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上海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提前招生录取” 

推荐生名单网上公示 

根据沪教委基〔2021〕8 号文《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1 年

本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考试招生工作的若干意见》，初中学校推荐总

人数不得超过具有 2021 年中招报名资格的本校在籍且在读初三学生

数的 7%。经就读学校推荐和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以下 2021

年上海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提前招生录取”普陀区推荐生名单：              

姓名 就读学校 

林宇恒 上海市武宁中学 

李未希 上海市武宁中学 

周妤歆 上海市洵阳中学 

蔡翔 上海市洵阳中学 

叶佳莹 上海市北海中学 

龚如翼 上海市北海中学 

朱霖轩 上海市北海中学 

陆李成 上海市北海中学 

吴宇鑫 上海市北海中学 

张家诚 上海市北海中学 

徐一茹 上海市北海中学 

钱语童 上海市北海中学 

黄淑雯 上海市延河中学 

吴文韵 上海市延河中学 

夏曾毅 上海市延河中学 

章迦杰 上海市延河中学 

秦曼雯 上海市延河中学 

沈怡旸 上海市兴陇中学 

杜怡雯 上海市兴陇中学 

陆玉航 上海市兴陇中学 

董惠允 上海市兴陇中学 



陶昊芸 上海市兴陇中学 

胡智铭 上海市兴陇中学 

吕泽文 上海市兴陇中学 

倪君夏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张滋兰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陈恩杰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姜文玥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汤一凡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张嘉钱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甄理行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陈芝伊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曲彦鹏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夏省玘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夏丽斯 上海市怒江中学 

孙宇轩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林莹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高亦扬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叶晨霖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毛诗蓉 上海市真北中学 

卢意 上海市真北中学 

李相俊 上海市真北中学 

袁晓雅 上海市真北中学 

范思琪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张嘉怡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陈欣怡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沈嘉怡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陈雨良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朱欣彤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吴祎雯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施若颐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田原诚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张乐恒 上海市梅陇中学 

陈俊恺 上海市梅陇中学 

董惟松 上海市梅陇中学 

潘家皓 上海市梅陇中学 

林昕奕 上海市梅陇中学 

沈缘昱 上海市梅陇中学 

戚昕宜 上海市梅陇中学 

吴俊丞 上海市梅陇中学 

陈倩悦 上海市梅陇中学 

张品妍 上海市梅陇中学 

林鑫 上海市梅陇中学 

戚昊聪 上海市梅陇中学 

钱云翼 上海市梅陇中学 

孙文彬 上海市梅陇中学 

张昊晨 上海市梅陇中学 

郝逸晙 上海市梅陇中学 

吕奕辰 上海市梅陇中学 

邢然珂 上海市梅陇中学 

张凝 上海市梅陇中学 

金怡伊 上海市梅陇中学 

蔡宇睿 上海市梅陇中学 

缪天佑 上海市梅陇中学 

孙其乐 上海市梅陇中学 

游景行 上海市梅陇中学 

王练文 上海市梅陇中学 

左宜珺 上海市梅陇中学 

苑诗骐 上海兰田中学 

邓继航 上海兰田中学 

张翼洋 上海兰田中学 



姜皓宁 上海兰田中学 

黄熙 上海兰田中学 

程致远 上海兰田中学 

谢其良 上海兰田中学 

翟煜涵 上海兰田中学 

余杨天音 上海兰田中学 

张洁仪 上海兰田中学 

李晨敏 上海兰田中学 

王鑫灏 上海兰田中学 

李思远 上海兰田中学 

郑易衡 上海兰田中学 

姜琦 上海兰田中学 

邱乐 上海兰田中学 

石芮羽 上海兰田中学 

欧一可 上海兰田中学 

曹嘉文 上海市曹杨中学 

张子扬 上海市曹杨中学 

沈衣井 上海市曹杨中学 

史乐怡 上海市曹杨中学 

蒋立澜 上海市曹杨中学 

王健 上海市曹杨中学 

吕鸿宇 上海市曹杨中学 

涂卓昂 上海市曹杨中学 

陈鸿杰 上海市曹杨中学 

王贝乐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季小涵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周天予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黄思敏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徐昕瑜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陈嘉玲 上海市新杨中学 



