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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央戏剧学院通过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资格审核考生名单 

及注意事项 

 

根据《中央戏剧学院 2018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特

此公布初步确定通过考试资格审核的考生名单。 

名单中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下事项： 

 一、汇款。日期：2018 年 3 月 21－28 日（开户行、户名、账

号详见招生简章）。  

二、考生必须经现场确认，在规定时间内现场提交《中央戏剧学

院 2018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四、报名……（四）现场

确认”中所列全部完整有效材料，并经审查符合报考条件的，方可准

考；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材料，均不予准考。 

附：《中央戏剧学院 2018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四、

报名……（四）现场确认” 

1、时间：3 月 27－28 日（截止至 28 日下午 16 点），地点：北京

市昌平区宏福中路 4号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办公楼一层），

联系电话：010－56620342。现场确认必须由考生本人亲赴现场进行。 

2、《2018年博士生报名登记表》，在研招网报名系统中填报信息后，

在系统中生成、打印本表，报考定向博士研究生的考生须由本人所在

工作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在表中相应位置签署“同意报考全日制脱产

学习定向博士研究生”或者“同意报考非全日制脱产学习定向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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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所填写的“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应与本人报考的研究方向

相符）的意见，并签字盖章。应届生由所在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非

院系）签章，档案在人才市场的往届生由人才市场签章。公章打印无

效，电子签章无效。未提供上述签字盖章材料者，不予准考（港澳台

考生无须盖章）。 

3、考生须于现场确认时向我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交下列材料纸

质版： 

（1）填写、签章完整的《2018年博士生报名登记表》，交验身份证

原件，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以及三张本人照片（2寸彩色证件照）； 

（2）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的教授（或专业技术职称水平相当

的专家）的推荐书（推荐书中需按要求提供专家的联系电话，推荐书

使用中文书写,手写签字）； 

（3）硕士学位课程学习成绩单，硕士学位论文全文，论文评阅意

见书和答辩委员会决议等（应届生只需提供硕士学位课程学习成绩单）； 

（4）硕士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本科毕业证书原

件，并交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在入学前应当出示硕士学位证书原

件及毕业证书原件，并补交复印件。凡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取得学历/

学位者，需于报名时出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

证书原件，提交复印件。 

（5）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不提交上述第 3 项材料，需提交

已学过的硕士学位课程证明材料（结业证书、成绩单）和在公开发行

刊物上发表的与硕士学位论文水平相当的学术论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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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题研修申报书》，以及与所报考专业有关的论文（限已经

公开发表的）、艺术实践证明材料； 

（7）汇款收据（交复印件，验原件）。 

网上报名信息通过审核、规定日期汇款支付报名费、现场提交的

材料经审查符合报考条件后，发给准考证（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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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系别 报考专业 身份证号码 

1 陆婧文 表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321************340 

2 史妍 表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320************021 

3 尹星 表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340************02X 

4 赵强 表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52************310 

5 李业轩 表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40************535 

6 商子见 表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10************012 

7 杨扬 表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210************94X 

8 白彦泽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30************917 

9 赵颖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02X 

10 熊闫寅子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610************610 

11 赵奕焕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321 

12 丁一滕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10************413 

13 郭益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330************017 

14 韩煦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30************32X 

15 皇甫晓朋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30************379 

16 李多纳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220************62X 

17 刘玥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10************663 

18 吴丹妮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30************22X 

19 马乾峰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210************335 

20 白瀛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10************011 

21 澹台义彦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40************014 

22 关渤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10************711 

23 杨艺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421************524 

24 陈宁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430************348 

25 王海云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110************829 

26 高已原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210************348 

27 黄钊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630************015 

28 孔一帆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91X 

29 张铭欣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2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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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傅艳 导演系 戏剧与影视学 350************020 

