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届“21 世纪·新东方杯”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天津赛区复赛获奖名单-初中组

请选手或家长认真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一、为确保所有获奖选手按时取得复赛获奖证书，复赛选手获奖证书及现场视频

光盘（限前期预定选手），将通过现场和邮寄快递两种方式发放，选手可根据自

身情况，任意选择一种领取方式：

1、现场发放：请选手或家长按照以下指定时间，前往指定地点领取，领取证书

无需携带任何资料。

1）时间：2016 年 2 月 27 日（周六）-28 日（周日）10:00-16:00，中午不休息。

2）地点：新东方南开综合教学区 201 教室：南开区西市大街故里花园 21 号新东

方大厦（南开公园西侧）

2、快递发放：无法现场领取证书的选手可按照以下指定时间，登录指定网址申

请领取，组委会将在规定时间内将复赛证书及现场视频光盘（限前期预定选手），

快递至选手指定地址。

1）时间：2016 年 2 月 22 日（周一）-3 月 13 日（周日）

2）网址：http://shop113066188.taobao.com ，该网址为中国日报社二十一世

纪英语教育传媒天津工作站官方淘宝网店，选手或家长在规定日期登录后点击复

赛证书领取指定链接，并按页面要求留下选手信息即可。

3）快递费：邮寄领取证书的选手，需支付 8元快递费，在以上指定网址直接支

付即可。

二、所有获得一等奖选手晋级下一阶段天津赛区半决赛，半决赛参赛选手名单以

官网中半决赛通知中公布的为准。

三、各组别天津赛区复赛一等奖获奖选手请务必尽快自行下载

http://contest.i21st.cn/teens2015/tianjin 中对应组别的半决赛通知。

四、二十一世纪新东方演讲口语天津训营报名已正式开始，报名或了解详情请登

录 http://shop113066188.taobao.com 点击页面内相应链接，报名截止日期 1

月 20 日，所有本届比赛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复赛参赛选手均可报名



参加，无论是否晋级半决赛。特训营采取“演讲特训+晋级赛”的方式，各组别

晋级赛前 2名选手可直接获得天津赛区决赛参赛资格。

五、复赛获奖名单按照选手复赛编号顺序排序，查询中有任何疑问请与组委会联

系，联系电话 022-87285150。

参赛编号 姓名 奖项 参赛编号 姓名 奖项

TC0101001 郑茹丹 一等奖 TC0412023 李丞彦 三等奖

TC0101002 黄靖宸 二等奖 TC0413002 彭 博 一等奖

TC0101003 马祎玮 一等奖 TC0413003 杨瀚霖 二等奖

TC0101017 李博涵 二等奖 TC0414001 李健多 三等奖

TC0101036 尚润身 一等奖 TC0501001 王涤菲 一等奖

TC0102002 袁 帅 二等奖 TC0501002 郑千羽 二等奖

TC0102005 徐千琳 三等奖 TC0501003 狄可欣 一等奖

TC0102006 许文浩 三等奖 TC0501006 王西子 二等奖

TC0102009 陈柏羽 三等奖 TC0501007 卢彦哲 一等奖

TC0102010 王若溪 二等奖 TC0501008 李思睿 二等奖

TC0102014 姚珊章彦 二等奖 TC0501010 周星锐 一等奖

TC0102015 饶誉晗 二等奖 TC0501011 苏政妤 一等奖

TC0102016 张瑞祁 一等奖 TC0501012 王 婕 三等奖

TC0102019 陆伯荣 二等奖 TC0501013 白滢辰 一等奖

TC0102022 孙浩程 三等奖 TC0501015 徐嘉铭 一等奖

TC0102023 赵赫华 二等奖 TC0501018 王子腾 一等奖

TC0102024 宋婧瑜 一等奖 TC0501020 王雨萱 二等奖

TC0102025 戴朋珈 二等奖 TC0501021 韩宗玚 一等奖

TC0102026 杜佳荟 二等奖 TC0501022 郑家璐 二等奖

TC0102028 孟士博 一等奖 TC0501024 姜 楠 二等奖

TC0102029 张语惠 一等奖 TC0501029 周庆瑶 二等奖

TC0102030 王宣博 二等奖 TC0501031 彭宇凡 三等奖

TC0102031 李宛鸿 一等奖 TC0501036 马睿祺 一等奖

TC0102035 甘雨心 二等奖 TC0501037 武敏钰 二等奖

TC0103001 胥翼航 一等奖 TC0501040 张斯博 一等奖

TC0103006 孙逸凡 一等奖 TC0501041 王鑫茗 二等奖

TC0103010 陈子敬 三等奖 TC0501047 何禹田 一等奖

TC0103011 张亨妮 二等奖 TC0501054 苏冠颐 二等奖

TC0103012 张嘉琪 三等奖 TC0501057 单 新 一等奖

TC0103013 温 昕 二等奖 TC0501059 宋雨萌 二等奖

TC0104001 叶 萌 三等奖 TC0501060 王力平 二等奖



TC0104005 吴芳宁 三等奖 TC0501063 王佳萱 一等奖

TC0104008 张天歌 三等奖 TC0501064 刘冰馨 二等奖

TC0104016 徐嘉远 三等奖 TC0501068 魏翘楚 一等奖

TC0104018 王 祎 一等奖 TC0501069 顾桐轩 一等奖

TC0104020 国家宁 三等奖 TC0501075 张宇轩 二等奖

TC0104022 娄书雅 三等奖 TC0501079 谢昊男 二等奖

