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上海戏剧学院本科新生录取名单[艺术类校考专业]

注：
1.下述名单分专业按考生号大小排序。
2.表演（戏剧影视）[春季招生]1名考生、戏剧影视文学[春季招生]6名考生、艺术管理[春季招生]6名考生已于
2021年3月完成录取，不在此名单内。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1 21110105100180 周景怡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 21110113103034 刘思翰 男 表演（戏剧影视）
3 21110115102176 张倬铭 男 表演（戏剧影视）
4 21110115102183 李政宸 男 表演（戏剧影视）
5 21130227290001 吴嘉东 男 表演（戏剧影视）
6 21130421290207 王子妤 女 表演（戏剧影视）
7 21210103133604 丛凰文 女 表演（戏剧影视）
8 21210105135311 张禹阳 男 表演（戏剧影视）
9 21210504171619 李佳奇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0 21230125330037 刘政昭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1 21310105000362 甘子琳 女 表演（戏剧影视）
12 21310112000077 徐霖纳 女 表演（戏剧影视）
13 21310112000081 李依梵 女 表演（戏剧影视）
14 21330145130006 夏哲栋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5 21331618130108 计佳羽 女 表演（戏剧影视）
16 21370706300016 徐浚桓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7 21371002300023 宗姝婷 女 表演（戏剧影视）
18 21410631119211 许嘉文 女 表演（戏剧影视）
19 21410631119382 秦梓峰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0 21411531119356 刘雅琪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1 21430106117576 张钰琪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2 21430106124034 柳颖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3 21430121118330 喻文婕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4 21430401110168 黄御庭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5 21440104484015 孟默蕾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6 21510114130016 周毅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7 21511001130038 王彧倩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8 21512113130058 罗安南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9 21640102100628 桑国俊 男 表演（戏剧影视）
30 21640102150729 王欣怡 女 表演（戏剧影视）
31 21110108104246 张铭予 男 表演（音乐剧）
32 21110108110678 蔡鼎延 男 表演（音乐剧）
33 21110108110687 刘子悦 女 表演（音乐剧）
34 21110108110692 俞佳一 女 表演（音乐剧）
35 21110112103616 王苒 女 表演（音乐剧）
36 21110115102199 彭宝莹 女 表演（音乐剧）
37 21152701134274 王炳 男 表演（音乐剧）
38 21230103330366 杜知衡 男 表演（音乐剧）
39 21310105000361 曹嘉月 女 表演（音乐剧）
40 21310110006727 沈天宸 男 表演（音乐剧）
41 21310112009293 孙雨晴 女 表演（音乐剧）
42 21320201710007 徐颖 女 表演（音乐剧）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43 21337020130001 章庭链 男 表演（音乐剧）
44 21339005130008 王天晴 男 表演（音乐剧）
45 21370212300662 张美涵 女 表演（音乐剧）
46 21370285300275 栾靖宇 男 表演（音乐剧）
47 21370481300085 杨瑞涵 女 表演（音乐剧）
48 21371102300039 石晓媛 女 表演（音乐剧）
49 21410133119058 李怡垚 女 表演（音乐剧）
50 21440305410065 夏云梦 女 表演（音乐剧）
51 21440311401114 庄凯俊 男 表演（音乐剧）
52 21510117130060 付政凯 男 表演（音乐剧）
53 21511001130026 杨钦茜 女 表演（音乐剧）
54 21622901130041 拜荣基 男 表演（音乐剧）
55 21110101100266 袁也 女 戏剧影视导演
56 21110101104422 周迎嘉 女 戏剧影视导演
57 21130203290499 曹溪云 女 戏剧影视导演
58 21220105130024 姚禹帆 女 戏剧影视导演
59 21340301130408 杨瑞康 男 戏剧影视导演
60 21341002130060 陈唯加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1 21420601131626 陈佳炫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2 21440311404006 李柏璇 男 戏剧影视导演
63 21510113130095 陈艺飞 男 戏剧影视导演
64 21510201130177 钟慧妍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5 21530111111087 胡芯晨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6 21532201113414 朱香君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7 21610103130357 刘江煜 男 戏剧影视导演
68 C724ZLT7N Liya Hanisch 女 戏剧影视导演 外籍
69 21152727130004 珠娜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内蒙古民族预科
70 21230603230034 吴昊雯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1 21310104007770 杜璟元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2 21320106710504 王明萱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3 21320401710465 黄菁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4 21320501750743 崔芷柔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5 21330193130045 江雨婷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6 21420103130005 於诗远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7 21420106130404 喻玥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8 21530103110255 张莹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9 21610603130152 边琦雅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80 M02954250 LEE SANGMIN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外籍
81 21131026240041 付丛溪 男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2 21150209130463 祎蓉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内蒙古民族预科
83 21152727130038 都希汗 男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内蒙古民族预科