陈芷汀 上海市新杨中学 

程瑶瑶 上海市新杨中学 

卢佳喻 上海市新杨中学 

肖雯雯 上海市新杨中学 

赵婧文 上海市新杨中学 

郑雯 上海市新杨中学 

钱凯文 上海市新杨中学 

谢奕然 上海市新杨中学 

王意妍 上海市长征中学 

陈顺 上海市长征中学 

顾宇轩 上海市长征中学 

彭子瑄 上海市长征中学 

孙宇欣 上海市长征中学 

张佳丽 上海市长征中学 

杨佳怡 上海市长征中学 

黄逸晨 上海市长征中学 

邵琦 上海市长征中学 

李司南 上海市桃浦中学 

陈昱潼 上海市桃浦中学 

赵语瞳 上海市桃浦中学 

施安琪 上海市桃浦中学 

刘宇翔 上海市桃浦中学 

危琳 上海市普陀区明翔实验学校 

赵童谣 上海市普陀区明翔实验学校 

刘佳杰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於秋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杨贝尔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王子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陈彦豪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徐宇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黄晨轩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晋明焜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谢心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张隽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蒲天蓝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黄思羽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姜歆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李牧函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冯涵彬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寿骏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许宸鸣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杨语通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张逸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柏嘉仪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鲍佳炜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毕宇涵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李宇翔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张逸泽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孙宇杰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王宇豪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吴宗朗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陈君箐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吕奕田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陈子瑛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刘旭翔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吴睿轩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王锦瑞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王金波 上海市铜川学校 

余佳杨 上海市铜川学校 

施旖旎 上海市铜川学校 



褚乐赟 上海市铜川学校 

张佳勋 上海市铜川学校 

朱屹冉 上海市铜川学校 

郑毅恒 上海市沙田学校 

范幼玲 上海市沙田学校 

曾娉 上海市沙田学校 

潘彤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盛颖杰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支宝怡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汪杨昊宇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朱晏琳 上海市子长学校 

张陆昕逸 上海市子长学校 

戴曦 上海市洛川学校 

王明蔚 上海市洛川学校 

郑佳运 上海市洛川学校 

章文昊 上海市洛川学校 

陆星羽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吕彦宏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黄翌航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谢胡睿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是天纯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耿思佳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刘映红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冯源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吴郑贝琪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王佳睿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王欣语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周婕语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花熙磊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金恩露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陈心怡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周一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朱叶贞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翁小珏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校 

史嘉宜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校 

张萧匀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校 

金典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校 

王心睿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校 

黄乐妍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校 

李怡霖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校 

丁旭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陆御鲲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王熙喆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邢儒赞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杨力鸣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刘玫菁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沈今玮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陈柏秀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吴秋彤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常博威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顾峻维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卢易中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俞天杰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林志浩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李晋宇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李铠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薛志骥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杨承志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朱新宇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许致恒 上海市江宁学校 



李歆姝 上海市江宁学校 

钱禹帆 上海市江宁学校 

陈子祺 上海市江宁学校 

黄隽言 上海市江宁学校 

胡臻洋 上海市江宁学校 

陆星辰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曹愉菲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顾轩尔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吴昱洁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邹昊鹏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邵小能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伞效禹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刘奕宏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钱纪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徐家岳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刘旸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卢楚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宗嘉懿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马龙硕 上海市文达学校 

杨思涵 上海市文达学校 

陈曦 上海市文达学校 

陈铭瑜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晋靓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董佳祺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梁瑜玲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普陀区教育考试中心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