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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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上海秋季高考考生。
3.不含港澳台侨考生及外国留学生。
4.上海春季招生、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已完成录取，不在此名单内。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1 22110112103811 崔良麒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 22130901290234 荣妍 女 表演（戏剧影视）
3 22140109133007 李宇凡 男 表演（戏剧影视）
4 22150202130713 刘雨苗 女 表演（戏剧影视）
5 22152631130433 张学志 男 表演（戏剧影视）
6 22210181130123 金天如意 女 表演（戏剧影视）
7 22210381130029 于蕊绮 女 表演（戏剧影视）
8 22210701130386 孙懿 男 表演（戏剧影视）
9 22210801130005 齐晶晶 女 表演（戏剧影视）
10 22220401130153 刘施彤 女 表演（戏剧影视）
11 22230602330021 鞠昊潼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2 22320501710783 吕恩惠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3 22330111130013 钱浩夫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4 22331620130103 蔡景帆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5 22341502130050 李亮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6 22350128130257 周嘉鑫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7 22370683300188 史佳鸣 男 表演（戏剧影视）
18 22370785300401 张佳宁 女 表演（戏剧影视）
19 22410117119194 常立昕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0 22410631119279 郭壮壮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1 22420111131224 杨金晶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2 22420116130331 王林乐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3 22420801130463 周文琦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4 22430126112994 彭志豪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5 22432801117442 周彦辰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6 22432902111908 殷小宝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7 22440105488017 卢米乐 男 表演（戏剧影视）
28 22440304406050 谭胤暄 女 表演（戏剧影视）
29 22440307418052 代高源 男 表演（戏剧影视）
30 22441302490097 李禹汉 男 表演（戏剧影视）
31 22510109130255 李昱宏 男 表演（戏剧影视）
32 22653109210006 杰苏尔·罗克满 男 表演（戏剧影视）
33 22650103210072 娜菲莎·吐里洪 女 表演（戏剧影视） 新疆协作计划
34 22652506210106 热法提·热阿英别克 男 表演（戏剧影视） 新疆协作计划
35 22110108111185 朱涵之 女 表演（音乐剧）
36 22110108111222 臧鲁滨 男 表演（音乐剧）
37 22131028210004 杨唯祺 女 表演（音乐剧）
38 22210105130341 毕源格 女 表演（音乐剧）
39 22210203130017 毕瑞珊 女 表演（音乐剧）
40 22230103130423 刘宪佟 男 表演（音乐剧）
41 22331005130001 俞烁天 男 表演（音乐剧）
42 22331921130005 潘奕文雯 女 表演（音乐剧）
43 22360403110216 叶荣天 男 表演（音乐剧）
44 22370123300316 张骞之 女 表演（音乐剧）
45 22370214301457 高源 男 表演（音乐剧）
46 22430105120023 申琪 女 表演（音乐剧）
47 22440104432010 郭之阳 男 表演（音乐剧）
48 22440106489058 富芷昕 女 表演（音乐剧）
49 22440111490013 邢安达 男 表演（音乐剧）
50 22440305410061 程晨 女 表演（音乐剧）
51 22440305413037 韩金成 男 表演（音乐剧）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52 22500104130042 邓文篪 男 表演（音乐剧）
53 22500104130132 梁骞文 女 表演（音乐剧）
54 22510301170014 叶斯予 女 表演（音乐剧）
55 22510402130254 饶洪嘉 女 表演（音乐剧）
56 22511001130237 李佳骏 男 表演（音乐剧）
57 22511202130488 张宇熙 男 表演（音乐剧）
58 22610501130453 吴衍谞 男 表演（音乐剧）
59 22650101210696 迪丽乌孜·居来提 女 表演（音乐剧） 新疆协作计划
60 22650101210739 嬉仁娜依·吴拉木江 女 表演（音乐剧） 新疆协作计划
61 22110101104814 邓瑷芃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2 22130802290005 兰新蕾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3 22210202130482 王龄萱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4 22210204170025 宿家维 男 戏剧影视导演
65 22210204170045 李梓霄 男 戏剧影视导演
66 22210502130166 刘佳蕊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7 22410613119594 慕童 男 戏剧影视导演
68 22420111130196 朱天贝 女 戏剧影视导演
69 22510106130471 戴芷墨 女 戏剧影视导演
70 22520102151813 屈子杰 男 戏剧影视导演
71 22650101210718 于米提·凯赛尔 男 戏剧影视导演 新疆协作计划
72 22210102130006 卜怡轩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3 22330118130006 汪迪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4 22350203130098 王琳佳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5 22410116119624 乔一飞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6 22420102130104 董亦歌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7 22430401240956 罗百琪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8 22510103170131 林千轹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79 22510402130255 任可嘉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80 22150104131951 张可薇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1 22232322230109 段舒馨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2 22330907131611 宾洋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3 22371502303086 李美景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4 22430104110940 曾煜雯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5 22430126113497 刘佳兴 男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6 22450301130106 韩雪婷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7 22500108130384 饶怡霜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8 22610105130897 贺家仪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89 22620102135122 答琛雅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0 22650101111060 王雨欣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1 22650103110257 张艺玟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92 22110105104714 鞠可欣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93 22130203240448 