31 贾玉莹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2************525 

32 李晓曼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924 

33 刘维佳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430************543 

34 王贺乙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527 

35 吴蕾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130************441 

36 吴西周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417 

37 赵元征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242 

38 赵仲瑜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130************61X 

39 鲁东芳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420************021 

40 王峥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210************253 

41 段然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130************410 

42 李宇慧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230************521 

43 高永杰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337 

44 齐霁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420************038 

45 张艺凡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622************016 

46 毕虹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140************629 

47 战美霖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322 

48 赵宇楠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142************448 

49 刘春雨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230************014 

50 谭文科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430************035 

51 于嘉荣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1************323 

52 黄冠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40************214 

53 李赫珂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430************218 

54 秦煜明 舞台美术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1************619 

55 于鹏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410************042 

56 郭海瑾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410************944 

57 刘凊雨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410************522 

58 吴昊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431************363 

59 耿莹莹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71************96X 

60 何叶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14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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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宁莹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140************627 

62 任志成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71************413 

63 王静静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20************840 

64 王璐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410************523 

65 武成刚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70************015 

66 谢宁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20************05X 

67 张天怡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410************226 

68 杨荐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20************032 

69 徐响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210************533 

70 刘婧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70************460 

71 沈云飞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70************535 

72 张金妮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510************623 

73 韩冰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130************029 

74 李熟了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421************911 

75 刘艳绒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610************129 

76 孙冰娜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445************024 

77 陈杰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72************077 

78 孙艺珍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71************026 

79 詹孝玲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420************44X 

80 焦烨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70************143 

81 李聪聪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130************025 

82 王珂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370************321 

83 王琦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120************528 

84 杨静静 戏剧文学系 艺术学理论 610************423 

85 王羿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110************730 

86 张亚男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130************249 

87 阿迪里·吾不力哈生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650************219 

88 陈云升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440************713 

89 黄岳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210************922 

90 贾耀华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142************629 

91 苏鑫源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14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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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孙晓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1************323 

93 叶密娟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330************689 

94 张欢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211************825 

95 马琳 戏剧文学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510 

96 刘智晗 音乐剧系 戏剧与影视学 110************423 

97 王骏迪 音乐剧系 戏剧与影视学 210************54X 

98 王娜柳 音乐剧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129 

99 李璇 京剧系 戏剧与影视学 320************049 

100 刘頔 京剧系 戏剧与影视学 140************618 

101 卢青雨 京剧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2************166 

102 王鑫 京剧系 戏剧与影视学 142************325 

103 吴宇 京剧系 戏剧与影视学 120************013 

104 张茈文 京剧系 戏剧与影视学 130************146 

105 陈振奇 戏剧管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217 

106 秦英 戏剧管理系 戏剧与影视学 410************523 

107 王超 戏剧管理系 戏剧与影视学 230************71X 

108 马臻邾 戏剧管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31************029 

109 王梓丞 戏剧管理系 戏剧与影视学 110************612 

110 李爽 戏剧管理系 戏剧与影视学 230************020 

111 王一帆 戏剧管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40************821 

112 李雪飞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210************024 

113 王叶丹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370************525 

114 谢群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362************734 

115 姚家齐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142************412 

116 袁萱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610************027 

117 陈莎莎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372************026 

118 景行子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330************425 

119 刘莎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650************224 

120 浦贤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530************328 

121 王婧瑶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370************427 

122 王张博健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37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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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肖翔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140************438 

124 张怀强 电影电视系 艺术学理论 320************512 

125 蔡杰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445************418 

126 迟靖霖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028 

127 郭钟安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42************03X 

128 马雅欣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640************043 

129 庞守贵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816 

130 王博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410************06X 

131 徐婷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441************027 

132 叶翰宸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452************099 

133 叶绵耀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469************011 

134 尹政梁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1************71X 

135 赵威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413 

136 阚周洁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2************363 

137 史传真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370************133 

138 王瑞洋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230************618 

139 王艳秋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411************640 

140 左爱萍 电影电视系 戏剧与影视学 140************223 

 

 

 

 

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8年 3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