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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海戏剧学院春季招生预录取及候补资格考生名单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2023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

季考试招生试点方案〉的通知》（沪教委学〔2022〕52 号）、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23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实施

办法》的通知（沪教考院高招〔2022〕31 号）、《上海戏剧学院 2023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章程》《2023 年上海戏剧学院春季

考试招生自主测试实施方案》相关规定，现将我校 2023 年戏剧影视

文学、表演（戏剧影视）、艺术管理、绘画、动画、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春季招生预录取分数线及预录取名单、候补资格分数线及候补录取

名单公布如下（同分情况亦已按上述文件规定执行处理）： 

 

一、戏剧影视文学 

1.预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76.38 分，语文科目不

低于 110 分。 

预录取名单如下（按报名号排序）： 

报名号 姓名 

23310104011909 王樱蓓 

23310106003921 高盛晗 

23310115010446 王艺迪 

23310119000890 杨天爱 

2.候补资格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71.25 分，语文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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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10 分。 

候补资格排序名单如下： 

报名号 姓名 备注 

23310104005614 潘缘源 候补第 1名 

23310114001978 顾欣琪 候补第 2名 

二、表演（戏剧影视） 

1.预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33.5 分，语文、外语

科目均不低于 100 分且专业资格考试须合格。 

预录取名单如下（按报名号排序）： 

报名号 姓名 

23310106006404 丁泽皓 

23310107002606 汪辰菲 

23310109001231 夏瑞泽 

23310109004329 潘昊卿 

 

（本专业无候补名单） 

三、艺术管理 

1.预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74.5 分，艺术管理专

业无单科要求。 

预录取名单如下（按报名号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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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号 姓名 

23310104005942 王业达 

23310104008304 计心怡 

23310104008305 郑羽涵 

23310104008377 何雨婷 

23310104008932 郁迪雯 

23310105001817 陈仪 

23310110003008 沈倩宇 

23310112006606 袁子懿 

23310113004038 吴大嘉禾 

23310115007376 刘佳慧 

23310115010405 王梓嘉 

23310115010446 王艺迪 

23310115011617 袁子贤 

23310117004052 王静茹 

2.候补资格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71.06 分，艺术管理

专业无单科要求。 

候补资格排序名单如下： 

 

报名号 姓名 备注 

23310105000717 季易 候补第 1名 

23310115009863 马雨曦 候补第 2名 



 第 4 页 共 6 页 

报名号 姓名 备注 

23310107002616 钱玟 候补第 3名 

23310112006633 邵羽音 候补第 4名 

23310116001049 张静 候补第 5名 

23310106006381 付会晏 候补第 6名 

23310107005078 吴怡 候补第 7名 

四、绘画 

1. 预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09 分（同分者按自主

测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同分者自主测试成绩不低于 126 分）且专业

资格考试须合格，绘画专业无单科要求。 

预录取名单如下（按报名号排序）： 

报名号 姓名 

23310104009529 周子蕴 

23310105000681 蒋梓汐 

23310105002812 张维文 

23310106004627 杨小娴 

23310107003123 戴欣玥 

23310107003578 杨逸敏 

23310107004003 李奕群 

23310112008147 沈泽懿 

23310116000324 汪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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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候补资格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05 分且专业资格考

试须合格，绘画专业无单科要求。 

候补资格排序名单如下： 

 

报名号 姓名 备注 

23310101406003 赵雨桐 候补第 1名 

23310113004833 朱静远 候补第 2名 

23310112006204 薛应琪 候补第 3名 

23310106003015 顾于涓 候补第 4名 

 

五、动画 

1.预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34.75 分且专业资格考

试须合格，动画专业无单科要求。 

预录取名单如下（按报名号排序）： 

报名号 姓名 

23310101303068 费思源 

23310104007218 胡亦婷 

23310115011486 程乔伊 

 

2.候补资格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34.07 分且专业资格

考试须合格，动画专业无单科要求。 

候补资格排序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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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号 姓名 备注 

23310106002144 严圣劼 候补第 1名 

 

六、数字媒体艺术 

1.预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44.62 分且专业资格考

试须合格，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无单科要求。 

预录取名单如下（按报名号排序）： 

 

报名号 姓名 

23310104007218 胡亦婷 

23310109201012 罗若兮 

23310115011486 程乔伊 

23310115011864 王文林 

2.候补资格控制分数线为：春考总分不低于 436.63 分且专业资格

考试须合格，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无单科要求。 

候补资格排序名单如下： 

报名号 姓名 备注 

23310115011731 冯晓妍 候补第 1名 

23310106004627 杨小娴 候补第 2名 

 

上海戏剧学院招生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