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姓名 专业 年级 比赛内容 时间 指导老师 艺术辅导比赛地点

1 林怡秀 初三 第三届西班牙奥古斯汀国际音乐比赛弦乐组第二名 2018/2/10 盛利 姜姗

2 朱歆乐 大提琴 2018年第12届捷克布拉格维契塔尔大提琴比赛第六组一等奖 2018/1/18 曹敏 杨洋

3 陈亦柏 大提琴 已毕业 第十一届鲁托斯拉夫斯基国际大提琴比赛第三名 2018/2/10 刘美娟、Danjulo Ishizaka

4 戚赫然 钢琴 第35届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少年组第一名 2018/2/8 唐哲

5 张博 钢琴 第35届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青少年组第二名 2018/2/8  

6 刘佳奕 提琴 美国Protégé国际弦乐与钢琴比赛 一等奖 2017/11/26 罗伟熹 周济翔 纽约

7 朱梓赫 钢琴 初二 第九届全日本钢琴公开赛专业少年组金奖 2018/2/11 周挺

8 杨政寅 钢琴 初二 科隆国际钢琴艺术节比赛 14-17岁组 第一名 2018/3/9 罗霄

9 林怡秀 钢琴 初三 约翰森国际青少年弦乐比赛13-17周岁 中提琴组第二名 2018/3/17 盛利 姜珊 华盛顿

10 李俊熙 小提琴 小六 第八届（2018）香港国际小提琴大赛荣获中国赛区少儿专业组一等奖 2018/2/4 周铭恩 欧阳菂

11 卞佳乐 2017年上海市中小学时事课堂教学展示评优活动中职组二等奖 2018/4/20

12 张馨月 竖琴 高一 第四届韩国国际竖琴比赛青年组一等奖 2018/3/1 张小杰

13 刘芮冰 小提琴 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少年组第三名、巴赫作品奖、最有特色声音奖 2018/4/20 郑青 黄秋宁、卢矜矜、吴淑婷

14 赵伽翔 朱浩然
单簧管
钢琴

小五 2018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 上海赛区 特殊重奏专业组B组 一等奖（晋级） 2018/4/10 何也墨\章琦 周济翔 上海

15 金于诚 小提琴 高一 2018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青年组第二名 2018/2/4 周铭恩 欧阳菂

16 倪悄雪 小提琴 高一 2018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专业少年组第三名 2018/2/4 陶乐 欧阳菂

17 侯艺阳 小提琴 初一 2018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专业少年组第一名 2018/2/4 方蕾、周铭恩欧阳菂

18 吴季潼 小提琴 小四 2018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专业少儿专业组第二名 2018/2/4 陶乐 李文琦

19 陶乐 2018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8/2/4

20 欧阳菂 2019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优秀钢琴伴奏奖 2018/2/4

21 倪若语 钢琴 初一 第28届意大利巴列塔“国际青少年音乐家”比赛荣获C组特 一等奖 2018/4/29 汤蓓华 意大利

22 王杨 钢琴 2017秋季美国保护音乐组织国际音乐天才比赛 专业院校组第一名 一等奖 2018/3/30 唐瑾 美国

23 王杨、林佳欣、马士杰 钢琴 2017秋季美国保护音乐组织国际音乐天才比赛 室内乐组 钢琴三重奏第一名 一等奖 2018/3/30 邵文璇 美国

24 周铭恩 2018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8/2/4

25 黄晨星 2018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8/2/4  

26 王素行 2018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青年组第二名 2018/2/4 周铭恩 欧阳菂

27 陈泽玺 2018年香港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第五名 2018/2/4  

28 雷羽 钢琴 初一 美国联邦钢琴公开赛（亚太区）决赛荣获公开组三组冠军 2018/4/29 周挺 广州

29 陈子希 钢琴 第四届韩国亚洲-太平洋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荣获青少年组第一名和最佳肖邦夜曲演奏奖 2018/5/24 李民铎、周薇、汪丽 韩国

