A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34 沈璐夷 孫㇐垚 拉丁舞少兒女子A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66 範佳怡 晁婧菡 拉丁舞少兒女子A組（7-9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45 陳雨函 楊心言 拉丁舞少兒女子B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37 胡逸菲 李天瀾 拉丁舞少兒女子B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23 郭睿熙 林星辰 拉丁舞少兒女子B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34 沈璐夷 孫㇐垚 拉丁舞少兒女子B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49 劉欣琪 沈筱瑤 拉丁舞少兒女子B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19 朱紫諾 沈懿萱 拉丁舞少兒女子B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219 朱紫諾 沈懿萱 拉丁舞少兒女子A組（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68 晁婧菡 楊舒越 拉丁舞少兒女子A組（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33 沈怡岑 付白冰 拉丁舞少兒女子A組（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138 蔣世鑫 吳弋菲 拉丁舞少年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52 顧毅鵬 王佳怡 拉丁舞少年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二名

0154 俞翼揚 俞倩 拉丁舞少年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58 褚宇恒 郭笑晗 拉丁舞少年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四名

0152 顧毅鵬 王佳怡 拉丁舞少年B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名

0154 俞翼揚 俞倩 拉丁舞少年B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二名

0158 褚宇恒 郭笑晗 拉丁舞少年B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272 薛力維 李俊儀 拉丁舞少年C組（16-18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150 余成龍 陳燦 拉丁舞少年C組（16-18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二名

0291 蔡凱均 蔡盈軒 拉丁舞少年C組（16-18周歲） 臺灣代表隊 第三名

0138 蔣世鑫 吳弋菲 拉丁舞少年D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50 余成龍 陳燦 拉丁舞少年D組（16-18周歲）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第㇐名

0138 蔣世鑫 吳弋菲 拉丁舞少年C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38 蔣世鑫 吳弋菲 拉丁舞少年A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38 蔣世鑫 吳弋菲 拉丁舞少年B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251 宋雨航 陳楊睿 拉丁舞少年B組（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61 魏世凡 王婧 拉丁舞少年B組（12-13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51 宋雨航 陳楊睿 拉丁舞少年C組（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61 魏世凡 楊春白雪 拉丁舞少年C組（12-13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31 魏宏斌 丁季涵 拉丁舞少年C組（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61 魏世凡 李俊儀 拉丁舞少年A組（10-11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291 蔡凱均 蘇奕蒨 拉丁舞少年A組（10-11周歲） 臺灣代表隊 第二名

0214 馮顥軒 金泰希 拉丁舞少年B組（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39 王晨宇 曹容婧 拉丁舞少年B組（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40 餘優揚 王羅菁 拉丁舞少年B組（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14 馮顥軒 金泰希 拉丁舞少年C組（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39 王晨宇 曹容婧 拉丁舞少年C組（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72 王俊翔 羅珂盈 拉丁舞少年C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芸想舞蹈 第三名

0240 餘優揚 王羅菁 拉丁舞少年C組（10-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62 宋澤浩 範佳怡 拉丁舞少兒A組（7-9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222 吳卓玎 奚奕晨 拉丁舞少兒A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91 蔡凱均 蘇奕蒨 拉丁舞少兒A組（7-9周歲） 臺灣代表隊 第三名

0222 吳卓玎 奚奕晨 拉丁舞少兒B組（7-9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91 蔡凱均 蔡盈軒 拉丁舞少兒B組（7-9周歲） 臺灣代表隊 第二名

0262 宋澤浩 楊舒越 拉丁舞少兒B組（7-9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62 宋澤浩 晁婧菡 拉丁舞少兒A組（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214 馮顥軒 金泰希 少年摩登舞B組（12-15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167 少兒團體舞組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芸想舞蹈 第㇐名

周麗媛,徐紫霞,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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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3 幼兒團體舞組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272 薛力維 李俊儀 拉丁舞業餘B組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152 顧毅鵬 王佳怡 拉丁舞業餘A組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名

0154 俞翼揚 俞倩 拉丁舞業餘A組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二名

0158 褚宇恒 郭笑晗 拉丁舞業餘A組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272 薛力維 拉丁舞單人A組（16-18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108 馬紫薇 拉丁舞單人A組（16-18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152 顧毅鵬 拉丁舞單人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60 王婧穎 拉丁舞單人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四名

0153 王佳怡 拉丁舞單人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五名

0159 郭笑晗 拉丁舞單人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六名

0154 俞翼揚 拉丁舞單人A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七名

0160 王婧穎 拉丁舞單人B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名

0100 錢佳怡 拉丁舞單人B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二名

0159 郭笑晗 拉丁舞單人B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09 黎詩淇 拉丁舞單人B組（16-18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152 顧毅鵬 拉丁舞單人B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五名

0153 王佳怡 拉丁舞單人B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六名

0160 王婧穎 拉丁舞單人C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名

0100 錢佳怡 拉丁舞單人C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靜之舞舞蹈學苑 第二名

0161 王如彬 拉丁舞單人C組（16-18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65 徐千燁 拉丁舞單人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名

0112 陳美淇 拉丁舞單人A組（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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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6 石天星 拉丁舞單人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57 蘇恩琪 拉丁舞單人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四名

