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优秀团员名单
序号 区县 学校名称 姓名 性别 年级 所属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分团

1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奚梓晗 男 高三（2）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2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莫岩 男 高三（5）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3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牟旸 男 高三（9）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4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罗若兮 女 高三（3）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5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杨舒媛 女 高三（3）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6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王淳毅 男 高三（5）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7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郝婧暄 女 初三（2）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8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林歆悦 女 初三（2）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9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严晗 女 初三（3）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0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范艺霖 女 初三（4）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1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汤展松 男 初三（4）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2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沈懿轩 女 初三（6）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3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戴若泽 男 初三（2）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4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丁彦闻 男 初三（4）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5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曲翊铭 男 初三（4）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6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刘嘉滢 女 初三（6）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7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葛云湫 女 初三（6）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8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沈泓江 男 初三（2）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19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

学
朱建麟 男 初三（1）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20 徐汇区 上海民办南模中学 曹子泓 男 初三（2）班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

21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庞佳颖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22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谢雨彤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23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季佳欣 女 高二（2）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24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沈芷嫣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25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朱妍弈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26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秦立昕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27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徐嘉晨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28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浦婧怡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29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黄唯珈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0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范昕语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1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满奕卿 女 高二（6）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2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陈叶嘉 女 高二（1）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3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金昱薇 女 高二（7）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4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张涵之 女 高二（1）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5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

学
张伊理 女 初三（5）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6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

学
袁依婧 女 初三（5）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7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

学
丁悦心 女 初三（6）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8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

学
朱玲加 女 初三（5）班 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

39 杨浦区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郁佳宜 女 高三（2）班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

40 杨浦区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顾甘霖 男 高三（6）班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

41 杨浦区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曾瑞晴 女 高三（4）班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

42 杨浦区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廖敏章 男 高三（9）班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

43 杨浦区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钱浩晨 男 高三（2）班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

44 杨浦区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胡俊涛 男 高三（5）班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

45 杨浦区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叶馨怡 女 高三（3）班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

46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沈思旻 男 高三（10）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47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吴光斐 女 高三（1）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48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蒋路阳 男 高三（3）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49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戚源洋 男 高三（10）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50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朱宇飞 女 高三（8）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51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梁彦禺 女 高三（10）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52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徐伯恒 男 高三（4）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53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任嘉瑜 女 高三（7）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54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徐睿祺 男 高三（3）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55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姚佳宁 女 高三（7）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56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王芮怡 女 高三（7）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57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王语馨 女 高三（4）班 市北中学合唱团

58 虹口区 上海市曲阳第二中学 许心悦 女 初三（2）班 仲盛舞蹈团

59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民办新复

兴初级中学
徐子妍 女 初三（1）班 仲盛舞蹈团

60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民办新复

兴初级中学
付飞扬 女 初三（1）班 仲盛舞蹈团

61 杨浦区 复旦二附中 李禹佳 女 高一（1）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62 普陀区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王士诚 男 高三（9）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63 普陀区 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 张欣语 女 高三 19020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64 长宁区 上海市复旦中学 孙嘉琪 女 高三（4）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65 宝山区 上海市行知中学 郝妍 女 高一（1）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66 长宁区 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 范子博 男 初三（4）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67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

中学
陈煜章 女 初三（5）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68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孙俪瑗 女 初三（7）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69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

学
金诗琰 女 初三（3）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70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学校 薛茹莲 女 初三（1）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71 普陀区 上海市梅陇中学 张子凡 男 初三（4）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72 长宁区 上海市开元学校 孙嘉琰 女 初三（5）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73 松江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

松江实验学校花园分校
邵靖毅 男 初三（3）班 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

74 浦东新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

东外国语学校
钟意 女 高三（1）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75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 夏雨昕 女 高三（1）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76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中学 卢妍西 女 高三（2）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77 浦东新区 上海南汇中学 张煜晨 男 高三（9）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78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陈嘉逸 男 高三（1）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79 杨浦区 杨浦高级中学 吴宇瑄 女 高三（11）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0 宝山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罗店