30 李拉 大提琴 美国密歇根州卡拉马祖举行第43届Stulberg国际弦乐比赛银奖 2018/2/22 曹敏  美国

31 吴淑婷和俞湘君 室内乐团ELA，获得了2018第二季度德国唱片大奖最佳艺术家称号。 2018/5/30

32 沈周慧 钢琴 高二 第63届GROTRIAN高天国际钢琴比赛中国赛区总决赛 青年组第三名 2018/5/26 杨韵琳 苏州

33 李澈 钢琴 高二 第63届GROTRIAN高天国际钢琴比赛中国赛区总决赛 少年组第二名 2018/5/26 杨韵琳 苏州

34 雷羽 钢琴 初一 第63届GROTRIAN高天国际钢琴比赛中国赛区总决赛 少年组第三名 2018/5/26 周挺 苏州

35 范曾玥 钢琴 初二 《亚洲校园星》音乐艺术节暨2018全国城市青少年钢琴公开赛（中国广东）深圳赛区总决赛荣获特等奖2018/2/25 杨韵琳 深圳

36 周子岩 钢琴 高一
第八届施坦威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暨第81届施坦威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中国赛区上海分赛区决赛
专业C组一等奖

2017/9/24 孙韵 上海

37 周子岩 钢琴 高一 2018李斯特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中国区选拔赛青年A组第二名 2018/5/15 孙韵 上海

38
徐嘉祺、周子岩、刘美

孜
重奏 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上海赛区 特殊重奏专业组D组 一等奖（晋级） 2018/4/14 朱宛晨 上海

39
蒋译萱、吴戴旖、夏多

多
重奏 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上海赛区 特殊重奏专业组C组 一等奖（晋级） 2018/4/14 吴淑婷 上海

40 范曾玥 钢琴 初二 2018首届中国（三亚）国际钢琴音乐周“中国钢琴作品展演 荣获张朝作品作曲家个人嘉许特别奖” 2018/2/8 杨韵琳 三亚

41 周挺 被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2018/6/29

42 雷羽 钢琴 初二 2018年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家比赛”A组（16岁以下）冠军 2018/8/17 周挺

43 郑青 钢琴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31届优秀教师君远奖 2018/8/31

44 周挺 钢琴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31届优秀教师君远奖 2018/8/31

45 刘芮冰 小提琴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31届优秀中学生君远奖 一等奖 2018/8/31

46 陈子希 钢琴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31届优秀中学生君远奖 一等奖 2018/8/31

47 戚赫然 钢琴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31届优秀中学生君远奖 二等奖 2018/8/31

48 张馨月 竖琴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31届优秀中学生君远奖 二等奖 2018/8/31

49 韩佳昊 钢琴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31届优秀中学生君远奖 二等奖 2018/8/31

50 郭笑雨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31届优秀中学生君远奖 二等奖 2018/8/31

51 侯艺阳 小提琴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第31届优秀中学生君远奖 二等奖 2018/8/31

52 王子文 小提琴 高一 奥地利第14届贝多芬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第一名 2018/8/31 黄晨星 施雯

53 蒋译萱、吴戴旖、夏多多 2018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 特殊重奏（室内乐）专业C组 一等奖 2018/7/14 吴淑婷 北京

54 张婧雯 二胡 2018中国音乐小金钟——全国二胡展演 业余（少年A）组中国小金钟二胡新星 2018/8/31 汝艺 李渊清

55 陈达人 二胡 2018中国音乐小金钟——全国二胡展演 专业组中国小金钟二胡新秀 2018/8/31 汝艺 李渊清

56 路震远 低音提琴高二 2018蘭阳国际低音提琴大赛青少年组第三名 2018/7/20 罗兵 王晨

57 夏鸿焱 胡琴 初一 2018《我的祖国》全球胡琴大赛 芳华A组少年组荣获金弦奖 2018/7/20 王莉莉 广州

58 王莉莉 2018《我的祖国》全球胡琴大赛优秀指导老师奖 2018/7/20

59 裘智宇 小六 第七届全国青少年大提琴比赛中荣获少年组第一名 2018/8/20 李继武 黄秋宁 宁波

60 赵伽翔 朱浩然 2018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 特殊重奏（室内乐）专业B组 一等奖 2018/7/14 何也墨，章琦 北京