0156 阮晨聰 拉丁舞單人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五名

0163 竺芯羽 拉丁舞單人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六名

0164 周陳懿 拉丁舞單人A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七名

0164 周陳懿 拉丁舞單人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名

0157 蘇恩琪 拉丁舞單人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二名

0243 許夢靜 拉丁舞單人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156 阮晨聰 拉丁舞單人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四名

0163 竺芯羽 拉丁舞單人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五名

0166 石天星 拉丁舞單人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六名

0136 趙寒旦 拉丁舞單人B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64 周陳懿 拉丁舞單人C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名

0156 阮晨聰 拉丁舞單人C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二名

0157 蘇恩琪 拉丁舞單人C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11 萬婕 拉丁舞單人C組（14-15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165 徐千燁 拉丁舞單人C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五名

0163 竺芯羽 拉丁舞單人C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六名

0166 石天星 拉丁舞單人C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七名

0136 趙寒旦 拉丁舞單人C組（14-15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16 黃瑋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97 滕哲文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2-13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二名

0162 陳拓伊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14 孫澤燕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137 王安琪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五名

0198 蔣易璿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2-13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六名



0144 陶樂涵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15 曾潁澄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274 劉芸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名

0197 滕哲文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二名

0162 陳拓伊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242 林琳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30 於瀟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198 蔣易璿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六名

0134 管書奕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37 王安琪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4 陶樂涵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97 滕哲文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2-13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名

0242 林琳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62 陳拓伊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世紀之星舞蹈集團 第三名

0118 鄭雅薰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2-13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230 於瀟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2-13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198 蔣易璿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2-13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六名

0134 管書奕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2-13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七名

0202 徐默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0-11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名

0201 來卓遠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0-11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二名

0143 陳語歆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三名

0199 高欣晨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0-11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四名

0200 劉光菡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0-11周歲） 浙江省代表隊 第五名

0142 周依萱 拉丁舞少年單人A組（10-11周歲）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六名

0120 梁億鑫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0-11周歲） 第1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43 陳語歆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202 徐默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代表隊 第二名

0131 王靜怡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三名

0199 高欣晨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代表隊 第四名

0228 鄧鈺燦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142 周依萱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六名

0135 陳雨昕 拉丁舞少年單人B組（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七名

0109 黎詩淇 少年摩登舞單人A組（12-15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115 曾潁澄 少年摩登舞單人A組（12-15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131 王靜怡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199 高欣晨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代表隊 第二名

0228 鄧鈺燦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14 馮顥軒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00 劉光菡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0-11周歲） 第1組 浙江省代表隊 第五名

0211 金泰希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215 鄭夕恬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七名

0252 劉雨欣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0-11周歲） 第1組 福建省阿傑藝術培訓機構 優勝獎

0135 陳雨昕 拉丁舞少年單人C組（10-11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244 楊心言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128 徐婉琪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7-9周歲） 第2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二名

0140 陳晗宇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三名

0127 楊可馨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7-9周歲） 第1組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245 陳雨函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38 曹容婧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139 莫子嫻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1 方雨露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140 陳晗宇 拉丁舞少兒單人B組（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名

0244 楊心言 拉丁舞少兒單人B組（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05 蓋㇐涵 拉丁舞少兒單人B組（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代表隊 第三名

0267 曹雨璿 拉丁舞少兒單人B組（7-9周歲） 第1組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三名

0270 侯涵於 拉丁舞少兒單人B組（7-9周歲） 第2組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三名

0139 莫子嫻 拉丁舞少兒單人B組（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第四名

0207 徐子涵 拉丁舞少兒單人B組（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代表隊 第五名

0170 羅珂盈 拉丁舞少兒單人B組（7-9周歲） 第1組 浙江省杭州市城北芸想舞蹈 第六名

0141 方雨露 拉丁舞少兒單人B組（7-9周歲） 第2組 浙江省杭州市紅格舞蹈學校 優勝獎

0236 李天瀾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20 陳懿萱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219 朱紫諾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三名

0129 隗瑜霏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6周歲以下）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四名

0262 宋澤浩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33 沈怡岑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0232 付白冰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6周歲以下）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七名

0271 馬婧琪 拉丁舞少兒單人A組（6周歲以下） 甘肅省逺野拉丁舞藝術學校 第八名

0116 黃瑋 少年摩登舞單人B組（12-15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名

0218 沈夕雅 少年摩登舞單人B組（12-15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12 陳美淇 少年摩登舞單人B組（12-15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230 於瀟 少年摩登舞單人B組（12-15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211 金泰希 少年摩登舞單人B組（12-15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五名

0216 駱梓妍 少兒摩登舞單人B組（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名

0211 金泰希 少兒摩登舞單人B組（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二名

0118 鄭雅薰 少兒摩登舞單人B組（9-11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三名



0214 馮顥軒 少兒摩登舞單人B組（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四名

0117 譚欣錡 少兒摩登舞單人B組（9-11周歲） 深圳市文氏藝術培訓中心 第五名

0215 鄭夕恬 少兒摩登舞單人B組（9-11周歲） 浙江省水漾舞蹈藝術學校 第六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