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审结果和复试名单 
一、初审情况 

各招生专业专家组根据报名材料对考生情况进行初审，决定进入复试的考生人选。 

1、审查流程、内容及评价标准 

1) 外语水平考核 

专家组成员根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实施办法》所

规定的外语要求考核（包含港澳台生）； 

2) 综合审查 

专家组成员对外语合格的考生材料进行综合审查，按照专业基础水平（含课程内容及成绩、

学位/代表性论文、科研成果、专家推荐等）、研究潜力等进行分项打分，总分采用百分制

（60 分及格）； 

3) 初审成绩不及格者不得进入复试。 

2、复试人选的确定 

1) 专家组根据初审成绩，结合考生的报考意愿，确定进入复试的人选； 

2) 报考考生初审成绩按报考专业排名； 

3) 根据审核结果和当年招生计划，择优确定进入复试考核的名单。 

 

二、初审结果 

请见附件。 

 

三、复试通知 

复试通知预计 2022 年 3 月中旬公布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页。 

 

附件：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初审情况和复试名单 

志愿 id 姓名 
专业名

称 
方向名称 

外语水平

（合格/不

合格） 

初审

成绩

初审结

论（通过

者参加复

试） 

备注 

2021210488 闫铭新 新闻学 
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之列宁研究 

合格 88.6 通过   

2022030112 金笑暎 新闻学 
国际传播与发展

传播 
合格 89.4 通过 留学生 

2021042842 高信 传播学 品牌传播 合格 74.8 不通过   

2021375264 王晓烨 传播学 品牌传播 合格 83 通过   

2021531566 李俊麒 传播学 品牌传播 合格 85.6 通过   

2021679658 陈颖 传播学 品牌传播 合格 77.2 不通过   

2021738008 曲韵 传播学 品牌传播 合格 92 通过   

2022020044 阮河离 传播学 品牌传播 合格 82.8 通过 留学生 



2021387040 孙玉珠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产业 合格 84.2 通过   

2021492500 姚力语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产业 不合格 / 不通过   

2021824695 王晓露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产业 合格 80 通过   

2021780958 郭芑然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产业 合格 85.8 通过   

2021490578 何昕雨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产业 合格 87.8 通过   

202161093 程新宇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7.4 不通过   

2021173592 胡康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7.4 不通过   

2021227965 刘梦真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5.6 不通过   

2021058425 吴泳萱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5.2 不通过   

2021066863 郭熙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7.6 不通过   

2021457491 马智友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2 不通过   

2021819668 卢敏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6.4 不通过   

2021258435 马鹏程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87 通过 
少数民族
骨干计划

2021676719 朱战缘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86.6 通过   

2021736228 陈芹苇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不合格 / 不通过   

2021577648 王紫嫣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3 不通过   

2021656748 高远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2.6 不通过   

2021502862 李瑶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不合格 / 不通过   

2021162059 支辛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0.4 不通过   

2021810990 朱悦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5.8 不通过   

2021757888 王普聪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5.6 不通过   

2021436457 范林钦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77 不通过   

2021705025 杨映瑜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87.4 通过   

2021671019 陈林茜 传播学 国家传播学 合格 91.6 通过   

2021092923 朱政德 传播学 新媒体与社会 合格 91.4 通过   



2021516247 粟晖钦 传播学 新媒体与社会 合格 90.4 通过   

2021559549 谭昆 传播学 新媒体与社会 合格 85 通过   

2021744188 朱彬赫 传播学 新媒体与社会 合格 73.6 不通过   

2021734740 朱思敏 传播学 新媒体与社会 合格 77.6 不通过   

2021816101 闫淼 传播学 新媒体与社会 合格 66.8 不通过   

2021797548 崔茉琳 传播学 新媒体与社会 合格 70 不通过   

2021611691 崔瑶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73.4 不通过   

2021362615 盛奇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74.6 不通过   

2021766365 曲诺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69.8 不通过   

2021239565 高荣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87.4 通过   

2021813476 曾雷霄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70 不通过   

2021413075 温秀妍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70.6 不通过   

2021673105 张蓝月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80.8 通过   

2021742332 常博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77.6 不通过   

2021761523 李子怡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74.2 不通过   

2021811932 邢梦雨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76.6 不通过   

2021685849 徐铭兼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73.4 不通过   

2021234916 王登丰 传播学 
健康传播与媒介

治理 
合格 83.8 通过   

2021057907 孔煜也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合格 90 通过   

2021538345 刘思聪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合格 72.2 不通过   

2021699850 陈迪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合格 74.6 不通过   

2021435253 张航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合格 72.8 不通过   

2021610855 孙璐璐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合格 73.4 不通过   



2021754646 郭萌萌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不合格 / 不通过   

2021693562 刘戈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合格 88.2 通过   

2021799092 黄岱铭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合格 72 不通过   

2021595916 王子薇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合格 75.2 不通过   

2021736321 谢宇涵 传播学 
媒介史与新媒介

研究 
不合格 / 不通过   

2021757865 乔媛园 传播学 
视觉传播与视觉

文化 
合格 86.8 通过   

2021745821 张晓琳 传播学 
视觉传播与视觉

文化 
不合格 / 不通过   

2021643074 贡雨婕 传播学 
视觉传播与视觉

文化 
合格 92.2 通过   

2021256647 裴宇昂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合格 86 通过   

2021617949 张宁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不合格 / 不通过   

2021598128 赵诗琳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合格 69.8 不通过   

2021551415 李凯强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合格 67.6 不通过   

2021466766 曲泳旭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合格 74 不通过   

2021390458 李明珠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合格 76.4 不通过   

2021713264 陈昱坤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合格 93 通过   

2021732792 杨宇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合格 76.6 不通过   

2021470503 马菲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合格 87.2 通过   

2021799087 王茹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不合格 / 不通过   

2021755646 钟淑芳 传播学 
影视文化与基层

传播研究 
合格 74.6 不通过   

 

注：港澳台复试名单另行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