61 武暄翔 钢琴 小六 2018纽约国际音乐比赛第一名 2018/8/1 钟听

62 武暄翔 钢琴 小六 2018“丝路琴声”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音才奖国际钢琴总决赛 专业少年C组 特金奖 2018/8/1 钟听

63 武暄翔 钢琴 小六 2018“丝路琴声”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音才奖国际钢琴总决赛 俄罗斯及苏联作曲家组（11-14周岁） 特金奖2018/8/1 钟听

64 武暄翔 钢琴 小六 2018“丝路琴声”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音才奖国际钢琴总决赛 古典奏鸣曲组（12周岁及以下） 特金奖 2018/8/1 钟听

65 钟听 2018“丝路琴声”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音才奖国际钢琴总决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8/8/1 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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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孙正天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浪漫派作品组 一等奖 2018/7/20 钟听

67 孙正天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公开组第三组 二等奖 2018/7/20 钟听

68 孙正天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组 三等奖 2018/7/20 钟听

69 唐郡 二胡 初二 2018中国音乐小金钟——全国二胡展演 专业组中国小金钟二胡新秀 2018/8/25 陈春园 李渊清 无锡

70 朱梓赫 钢琴 第八届深圳钢琴公开赛专业少年组荣获第一名 2018/7/18 周挺

71 周挺 钢琴 第八届深圳钢琴公开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8/7/18

72 雷羽 钢琴 初二 美国国际青少年音乐家中心IIYM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 2018/7/9 周挺 美国

73 张家瑞 钢琴 初二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浪漫派作品组 特等奖 2018/7/20 王冠文

74 张家瑞 钢琴 初二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肖邦作品组 一等奖 2018/7/20 王冠文

75 万晨昱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公开第三组 二等奖 2018/7/20 王冠文

76 万晨昱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浪漫派作品组 二等奖 2018/7/20 王冠文

77 李森茂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贝多芬奏鸣曲组 特等奖 2018/7/20 王冠文

78 李森茂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肖邦作品组 特等奖 2018/7/20 王冠文

79 李森茂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德彪西作品组 一等奖 2018/7/20 王冠文

80 李森茂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公开组第三组 二等奖 2018/7/20 王冠文

81 李森茂 钢琴 初一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巴赫平均律组 二等奖 2018/7/20 王冠文

82 王冠文 钢琴 第六届德国威尼斯巴登国际钢琴比赛亚太区总决赛 最佳指导老师奖 2018/7/20

83 姜欣钰 钢琴 初二 2018“丝路琴声”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音才奖国际钢琴比赛 前奏曲与赋格组 特金奖 2018/8/31 钟听

84 姜欣钰 钢琴 初二 2018“丝路琴声”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音才奖国际钢琴比赛 浪漫主义乐派（12周岁以上）组 金奖 2018/8/31 钟听

85 姜欣钰 钢琴 初二 2018“丝路琴声”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音才奖国际钢琴比赛 专业少年C组 银奖 2018/8/31 钟听

86 朱瀚远 钢琴 初二 2018第十三届北京国际音乐大师班艺术节协奏曲比赛一等奖 2018/8/22 杨韵琳 北京

87 陈镝光 孙菁杉 陈骏 室内乐 2018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上海赛区 特殊重奏（室内乐）专业D组 一等奖（晋级） 2018/4/20 朱宛晨 上海

88 陈镝光 孙菁杉 陈骏 室内乐 2018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 特殊重奏（室内乐）专业D组 一等奖 2018/7/23 朱宛晨 北京