李锦图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94 22130705240160 李紫彤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95 22320501710628 钱嘉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96 22332901130011 李娜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97 22350102130056 郑康乔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98 22370103300097 张美琦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99 22370103300105 戚欣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0 22420112130320 高瑞谦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1 22420601131663 张心葳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2 22441900434008 林怡纯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3 22510107130108 罗子月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4 22510113130010 程泺奚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5 22530103151032 杨婧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6 22532127150476 陈秋彤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7 22640102100471 杨棠迪 女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108 22650201110005 罗静涵 女 绘画
109 22130102290498 黄羽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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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22130202290073 杨若琪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1 22150103132924 托娅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2 22150204131813 马润楠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3 22210102130080 白昕鑫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4 22210106130251 季彦辰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5 22211102170048 盖勃维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6 22230127330116 王天一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7 22230601330271 陈思彤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8 22353304130390 张嘉欣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19 22410136119677 戎珈慧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0 22410146119078 秦艺歌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1 22430104116877 肖倬睿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2 22430126110979 蔡雪儿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3 22440106407008 徐梓乔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4 22440111402006 周世熠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5 22440306406056 郭书豪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6 22440310404030 陈泳而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7 22500105130111 钟雨竹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8 22510201170030 陈文奕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29 22520302110289 黎颜瑞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0 22640122550440 张舒心 女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1 22652401110002 孙昊宇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2 22120222934921 梁曼仪 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33 22210602170007 刘赢 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34 22320105850608 王秀宁 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35 22330130130034 陈双 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36 22331604130028 高欣怡 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37 22333607130010 严浚珂 男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38 22334705130095 汪朝阳 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39 22420113130452 杨凝乐 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40 22430104231921 邓雯予 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41 22510122130009 杨越涵 男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42 22650103111104 周妤萌 女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43 22652804150002 李晨歌 男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44 22110102106253 苑昊天 男 表演（京剧）
145 22110102106263 王鑫浩 男 表演（京剧）
146 22110102106266 项俊尧 男 表演（京剧）
147 22110102106286 赵屹坤 女 表演（京剧）
148 22110102106289 马梦泽 女 表演（京剧）
149 22120102935012 唐芸 女 表演（京剧）
150 22120102935013 薛雯予 女 表演（京剧）
151 22120102935017 张煦迎 女 表演（京剧）
152 22120102935023 王紫梦 女 表演（京剧）
153 22120102935031 姜元喆 男 表演（京剧）
154 22120102935036 郭懿墨 男 表演（京剧）
155 22130102290742 倪世纪 男 表演（京剧）
156 22130102290766 倪静思 女 表演（京剧）
157 22130123290159 马桐坤 男 表演（京剧）
158 22130123290163 唐佳仪 女 表演（京剧）
159 22130123290169 张艺杨 女 表演（京剧）
160 22130123290171 赵匀畅 女 表演（京剧）
161 22130638290090 高旭鹏 男 表演（京剧）
162 22130825290046 张嘉俊 男 表演（京剧）
163 22131023290141 付岩松 女 表演（京剧）
164 22210411130112 纪呈烨 女 表演（京剧）
165 22211003130019 王斯文 女 表演（京剧）
166 22320501711212 赵婉婷 女 表演（京剧）
167 22370102300782 金亚菲 女 表演（京剧）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168 22370102300784 辛瑞轩 男 表演（京剧）
169 22370102300786 丁晨旭 男 表演（京剧）
170 22370102300803 王董佳一 女 表演（京剧）
171 22410112119392 张萌 女 表演（京剧）
172 22420117130022 刘佳妮 女 表演（京剧）
173 22460101137926 王晨 男 表演（京剧）
174 22530111112065 李昱霖 男 表演（京剧）
175 22110120100424 周思邯 女 表演（木偶）
176 22140110133015 周一凡 男 表演（木偶）
177 22140302173006 张文博 男 表演（木偶）
178 22330907132434 范哲豪 男 表演（木偶）
179 22331607130051 卢芷祯 女 表演（木偶）
180 22331657130003 周驰寓 男 表演（木偶）