中学
陈行 男 高二（8）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1 杨浦区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汤宇轩 男 高二（1）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2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 龚楚月 女 高二（8）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3 杨浦区 上海民办兰生复旦中学 陈笑瞻 男 初三（1）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4 杨浦区 上海民办杨浦实验学校 李想 女 初三（2）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5 杨浦区
上海民办杨浦凯慧初级

中学
袁欣乐 女 初三（1）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6 杨浦区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 龚雯怡 女 初三（7）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7 杨浦区 上海市黄兴学校 周张沐宁 女 初三（2）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8 杨浦区 上海市国和中学 刘楠熹 男 初三（5）班 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

89 黄浦区 上海市尚文中学 王思阳 男 初二（4）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0 黄浦区 上海市尚文中学 陈姝仪 女 初三（2）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1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龙宣澄 女 初三（1）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2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赵玲儿 女 初三（8）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3 长宁区 上海市西延安中学 王希予 女 初三（6）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4 杨浦区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张弛 男 初三（5）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5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施嘉懿 女 初三（3）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6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肖鑫淼 女 初三（1）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7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三林中学北校 黄静宜 女 初三（8）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8 黄浦区 上海市卢湾中学 于樱 女 初三（5）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

99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中学 李俊逸 女 高三（6）班 逸夫职校学生书画社

100 静安区 上海市风华中学 包晓旸 女 高三（4）班 逸夫职校学生书画社

101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附属中学
曹思彦 女 高三（1）班 逸夫职校学生书画社

102 宝山区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施喻晗 女 高三（9）班 逸夫职校学生书画社

103 闵行区 上海市文来中学 文凯欣 女 高三中日A班 逸夫职校学生书画社

104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中学 吴沁颖 女 高三（4）班 逸夫职校学生书画社

105 黄浦区 上海民办明珠中学 严逸筠 女 初三（1）班 逸夫职校学生书画社

106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周思齐 男 高三（5）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工艺表演团

107 黄浦区 上海市第十中学 耿震昊 男 高三（1）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工艺表演团

108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沙田学校 吴彦仪 女 初三（1）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工艺表演团

109 黄浦区 上海市市南中学 陈安澍 男 初三（2）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工艺表演团

110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李婧希 女 初三（7）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工艺表演团

111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杨忻瑶 女 初三（8）班 长宁区少年宫书画工艺表演团

112 静安区 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 沈琰 女 初三（5）班 长宁区少年宫书画工艺表演团

113 静安区 上海市民立中学 唐萌萌 女 高三（4）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14 长宁区 民办新虹桥中学 陈晨 女 高三（1）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15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中学 薛詒文 女 高三（1）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16 静安区 上海市第一中学 王艳婷 女 高三（4）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17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中学 单畅 女 高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18 静安区 上海市第一中学 曾柚 女 高三（1）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19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吴凯莉 女 高三（3）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0 徐汇区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鲁嘉懿 女 高三（5）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1 长宁区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胡雨桐 女 高三（5）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2 静安区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

中学
李佳蓁 女 高三（5）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3 浦东新区 上海市实验学校 周欣洋 男 高三（5）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4 黄浦区 格致中学 马偲闻 女 高三（3）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5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中学 许若仪 女 高三（3）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6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中学 周筱悠 女 高三（4）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7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中学 俞璐箫 女 高三（6）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8 黄浦区 金陵中学 张馨仪 女 高三（1）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29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贺忻妍 女 高三（10）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0 南汇区 上海南汇中学 吕行嘉 女 高三（2）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1 黄浦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

境中学
黄静雯 女 高三（5）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2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东湖中学 朱琪 女 高三（3）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3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王祎天 女 初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4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徐心璐 女 初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5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唐静宜 女 初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6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祝心然 女 初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7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印谱晓 女 初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8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教师进修

学院附属中学
曾雅欣 女 初三（4）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39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张佳雯 女 初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0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胡雅惠 女 初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1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钱汶莱 女 初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2 静安区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赵欣然 女 初三（7）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3 静安区 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 王诗媛 女 初三（1）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4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曹婧涵 女 初三（1）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5 虹口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

国语学校
何璐羽 女 初三（2）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6 闵行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闵行外