89 周挺 钢琴 2016-2018被评为上海音乐学院“优秀教师” 2018/9/10

90 郑青 小提琴 2016-2018被评为上海音乐学院“优秀教师” 2018/9/10

91 向辰 大提琴 初二 首届全国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暨第七届青少年大提琴比赛荣获少年组第四名 Aug-18 刘大海 王晨 宁波

92 向辰 大提琴 初二 2018年奥地利萨尔茨堡国际音乐大奖赛一等奖，杰出青年特别奖 2018/7/15 刘大海

93 董宇轩 竹笛 高二 2018第四届北京竹笛展演荣获少年专业A组金奖 2018/8/12 王俊侃

94 吴依诺 竹笛 高二 2018第四届北京竹笛展演荣获少年专业A组金奖 2018/8/12 王俊侃

95 王俊侃 2018第四届北京竹笛展演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8/8/12

96 王子文 黄轶群 徐硕  孙菁杉 2018第五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室内乐艺术节弦乐四重奏第五名 2018/5/12 吴淑婷

97 王子文 黄轶群 徐硕  孙菁杉 2018第五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室内乐艺术节弦乐四重奏维也纳古典时期作品特别奖 2018/5/12 吴淑婷

98 郭沁妍 二胡 2018中国音乐小金钟——全国二胡展演 业余组（少年A组）中国小金钟二胡新星 2018/8/20 王莉莉 无锡

99 经典 二胡 2018中国音乐小金钟——全国二胡展演 专业组中国音乐小金钟二胡新秀 2018/8/20 刘捷 李渊清 无锡

100 裘智宇 大提琴 首届全国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暨第七届青少年大提琴比赛荣获少年组第一名 2018/8/20 李继武 黄秋宁 宁波

101 裘智宇 大提琴 参加2018南瀛独奏家大提琴音乐节暨音乐大赛荣获大提琴儿童组第二名 2018/8/10 李继武 黄秋宁 台湾

102 杨凌 大提琴 首届全国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暨第七届青少年大提琴比赛荣获少年组第五名 2018/8/20 李继武 黄秋宁 宁波

103 杨凌 大提琴 参加2018南瀛独奏家大提琴音乐节暨音乐大赛荣获大提琴儿童组第一名 2018/8/10 李继武 黄秋宁 台湾

104 陈亦柏 大提琴 已毕业 第60届George Enesu国际音乐节大提琴比赛荣获第二名 2018/9/11 刘美娟 罗马尼亚

105 房基正 大提琴 获得第20届西班牙兰内斯国际弦乐比赛大提琴比赛B组第二名和西班牙音乐最佳演奏奖 2018/8/25 陈卫平

106 张静之 大提琴 获得第20届西班牙兰内斯国际弦乐比赛大提琴比赛B组第三名 2018/8/25 罗伟熹 周济翔

107 徐嘉祺 周子岩 刘美孜 重奏 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全国赛 特殊重奏专业组D组 二等奖 2018/7/14 朱宛晨 北京

108 朱宛晨 2018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全国赛 最佳室内乐教学奖 2018/7/14

109 董颖轩 钢琴 第63届GROTRIAN高天国际钢琴比赛 M2组 第二名 2018/9/23 黄烁 德国

110 林子祥 小提琴 高三 2018第七届成都光亚小提琴国际比赛 第二名 2018/9/29 何弦 平原 成都

111 范昶灵 小提琴 高一 2018第七届成都光亚小提琴国际比赛 第一名 2018/9/29 何弦 平原 成都

112 文若谷 钢琴 高一 第十六届德国艾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荣获A组第四名 2018/8/20 毛翔宇 德国

113 文若谷 钢琴 高一 2018第十七届星海杯全国钢琴比赛全国总决赛荣获专业少年A组 二等奖 2018/8/25 毛翔宇 北京

114 刘一朵 大提琴 初三 第十九届日本大阪国际音乐比赛弦乐J组荣获第二名 2018/10/6 刘大海 丁小婕 日本

115 何芊倩 古筝 高一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艺术专业技能（弹拨乐器演奏）比赛荣获个人一等奖 2018/5/20 祁瑶 上海