84 21210202130115 李苏桐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5 21210204130052 谢源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6 21230601230300 于夫 男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7 21230601230488 付兴佳 男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8 21310118003504 张颖梓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9 21370203301384 赵梓皓 男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90 21410116119634 张重奕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1 21410501119211 吴佳仪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2 21411312119534 杨深 男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3 21420501130552 陈雨薇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4 21421202130156 刘逸灵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5 21430104117212 郭子帆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6 21500104131640 张艺凡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7 21610103130157 童祎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8 21150102134162 乌若宁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内蒙古民族预科
99 21152724130028 尚那拉图 男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内蒙古民族预科

100 21230602230057 王哲 男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1 21230602270009 朱业瀛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2 21310110004730 顾婷婷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3 21320104710569 王心惟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4 21320501710447 饶梦瑶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5 21320501750314 倪苏恋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6 21320509710537 徐艺凝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7 21320681710299 丁姝辰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8 21330193130016 李思典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9 21331203130044 邵杼娜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10 21350925130016 郭丁绮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11 21410116119216 李子欣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12 21410116119476 刘雨迦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13 21410116119511 史珂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14 21410803119099 管欣欣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15 21500124131268 张斯瑶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16 21510106130373 李璨宇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17 21650101110952 邵若珍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18 60110109 吴双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香港
119 70410073 于洋文倩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华侨
120 21210302132564 陈彦彤 女 绘画
121 21321181740110 陈捷 女 绘画
122 40112043 林霈珊 女 绘画 香港
123 21230103230270 欧阳章文 女 数字媒体艺术
124 21310115010886 袁奕真 女 数字媒体艺术
125 21320104850626 马星月 女 数字媒体艺术
126 21320201711513 姚卓凡 男 数字媒体艺术
127 21320501710445 张吟洁 女 数字媒体艺术
128 21320601710345 偶悦然 女 数字媒体艺术
129 21320681710842 张家鸣 男 数字媒体艺术
130 21331107130014 闻跞婧 女 数字媒体艺术
131 21320106710720 王竹萱 女 动画
132 21321183710034 侯诗吟 女 动画
133 21337007130055 雷铄烁 女 动画
134 21410116119358 陈涵可 女 动画
135 21622621130040 高嘉怡 女 动画
136 21110117101244 胡婧囡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137 21140107133231 梁齐若璞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8 21210103133214 单清稚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9 21210105133719 李姝璇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0 21210105136420 李若男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1 21230102330062 王子健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2 21232301330060 任家辰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3 21335534130027 李佳宬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4 21338001130006 朱一览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5 21370102300030 刘昕雨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6 21370203300425 吴若帆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7 21370725300182 李泽浩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8 21370781300009 曹英鑫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49 21371002300019 刘胤廷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0 21410117119044 郭静薇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1 21410131119932 尚雨涵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2 21410133119296 张天楷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3 21410801119996 杜佳欣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4 21430623111138 柳怡萍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5 21430801113389 李子祥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6 21440402419008 薛雨菲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7 21440605417052 丁硕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8 21652306210001 艾丽菲努尔·艾尼瓦尔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9 21110102105428 张昊阳 男 表演（京剧）
160 21110102105449 张瑀然 女 表演（京剧）
161 21110102105453 夏瑞雪 女 表演（京剧）
162 21110102105460 胡贝尔 女 表演（京剧）
163 21110102105461 陈忆京 女 表演（京剧）
164 21110106102474 潘虹宇 男 表演（京剧）
165 21110106102477 武瑞豪 男 表演（京剧）
166 21110106102483 翟晗冰 女 表演（京剧）
167 21110106102484 张铭 女 表演（京剧）
168 21110106102489 赵旭 女 表演（京剧）
169 21110106102490 马子晨 女 表演（京剧）
170 21110106102498 梁思怡 女 表演（京剧）
171 21130102290539 侯光圃 男 表演（京剧）
172 21130102290549 梁润泽 男 表演（京剧）
173 21130102290550 刘铭 女 表演（京剧）
174 21130102290559 王可汗 男 表演（京剧）