国语初级中学
张希菁 女 初三（4）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7 徐汇区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张又尤 女 初三（2）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8 普陀区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茅嘉惟 男 初三（2）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49 静安区 上海市民立中学 陈依琳 女 初三（1）班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150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二中学 秦睿祺 女 高三（6）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

151 黄浦区 上海市光明中学 徐立蕾 女 高三（7）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

152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徐韵佳 女 高三（3）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

153 浦东新区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 叶程以琳 女 高三（4）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

154 浦东新区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李想 女 初三（16）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55 浦东新区 上海民办新竹园中学 宋秋怡 女 初三（5）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56 静安区 上海市育才初级中学 沈家渔 男 初三（3）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57 浦东新区 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郭子划 男 初三（4）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58 黄浦区 上海市尚文中学 杨涵迪 女 初三（2）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59 长宁区 上海市西延安中学 贵子譞 女 初三（5）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60 浦东新区 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姜芷萱 女 初三（6）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61 杨浦区 上海民办兰生复旦中学 黄笑恬 女 初三（1）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62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彭浦初级

中学
曹博宇 女 初三（4）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63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北郊初级

中学
施逸轩 女 初三（1）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64 虹口区
上海市外国语大学附属

外国语学校
祁郁 女 初三（3）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65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邹圣琪 女 初三（6）班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

166 长宁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

学校
朱明安 男 高三（2）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管弦乐团

167 长宁区 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 吴佳颖 女 初三（1）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管弦乐团

168 长宁区 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 房书天 男 初三（1）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管弦乐团

169 长宁区 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 刘韵溪 女 初三（1）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管弦乐团

170 长宁区 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 梁思乐 男 初三（1）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管弦乐团

171 长宁区 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 张乐淳 男 初三（1）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管弦乐团

172 普陀区 上海市江宁学校 梁吉怡 女 初三（1）班 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合唱团

173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

属学校
徐璘钰 女 初三（5）班 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合唱团

174 浦东新区 上海市陆行中学南校 马嘉忆 女 初三（2）班 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合唱团



175 普陀区 上海市洛川学校 毛奕又 女 初三（4）班 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合唱团

176 闵行区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

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王睿涵 女 初三（2）班 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合唱团

177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附属中学
庄欣蕾 女 初三（1）班 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合唱团

178 普陀区 上海市长征中学 董佳琪 女 初三（3）班 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合唱团

179 长宁区 上海市姚连生中学 杨晨曦 女 初二（4）班 姚连生中学评弹团

180 长宁区 上海市姚连生中学 田泓潆 女 初三（3）班 姚连生中学评弹团

181 长宁区 上海市姚连生中学 沈香云 女 初三（1）班 姚连生中学评弹团

182 长宁区 上海市姚连生中学 徐梦琪 女 初三（4）班 姚连生中学评弹团

183 闵行区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

学校
窦世博 男 2021级京剧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

184 闵行区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

学校
金子越 男 2021级京剧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

185 徐汇区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王其安 男 高三（6）班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

186 黄浦区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

心小学
杨沅瓅 女 五（3）班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

187 徐汇区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谢铭玥 女 预初（1）班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

188 徐汇区 上海市中国中学 朱知菲 女 初一(7)班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

189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

学
方奕璇 女 五（2）班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

190 宝山区
上海民办华二宝山实验

学校
胡敬悦 女 初三（3）班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

191 普陀区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

实验中学
黄晨宇 男 初一（1）班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沪剧团

192 普陀区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

实验中学
龚伯轩 男 初三（1）班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沪剧团

193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仇婧婧 女 初二（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194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张芯愉 女 初二（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195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顾昊瑀 女 初二（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196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邢皓栋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197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刘毓非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198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杨锦东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199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顾思娴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0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张晨飞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1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王佳怡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2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熊天成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3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金皓迪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4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蔡羽阳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5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陶砚蔚涵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6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李晓奇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7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钱欣溢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8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张如燕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09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邱佳妮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0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计小瑶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1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王佳杰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2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陈梓恒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3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阮馨栎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4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施展颖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5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顾辰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6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周欣怡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7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顾瑞熙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8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李云翔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19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金辰宇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20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孙畅 男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21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庄筱悠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22 宝山区 上海市罗店中学 陆思彤 女 初三（1）班 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团