181 22332508130185 陈欣怡 女 表演（木偶）
182 22337801130041 叶子 女 表演（木偶）
183 22350502130013 魏一诺 女 表演（木偶）
184 22360103110020 徐亦寒 女 表演（木偶）
185 22370212300928 周珈伊 女 表演（木偶）
186 22370303301170 侯天越 女 表演（木偶）
187 22410103119739 侯宇翔 男 表演（木偶）
188 22410103159180 蓝子翰 男 表演（木偶）
189 22410601119640 赵颖 女 表演（木偶）
190 22440305410078 谢维萱 女 表演（木偶）
191 22440311402118 王泳淇 女 表演（木偶）
192 22440312401068 饶茗钰 女 表演（木偶）
193 22441303409001 余英旗 女 表演（木偶）
194 22500104131109 王诗然 女 表演（木偶）
195 22500104132335 谢孟洁 女 表演（木偶）
196 22500111130355 李彦妮 女 表演（木偶）
197 22500113132434 吴泽 男 表演（木偶）
198 22500119130183 吴俊蓉 女 表演（木偶）
199 22500121133116 王媛媛 女 表演（木偶）
200 22510113131186 张珈榕 女 表演（木偶）
201 22510601130517 毛俊杰 男 表演（木偶）
202 22512101130199 蔡彬 男 表演（木偶）
203 22110102105940 于怀淼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04 22110102106303 张正義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05 22110102106319 崔势崎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06 22120102935034 王鸿锡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07 22130123220050 王含梦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08 22210403170003 王鹤潼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09 22320312710267 赵一鸣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10 22320501710747 吴奕奕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11 22330127130044 高梦喆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12 22330131130009 范骐如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13 22330135130080 姚宸昕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14 22330156130062 钟佳宜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15 22330156130063 俞典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16 22330156130096 黄义捷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17 22331607130038 邱亦成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18 22341801130133 蓝青赟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19 22370102300783 王培江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20 22370102300791 温浩宇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21 22370102300804 南昱旭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22 22370102300806 郎潇潇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23 22370112300084 赵丹阳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24 22370724300220 李钦轩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25 22370902300001 彭洲洋 男 表演（戏曲音乐）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226 22371402300237 赵嘉豪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27 22371481300211 顾子坤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28 22371502300214 朱何帅 男 表演（戏曲音乐）
229 22410101119430 赵琼然 女 表演（戏曲音乐）
230 22110101104810 孙博隆 男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31 22110102106275 杨琪乐 女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32 22140108133183 刘林昊 男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33 22320117710052 熊径远 男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34 22331663130005 朱可一 女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35 22332901130002 章旖城 女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36 22340201130588 张彤 女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37 22340223130227 付俊杰 男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38 22340801131104 王可青 女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39 22341882130216 卢天元 男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40 22352582130173 叶江培 女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41 22371725300013 程政博 男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42 22411411159052 王俊茜 女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243 22210102130001 王一茗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44 22210112130283 高家宜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45 22210112130287 单熙涵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46 22210112130440 张嘉雯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47 22210112130443 刘明震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48 22210112130499 王梦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49 22210302130009 李宣萱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0 22210303130008 王德佳琪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1 22210504130006 石绮文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2 22220104130469 房满钰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3 22320301710120 张祖豪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4 22360925110313 熊佳丽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5 22370207301553 徐润朕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6 22370303301610 高圣博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7 22432801117317 钟颖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8 22440106442005 张淡坡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59 22440106442037 周炳男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0 22440106442047 贾琰琰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1 22440106442074 李佳峻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2 22440106442147 李垚鑫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3 22441827405006 孙嘉禄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4 22460202133924 罗自涯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5 22461706130159 张敏 男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6 22500105130076 蒲桂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7 22510601131103 唐慧琳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8 22520103112092 阮妍萍 女 舞蹈表演（芭蕾舞）