116 刘世佳 高二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艺术专业技能（弹拨乐器演奏）比赛荣获个人一等奖 2018/5/20 吴强 上海

117 邹韩骄 竖琴 高一 2018第四届香港国际竖琴比赛 专业中级踏板二组 金奖 2018/10/7 张小杰 香港

118 朱凌 大提琴 第十九届日本大阪国际音乐比赛弦乐E3组荣获第三名 2018/10/4 刘大海 王晨 日本

119 于馨晴 钢琴 高一 2018“李斯特纪念奖”香港国际钢琴公开赛香港总决赛李斯特练习曲组一等奖 2018/10/10 王冠文 香港

120 于馨晴 钢琴 高一 2018“李斯特纪念奖”香港国际钢琴公开赛香港总决赛海顿奏鸣曲组二等奖 2018/10/10 王冠文 香港

121 于馨晴 钢琴 高一 2018“李斯特纪念奖”香港国际钢琴公开赛香港总决赛肖邦练习曲组二等奖 2018/10/10 王冠文 香港

122 于馨晴 钢琴 高一 2018“李斯特纪念奖”香港国际钢琴公开赛香港总决赛肖邦叙事曲/谐虐曲组 三等奖 2018/10/10 王冠文 香港

123 于馨晴 钢琴 高一 2018“李斯特纪念奖”香港国际钢琴公开赛香港总决赛 公开组 三等奖 2018/10/10 王冠文 香港

124 王冠文 2018“李斯特纪念奖”香港国际钢琴公开赛荣获国际优秀钢琴导师奖 2018/10/10 香港

125 Wan Ken 钢琴 小五 2018上海钢琴公开赛获得国际音乐交流奖 2018/10/22 王冠文

126 Wan Ken 钢琴 小五 2018上海钢琴公开赛获得中国作品组三等奖 2018/10/22 王冠文

127 吴万旋 高一 韩国首尔第15届Phoneclassic音乐比赛第一名 2018/10/14 陈峥 王晨 韩国

128 胡肖宇 钢琴 初二 2018年德国艾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 专业少年A组 鼓励奖 2018/8/12 毛翔宇 德国

129 胡肖宇 钢琴 初二 2018年第十七届星海杯全国钢琴比赛全国总决赛专业少年B组二等奖 2018/8/31 毛翔宇 北京

130 王以琳 钢琴 高一 2018第二十届香港亚洲钢琴公开比赛肖邦练习曲组第一名 2018/10/7 娜塔莎 香港

131 武暄翔 钢琴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专业C组 亚军 2018/10/4 钟听 河北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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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武暄翔 钢琴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公开D组 冠军 2018/10/4 钟听 河北衡水

133 武暄翔 钢琴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肖邦练习曲组 冠军 2018/10/4 钟听 河北衡水

134 武暄翔 钢琴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浪漫派作品组 冠军 2018/10/4 钟听 河北衡水

135 钟听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德国隆尼施钢琴冠军导师奖 2018/10/4 钟听 河北衡水

136 赵艺朵 钢琴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总决赛 公开C组冠军 2018/10/4 钟听 河北衡水

137 赵艺朵 钢琴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总决赛 专业C组第四名 2018/10/4 钟听 河北衡水

138 范曾玥 钢琴 2018年第十三届北京国际音乐大师班艺术节钢琴独奏比赛（少年组）一等奖 2018/10/31 杨韵琳 美国

139 范曾玥 钢琴 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协奏曲比赛第一名 2018/10/31 杨韵琳 美国

140 于馨晴 钢琴 高一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 第10组特设组 德彪西作品组 冠军 2018/10/10 王冠文 河北衡水

141 于馨晴 钢琴 高一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 第5组特设组 公开B组 亚军 2018/10/10 王冠文 河北衡水

142 王冠文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总决赛德国隆尼施钢琴特等荣誉教师奖 2018/10/10 河北衡水

143 姜欣钰 钢琴 初二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 巴赫平均律组 亚军 2018/10/10 钟听 河北衡水

