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黄浦区普通高中拟招收区级艺术特长生汇总表

序号 考生登记号 姓  名 性别 毕业学校 拟招学校 项  目

1 201510600335 朱泓瑜 女 上海民办新竹园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中阮

2 201350100059 叶宇昂 男 上海市宝山区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上海市格致中学 小提琴

3 200610590219 梁文峻 男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小提琴

4 200510010086 王子盈 女 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小提琴

5 200441640421 李一苇 男 上海市西南模范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声乐

6 200150040065 陈艺蕾 女 上海民办永昌学校 上海市格致中学 打击乐

7 200150040052 陈方语 女 上海民办永昌学校 上海市格致中学 竹笛

8 200150040032 黄小凡 女 上海民办永昌学校 上海市格致中学 绘画

9 200150040027 陈思静 女 上海民办永昌学校 上海市格致中学 声乐

10 200110160255 石心怡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低音提琴

11 200110150038 缪冯佳 女 上海市民办明珠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素描

12 200110150036 蒋媛捷 女 上海市民办明珠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小提琴

13 200110150034 周彦君 女 上海市民办明珠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素描

14 200110150024 孙  芫 女 上海市民办明珠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大提琴

15 200110150008 李海东 男 上海市民办明珠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书法

16 200110150004 朱文博 男 上海市民办明珠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书法

17 200110040045 傅忆霖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书法、器乐

18 200110030164 袁睿尧 男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小提琴

19 200110020034 褚范文琦 女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低音提琴

20 200110010221 蔡葛奕 男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素描

21 200110010206 史宇轩 男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萨克斯管

22 200110010202 王广赟 男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钢琴

23 200110010145 刘文舟 女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琵琶

24 200110010144 窦唯奕 女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中提琴

25 200110010064 卑喆骏 男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书法

26 200110010060 谢羽淇 女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创意设计

27 200110010053 杨羽辰 女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小提琴

28 200110010034 左翰文 男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 书法

29 200110040054 张乐怡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初级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大提琴

30 200110160230 刘  顺 男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打击乐

31 200110070084 夏  瑀 男 上海市卢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大提琴

32 200110160211 颜毅萱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小号

33 200110160118 李亭浩 男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低音提琴

34 200110160221 施晓阳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单簧管



35 200110160183 朱贝宁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大提琴

36 200110010138 秦宇君 女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长笛

37 200150040040 杨易勰 男 上海民办永昌学校 上海市大同中学 大提琴

38 200110010118 毛一同 男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小提琴

39 200110160240 庄勤稷 男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大号

40 200110150040 陈祉秀 女 上海市民办明珠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长笛

41 200110020055 夏维桢 男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打击乐

42 200110090086 侯嘉炜 男 上海市尚文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吉他

43 201241080526 张景源 女 上海市文来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中阮

44 200110020140 谭欣洁 女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古筝

45 200110160285 饶知媛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竹笛

46 200110160316 舒耀庆 男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绘画

47 200110160002 陈奕伽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舞蹈

48 200110030002 邝雪纯 女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舞蹈

49 200110010229 吴家琪 女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绘画

50 200110160012 钱茗蕾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绘画

51 200110160259 申江澜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绘画

52 200110020196 王朝晨 女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中阮

53 200110160023 郑逸轩 男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小号

54 200150040054 郑邵卿 女 上海民办永昌学校 上海市大同中学 绘画

55 201550180041 周明霞 女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 竖琴

56 200150040077 周恺吉 男 上海民办永昌学校 上海市向明中学 打击乐

57 200110030197 俞秋田 男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向明中学 声乐

58 200110030192 李佳骐 男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向明中学 茶艺

59 200110030188 冯宇澄 男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向明中学 茶艺

60 200110030182 袁思齐 男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向明中学 声乐

61 200110030177 应政玲 女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向明中学 茶艺

62 200110030171 王烁雯 女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向明中学 声乐

63 200110030167 梁宇轩 男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向明中学 声乐

64 200110030163 张  言 男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向明中学 打击乐

65 200110030007 张翊沁 女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向明中学 茶艺

66 200110080026 周泽宇 男 上海市市八初级中学 上海市光明中学 书法

67 200110150150 沈佳慧 女 上海市民办明珠中学 上海市光明中学 书法

68 200110030154 应  悦 女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光明中学 舞蹈

69 201510020373 梁子琛 男 上海市进才中学北校 上海市光明中学 声乐

70 200110010110 金  典 女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光明中学 声乐

71 200110050032 姚印慈 女 上海市光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光明中学 声乐

72 200110160013 刘令仪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敬业中学 声乐

73 200110020194 杨祉萱 女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上海市敬业中学 器乐



74 200110040048 陆嘉琳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初级中学 上海市敬业中学 民乐

75 200110090042 戚  晶 女 上海市尚文中学 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古筝

76 201510010472 孙时君 男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器乐

77 200110010199 陈思霖 女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第八中学 舞蹈

78 200110010176 王梓欣 男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器乐

79 200110030183 徐涵珺 女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器乐

80 200110070032 蔡君韬 男 上海市卢湾中学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器乐

81 200110070054 徐昕曈 男 上海市卢湾中学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器乐

82 200110080025 潘智轩 男 上海市市八初级中学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器乐

83 200110120011 张婷婷 女 上海市兴业中学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绘画

84 200110120052 丁笑曈 女 上海市兴业中学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器乐

85 200110020042 任熠萌 女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美术

86 200110040040 关智贤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初级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美术

87 200110070018 朱星涛 男 上海市卢湾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器乐

88 200110120030 陈雪瑾 女 上海市兴业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美术

89 200110160169 杨怡静 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美术

90 200130030031 张梓烨 男 上海市第十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美术

91 200130030032 陈楷文 男 上海市第十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美术

92 200140030070 吴浈彦 女 上海市市南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美术

93 200140040099 高  源 女 上海市比乐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美术

94 200610600813 许妤芯 女 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 上海市市南中学 美术

95 200140030061 姚诗涵 女 上海市市南中学 上海市比乐中学 打击乐

96 200140040021 张誉扬 男 上海市比乐中学 上海市比乐中学 器乐

97 200530050055 陈昕渝 女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 上海市比乐中学 民乐

98 200110120032 顾怡彬 女 上海市兴业中学 上海市比乐中学 民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