223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三林中学 陆树瑶 女 高二（2）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民乐团

224 浦东新区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附

属周浦中学
施沁琦 女 高二（5）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民乐团

225 浦东新区
上海市民办育辛高级中

学
王宝鸿 男 高三（1）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民乐团

226 浦东新区 上海市川沙中学 陆隽言 女 高三（6）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民乐团

227 浦东新区
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

校
孔艺达 男 初三（4）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民乐团

228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北校 奚忱宇 男 初三（16）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民乐团

229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余鑫炎 男 初三（1）班 延安初级中学昆曲团

230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杨雨鑫 女 初三（5）班 延安初级中学昆曲团

231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朱昕玥 女 初三（2）班 延安初级中学昆曲团

232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费扬 男 初三（3）班 延安初级中学昆曲团

233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邱馨仪 女 初三（1）班 延安初级中学昆曲团

234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二中学 姚心妍 女 高三（5）班 市二中学影视剧团

235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二中学 王赛滢 女 高二（6）班 市二中学影视剧团

236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二初级中学 李怡文 女 初三（3）班 市二中学影视剧团

237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二初级中学 蔡欣凌 女 初三（1）班 市二中学影视剧团

238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二初级中学 蔡亦心 女 初三（4）班 市二中学影视剧团

239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复旦附中分

校
王一宁 男 高三（1）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0 浦东新区
上海海事大学附属北蔡

高级中学
李辰莹 女 高二（3）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1 浦东新区 上海市川沙中学 汤萧筱 女 高三（5）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2 浦东新区 上海中学东校 俞雯溪 女 初三（4）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3 浦东新区 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 孔佳蕊 女 初三（1）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4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吴止境 男 初三（4）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5 浦东新区 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 于知临 男 初三（5）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6 浦东新区 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 郝成硕 男 初三（1）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7 浦东新区
上海民办浦东交中初级

中学
彭彦尔 男 初三（4）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8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刘峻恺 男 初三（7）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49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实

验中学
黄洪森 男 初三（7）班 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

250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徐思恒 男 高一（1）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51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王绎惟 男 高三（2）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52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颜毅萱 女 高二（4）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53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庄勤稷 男 高二（1）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54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童灏源 男 高二（7）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55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陈祉秀 女 高二（5）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56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罗希言 男 高一（1）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57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王紫昕 女 高一（2）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58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丁诚成 男 高三（5）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59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仲乐 男 高一（6）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60 黄浦区 上海市大同中学 朱云飞 男 高三（8）班 大同中学管弦乐团

261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黄宗瑶 女 初二（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62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周浩文 男 初二（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63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陈梁鸿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64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陈润宁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65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戴金婧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66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邓婧雯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67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费忻宁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68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费钰茹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69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郭子钰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0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李馨怡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1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楼怡临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2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罗悦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3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骈睿涵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4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孙心艺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5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姚逸扬 女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6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丁嘉隽 男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7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李笑晗 男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8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林佳玮 男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79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刘驭韬 男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80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吕亦杰 男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81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王梓鑫 男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82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徐梓睿 男 初三（4）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83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伍易 女 初三（5）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84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徐卓敏 女 初三（12）班 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

285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刘瑷玮 女 高三（2）班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管乐团

286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源康 男 高三（2）班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管乐团

287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刘慧敏 女 高三（6）班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管乐团

288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馨蓉 女 高三（7）班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管乐团

289 闵行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闵行分校
朱玥 女 高三（4）班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管乐团

290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周润泽 男 高二（4）班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管乐团

291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尤佳阅 女 高二（2）班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管乐团

292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金明彦 男 高三（5）班 复旦附中管乐团

293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王培蕲 男 高三（7）班 复旦附中管乐团

294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徐优杰 男 高三（6）班 复旦附中管乐团

295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黄美芸 女 高三（4）班 复旦附中管乐团

296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王翰森 男 高三（11）班 复旦附中管乐团

297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吴江成 男 高三（4）班 复旦附中管乐团

298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袁旖欣 女 高三（7）班 复旦附中管乐团

299 宝山区 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 顾安琪 女 初三（1）班 高境一中管乐团