144 姜欣钰 钢琴 初二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 公开C组 季军 2018/10/10 钟听 河北衡水

145 夏远 打击乐 高三 2018第一届日本国际打击乐比赛暨东京亚洲打击乐艺术节 青少年A组马林巴银奖，小军鼓一等奖 2018/7/10 杨茹文、高华 日本

146 胡海艺 打击乐 高三 2018第一届日本国际打击乐比赛暨东京亚洲打击乐艺术节 小军鼓二等奖 2018/7/10 杨茹文、高华 日本

147 李仕霖 打击乐 高二 2018第一届日本国际打击乐比赛暨东京亚洲打击乐艺术节 小军鼓金奖，马林巴铜奖 2018/7/10 杨茹文 日本

148 夏远 打击乐 高三
2018上海音乐学院国际打击乐节暨第三届IPEA国际打击乐比赛 专业少年组 组合打击乐第一名，
荣获“雅马哈之星”称号

2018/10/10 杨茹文、高华 上海

149 胡海艺 打击乐 高三 2018上海音乐学院国际打击乐节暨第三届IPEA国际打击乐比赛 专业少年组 组合打击乐第六名 2018/10/10 杨茹文、高华 上海

150 李仕霖 打击乐 高二 2018上海音乐学院国际打击乐节暨第三届IPEA国际打击乐比赛 专业少年组 组合打击乐第三名 2018/10/10 杨茹文 上海

151 余越文 钢琴 高三 2018BOYA钢琴艺术节专业青年组决赛金奖 2018/8/6 杨韵琳 苏州

152 赵艺朵 钢琴 初二 2018BOYA钢琴艺术节专业少年组决赛铜奖 2018/8/6 钟听 苏州

153 王悦彤 钢琴 初一 第22届Casalmaggiore意大利国际音乐节最高奖“Taras Gabora奖” 周挺 意大利

154 王悦彤 钢琴 初一 第22届Casalmaggiore意大利国际音乐节“最受观众欢迎”奖 周挺 意大利

155 王悦彤 钢琴 初一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总决赛专业C组 季军 2018/10/4 周挺 河北衡水

156 周挺 第一届德国隆尼施（衡水）国际钢琴大赛总决赛德国隆尼施钢琴杰出教师奖 2018/10/4

157 陈子希 钢琴 第十九届西班牙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 2018/11/13 李民铎 西班牙

158 顾盼 钢琴 高一 2018黄龙音乐季钢琴艺术周铜奖 2018/8/10 杨韵琳 湖南

159 顾盼 钢琴 高一 2018年第十七届星海杯全国钢琴比赛全国总决赛专业少年B组二等奖 2018/8/20 杨韵琳 北京

160 顾盼 钢琴 高一 2018第九届亚洲青少年钢琴艺术节暨“中国作品奖”国际青少年钢琴公开赛专业少年组冠军 2018/10/1 杨韵琳 香港

161 盖铭爱 钢琴 小五 2018第九届亚洲青少年钢琴艺术节暨“中国作品奖”国际青少年钢琴公开赛 儿童一组冠军 2018/10/1 杨韵琳 香港

162 陈明堂 作曲 初二
作品《魂语》在高等音乐艺术院校2018第十一届民乐独奏作品（竹笛、唢呐、笙、管子）比赛中
荣获佳作奖

2018.12/7 强巍昊 上海

163 胡肖宇 钢琴 初二 2018BOYA钢琴艺术节专业少年组决赛金奖 2018.08.08 毛翔宇 苏州

164 邓星斓 作曲 高三
2018第二届上海浦东 川沙国际钢琴艺术节2018首届“黄自杯”国际中国钢琴作品作曲大奖赛作品
《竹》荣获优秀作品奖

2019/1/7 岳淼

165 朱瀚远 钢琴
荣获第7届马来西亚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公开组第一名、最佳马祖卡奖、最佳协奏曲奖、全场最高奖

Grand Prix四项大奖
2019/1/7 杨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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