175 21130102290561 王天瑜 女 表演（京剧）
176 21130628290026 程勃涵 男 表演（京剧）
177 21210113130125 孙昊 男 表演（京剧）
178 21210113130160 关永琰 男 表演（京剧）
179 21210113130192 陈滢滟 女 表演（京剧）
180 21230103530409 姜虹羽 男 表演（京剧）
181 21230104530042 王承伟 男 表演（京剧）
182 21310112000008 田婧慈 女 表演（京剧）
183 21310112000009 李楠 女 表演（京剧）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184 21310112000012 赵禹彤 女 表演（京剧）
185 21310112000013 余欣悦 女 表演（京剧）
186 21310112000014 刘君浩 男 表演（京剧）
187 21310112000015 王子仁 男 表演（京剧）
188 21310112000016 纪凡 男 表演（京剧）
189 21310112000018 王羿尧 男 表演（京剧）
190 21310112000020 刘恩泽 男 表演（京剧）
191 21310112000021 周雅欣 女 表演（京剧）
192 21310112000022 金富强 男 表演（京剧）
193 21310112000029 王鑫淼 女 表演（京剧）
194 21310112000030 王彦龙 女 表演（京剧）
195 21310112000033 葛浩东 男 表演（京剧）
196 21370102300742 闫茹钰 女 表演（京剧）
197 21370102300761 韩志斌 男 表演（京剧）
198 21371421300210 黄蕾 女 表演（京剧）
199 21410116119332 刘沅潮 男 表演（京剧）
200 21410136119405 赵瑞杰 男 表演（京剧）
201 21410136119415 赵嘉宇 男 表演（京剧）
202 21411412119328 刘阳阳 男 表演（京剧）
203 21420107130668 邓钰格 女 表演（京剧）
204 21310105002695 程孟琬怡 女 表演（木偶）
205 21310112000147 张瀚予 女 表演（木偶）
206 21310112000148 文晓慧 女 表演（木偶）
207 21310112000151 湛鑫妍 女 表演（木偶）
208 21330715130016 俞文凯 男 表演（木偶）
209 21331616130062 裴亚楠 女 表演（木偶）
210 21331663130026 蒋心鑫 女 表演（木偶）
211 21331816130002 金鹰 男 表演（木偶）
212 21335222130003 杨佳怡 女 表演（木偶）
213 21340104130623 左逸菲 女 表演（木偶）
214 21340104130624 田逸茗 女 表演（木偶）
215 21340301130693 刘旺 男 表演（木偶）
216 21360602111242 严子琳 女 表演（木偶）
217 21370282301557 姚一卓 女 表演（木偶）
218 21370502300247 孙晓慧 女 表演（木偶）
219 21371102300715 王逸群 男 表演（木偶）
220 21410117119059 韩镕锶 女 表演（木偶）
221 21420701130432 童楷瑞 男 表演（木偶）
222 21430104117246 刘蒋瑜 男 表演（木偶）
223 21430106265986 官宇轩 男 表演（木偶）
224 21430626243805 金璨 男 表演（木偶）
225 21450101132543 王权 男 表演（木偶）
226 21500125131507 蒋京卫 男 表演（木偶）
227 21510113130985 王智弘 男 表演（木偶）
228 21510601130183 李昂 男 表演（木偶）
229 21510701130031 伍益徵 男 表演（木偶）
230 21610101130038 王乐勤 女 表演（木偶）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231 21652401210011 娜瓦热·热合买提江 女 表演（木偶）
232 21110102105471 王庆洋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33 21110102105479 何汜楠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34 21110102105481 王欣悦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35 21120103931007 孙海漪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36 21120103935301 赵梓茗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37 21130427220031 张瑞琪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38 21210113130149 王子月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39 21210113130194 王晨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40 21222401130171 尹安东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41 21230601130533 尹田甜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42 21231000530242 官月婷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43 21232601130037 于博奇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44 21310107004986 蒋泽芸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45 21310110005539 孙子川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46 21310112000046 杨嘉轩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47 21310112000048 陶嘉蓓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48 21310112000050 张嘉群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49 21310112000052 郭桐喆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50 21310112000054 李润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51 21310112000057 潘祺鹏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52 21310112000059 包晗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53 21310115015439 韩思顗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54 21310115015952 顾佳敏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55 21320401711291 周颖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56 21330131130028 陆鑫宇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57 21330135130005 刘冠甫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58 21330135130039 陈彦姝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59 21334911130053 郑清予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60 21370102300743 王晓宇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61 21370102300745 王慧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62 21370102300759 龙祺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63 21370102300760 周新致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64 21370102300762 王小旭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65 21370102300768 王本澄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66 21370321300587 王艳学子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67 21371402301086 刘沁怡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68 21371681300762 任在虎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69 21210112131711 林昊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70 21210112131717 谷奕瑶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71 21210112131724 杨舒羽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72 