300 宝山区 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 雍婷方 女 初三（1）班 高境一中管乐团

301 宝山区 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 章函绯 女 初三（1）班 高境一中管乐团

302 宝山区 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 赵子杰 男 初三（1）班 高境一中管乐团

303 宝山区 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 肖龚蕊 女 初三（1）班 高境一中管乐团

304 宝山区 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 魏子淞 男 初三（1）班 高境一中管乐团

305 宝山区 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 郁彤彤 女 初三（1）班 高境一中管乐团

306 宝山区 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 丁裕华 女 初三（1）班 高境一中管乐团

307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严嘉莹 女 初二（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08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周星晔 男 初二（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09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徐旭晨 男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0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曾一谦 女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1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周子熙 男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2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夏子俊 男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3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姜良钰 女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4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夏天琦 女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5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叶志凌 男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6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王翊豪 男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7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方玥佳 女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8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杨泽瀚 男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19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冯绍典 男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20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刘译峰 男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21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陈入佳 女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22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李鸣昊 男 初三（1）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23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陈文涛 男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24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

学
王奕欢 女 初三（8）班 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

325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中学 刘书含 女 高三（5）班 格致中学弦乐团

326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中学 顾文歆 女 高三（1）班 格致中学弦乐团

327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中学 倪清怡 女 高三（4）班 格致中学弦乐团

328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中学 吴心语 女 高三（5）班 格致中学弦乐团

329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中学 冯礼媛 女 高三（7）班 格致中学弦乐团

330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中学 杨一凡 男 高三（3）班 格致中学弦乐团

331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中学 马也 男 高三（2）班 格致中学弦乐团

332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王泽瑞 男 初二（5）班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

333 黄浦区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张馨语 女 初二（8）班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

334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北校 陆睿 男 初三（2）班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

335 杨浦区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 龚睿哲 男 初三（8）班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

336 静安区 上海市民办风范中学 崔丞南 男 初三（9）班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

337 静安区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季祐亦 男 初三（9）班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

338 徐汇区 上海南洋模范初级中学 林歆悦 女 初三（2）班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

339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凯慧初级

中学
张晟悦 女 初三（3）班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

340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求真中学 钱祈禛 男 初三（4）班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

341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三

中心小学
程悠云 女 四（2）班 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合唱团

342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三

中心小学
叶澎轩 男 五（3）班 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合唱团

343 静安区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三

中心小学
朱羽萌 女 五（4）班 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合唱团

344 浦东新区 上海市洋泾中学 杨越辰 男 高二（1）班 洋泾中学男声合唱团

345 浦东新区 上海市洋泾中学 王罗文祉 男 高二（1）班 洋泾中学男声合唱团

346 浦东新区 上海市洋泾中学 陈羽翱 男 高二（6）班 洋泾中学男声合唱团

347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 潘瑀瑭 男 五（4）班 徐汇区爱菊小学民乐团

348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 杨雯瑄 女 五（4）班 徐汇区爱菊小学民乐团

349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 胡海婷 女 五（4）班 徐汇区爱菊小学民乐团

350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 吴萧潇 女 五（4）班 徐汇区爱菊小学民乐团



351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 钟欣乐 男 五（4）班 徐汇区爱菊小学民乐团

352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 向子轩 男 五（4）班 徐汇区爱菊小学民乐团

353 黄浦区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储能

中学
蔡君韬 男 高二（4）班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民乐团

354 黄浦区 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冯欣源 女 高一（8）班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民乐团

355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邹霁珂 女 高二（1）班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民乐团

356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中学 刘鸿飞 男 高三（10）班 控江中学行进管乐团

357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中学 戴纪源 男 高三（1）班 控江中学行进管乐团

358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中学 余荆楚 男 高三（3）班 控江中学行进管乐团

359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中学 王怡佳 女 高三（10）班 控江中学行进管乐团

360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中学 曹亦菲 女 高三（11）班 控江中学行进管乐团

361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中学 王启越 男 高三（5）班 控江中学行进管乐团

362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中学 诸家慧 女 高三（10）班 控江中学行进管乐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