269 22110102106410 应玥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0 22110106102843 王子烁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1 22130102230176 李昊晟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2 22140110132105 范毓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3 22210302130003 张羽涵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4 22210302130005 杨董旖旎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5 22230106430156 张泽欣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6 22230106430199 付宏悦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7 22230106430431 崔羽茜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8 22230129430016 徐畅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79 22230500430166 战美池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80 22320106711078 张轩硕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281 22320106711079 张济凡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282 22320201712806 王可欣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83 22320312711891 孟琦智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名称 备注
284 22320401713081 孙俊楠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285 22320401713088 李承怡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86 22320582711104 朱宸锐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87 22320582711133 黄子凌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88 22321023710016 舒馨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89 22333219130013 邵伟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0 22340301130001 吴天磊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1 22351203130145 吴婉如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2 22353203130164 付婉瑜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3 22370103301102 牛迪菲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4 22370302300781 阿诗磊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5 22410117119144 李佳琦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6 22410305119413 张莹钰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7 22420113130349 赵锐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8 22440106441001 高小涵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299 22440106441002 罗芊彤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0 22440106441025 董雨轩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1 22440106441027 邹冰晓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2 22440106441048 王杨镜涵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3 22440106442016 陈海源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4 22460202133966 吕碧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5 22460502137564 陈上校 男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6 22620201135022 陈玥 女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7 22130102230011 刘世贤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08 22130102230024 张亦弛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09 22130102230032 孙竟峰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0 22130102230074 郭政鑫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1 22130102230103 戴彤瑶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2 22130102230104 孙壮丽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3 22130302230017 蔺蒴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4 22130502230002 刘欣鹭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5 22210213130015 许乃元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6 22210921130004 刘伊娜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7 22320106711092 王文卓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8 22320106711093 李昊阳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19 22320581710988 周可馨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20 22333105130026 杨昌乐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21 22340101133253 周纯善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22 22440106442165 彭雪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23 22440305410087 易如艺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24 22441202414006 姚玥彤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25 22500105133297 陈菲菲 女 舞蹈表演（国标舞）
326 22500105133342 沈郅杰 男 舞蹈表演（国标舞）
327 22140106132288 韩睿美 女 舞蹈编导
328 22210304130136 皮一辰 女 舞蹈编导
329 22320201712901 张嘉禾 男 舞蹈编导
330 22330135130031 黄佳蓓 女 舞蹈编导
331 22332508130078 卓杨宸伊 女 舞蹈编导
332 22350681130018 吴煌俊 男 舞蹈编导
333 22350821130263 岳鑫鹏 男 舞蹈编导
334 22370102300780 王佳冉 女 舞蹈编导
335 22410116119811 张云通 男 舞蹈编导
336 22440106441043 王玉婷 女 舞蹈编导
337 22500104132702 邓静滢 女 舞蹈编导
338 22610607130058 石泽宇 男 舞蹈编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