21210112131792 刘新媛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73 21210112131797 齐芷萱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74 21210112131810 陈祥龙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75 21210112131811 史涵伊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76 21220102130014 韩雨晴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77 21220106130013 于涵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278 21310105000303 盛雨欣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79 21310105000304 鲁唐欣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0 21310105000309 李科萌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1 21310105000313 郭鹏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2 21310105000314 王佳昊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3 21310105000318 吴宇杭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4 21310105000320 赵永其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5 21310105000321 闫皓棠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6 21310105000328 姚舒译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7 21310105000332 王潇凡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8 21310105000333 温宝怡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89 21310105000334 温贝琳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0 21310105000335 钟雨珊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1 21310105000339 吕沛文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2 21310105000344 徐佳妍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3 21310105000346 吕天烨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4 21310105000351 徐雅楠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5 21320301710086 侯金贺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6 21321081710025 徐子衎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7 21411611119006 王雯琪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8 21420601130019 闫彦焱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99 21430103115900 曹仁杰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300 21440106442013 黄玥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301 21440106442055 张腾元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302 21440106442067 郑楚琪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303 21440402425031 蒋哲信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304 21510120130007 王心怡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305 21110108110625 孟琦智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6 21210105131033 张子瑶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7 21210105136457 崔力文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8 21210112131419 陈柏汐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9 21210112131789 李思仪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0 21210113130154 杨晗琪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1 21210311130020 冯冰怡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2 21230103430376 蔡茗伊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3 21310105000382 龙心怡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4 21310105000403 朱善文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5 21310105000404 燕常子豪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6 21310105000415 朱雨婕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7 21310105000430 贾文皓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8 21320104710917 万小璇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19 21320501712156 周怡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20 21330131130008 姜泳秀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21 21330131130017 邓歆艺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22 21352203130171 吴美贞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23 21370102300698 何修林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24 21370602300602 袁雪鑫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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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21440106441004 肖遥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26 21440106441032 张思雨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27 21461003139999 王毓嘉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28 21461205130052 陈海鹏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29 21510102130514 蒋汉明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30 21511404130397 彭彬彬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31 21141130132110 卞光耀 男 舞蹈编导
332 21150102133118 白芮聪 女 舞蹈编导
333 21150102135234 张世森 男 舞蹈编导
334 21310105000308 钟莹 女 舞蹈编导
335 21310105000393 罗琇月 女 舞蹈编导
336 21330131130018 汪齐 男 舞蹈编导
337 21340403130478 张帆 女 舞蹈编导
338 21360802112519 胡亦凡 男 舞蹈编导
339 21370832300984 张振航 男 舞蹈编导
340 21370832300985 秦子轩 男 舞蹈编导
341 21430103113072 付雯萱 女 舞蹈编导
342 21460502134954 梁崇业 男 舞蹈编导
343 21460502134963 吴坤锋 男 舞蹈编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