TC0104025 李佳骏 二等奖 TC0501081 刘晫苒 一等奖

TC0104030 胡然清 二等奖 TC0501082 洪 宇 二等奖

TC0104031 夏雨轩 二等奖 TC0501086 郑童磊 一等奖

TC0104036 蔡林融 一等奖 TC0501088 孔艺霖 一等奖

TC0104041 王梓臣 二等奖 TC0501089 饶华鸣 一等奖

TC0104042 汲嘉莹 三等奖 TC0501091 杨嘉琦 一等奖

TC0104055 李子沨 二等奖 TC0501098 王明阳 一等奖

TC0105002 郑钰薇 二等奖 TC0501099 王乐怡 一等奖

TC0105003 张昊宇 二等奖 TC0501100 龙雯心 一等奖

TC0106007 马湘雲 二等奖 TC0501102 刘兆轩 一等奖

TC0106008 王心怡 二等奖 TC0501103 孙世源 一等奖

TC0106009 杨士祺 三等奖 TC0501105 李紫澍 一等奖

TC0106010 李 瞳 三等奖 TC0501108 奚润敏 一等奖

TC0107004 沈可音 一等奖 TC0501115 王骧龙 一等奖

TC0107009 白雨萌 二等奖 TC0501116 张雯暄 一等奖

TC0107029 范 曾 三等奖 TC0501123 晏兆津 二等奖

TC0107032 梁朕齐 一等奖 TC0501125 张心弈 一等奖

TC0107033 魏则文 二等奖 TC0501129 闫佳悦 一等奖

TC0107034 杨芸聿 三等奖 TC0501132 杨雅坤 一等奖

TC0107036 路明嘉 三等奖 TC0501138 沈正浩 一等奖

TC0107038 王瑞均 三等奖 TC0501140 刘馨怡 一等奖

TC0107041 孙英泽 一等奖 TC0501155 胡奕萱 一等奖

TC0107043 石雅涓 二等奖 TC0501157 陈仕锟 一等奖

TC0107046 刘东明 三等奖 TC0501164 郭欣竹 一等奖

TC0107052 鲁玥彤 二等奖 TC0501168 吴少博 一等奖

TC0107053 耿碧含 三等奖 TC0501169 冯子芮 二等奖

TC0107054 于浩淼 三等奖 TC0501170 张怀月 一等奖

TC0107056 谢晓轩 三等奖 TC0501171 臧云皓 二等奖

TC0107057 金昱暄 二等奖 TC0502002 高 铭 二等奖

TC0107059 苏悦宁 三等奖 TC0502003 韩政航 三等奖

TC0108003 刘可润 二等奖 TC0502016 宋彦慧 二等奖

TC0108005 郭笑辰 二等奖 TC0502031 符天麒 二等奖

TC0109007 欧阳宇耕 二等奖 TC0502033 贺荻萱 三等奖



TC0109011 孙艾菁 一等奖 TC0502035 杨馥萌 三等奖

TC0109017 姚成博 二等奖 TC0502038 张紫楠 二等奖

TC0109021 张舒尧 二等奖 TC0502040 洪宇轩 三等奖

TC0109024 夏 昕 二等奖 TC0502047 张嵩涛 一等奖

TC0109028 刘玟萱 二等奖 TC0502051 谢佳奇 二等奖

TC0109029 李楚妍 一等奖 TC0502053 张紫暄 二等奖

TC0109030 钟佳雯 一等奖 TC0502061 赵 悦 三等奖

TC0109032 赵重钧 一等奖 TC0502062 李 乐 三等奖

TC0109036 宋一菲 二等奖 TC0502079 刘思杰 三等奖

TC0109037 张曦元 三等奖 TC0502099 高博识 一等奖

TC0109039 肖蕴雪 二等奖 TC0503006 王紫爱 二等奖

TC0109041 李艺薇 三等奖 TC0503014 张娅怡 三等奖

TC0109042 王郁然 二等奖 TC0503029 李欣阳 二等奖

TC0109043 张韵懿 三等奖 TC0504001 杨 童 二等奖

TC0109048 徐修平 二等奖 TC0504017 王 淼 三等奖

TC0109051 张涵娇 二等奖 TC0504021 崔欣妍 二等奖

TC0109052 张庭玮 一等奖 TC0505001 于欣雨 一等奖

TC0109053 王艺博 二等奖 TC0505002 佟 玥 三等奖

TC0109054 林 颖 二等奖 TC0505008 周明杰 三等奖

TC0109056 桑嘉悦 二等奖 TC0505010 王依蒙 三等奖

TC0109059 姜睿姝 三等奖 TC0505012 王亚平 三等奖

TC0109061 戴秋羽 三等奖 TC0505016 李珀萱 三等奖

TC0109062 刘若漪 二等奖 TC0505017 刘 勉 三等奖

TC0109065 王文姗 二等奖 TC0505018 商 毅 三等奖

TC0109071 黄丙诚 三等奖 TC0505019 王金彤 三等奖

TC0109076 王于骞 二等奖 TC0505026 周怡琳 三等奖

TC0109077 杨晓杨 三等奖 TC0506002 刘天开 一等奖

TC0109078 杨子琦 三等奖 TC0507007 牛 硕 二等奖

TC0109079 邱天硕 三等奖 TC0509012 杨薪航 三等奖

TC0109081 牛明俊 二等奖 TC0510004 刘家琛 三等奖

TC0109083 韩奕菲 二等奖 TC0510029 王佳卉 一等奖

TC0109084 宋晗铭 二等奖 TC0510031 徐文涛 一等奖

TC0109088 孟祥骐 三等奖 TC0510076 吴 凡 三等奖

TC0109096 高依桐 三等奖 TC0510087 徐嘉聪 三等奖

TC0109102 申高睿 一等奖 TC0510116 薛婵一诺 三等奖

TC0109106 张亚男 二等奖 TC0510219 谢卓翰 一等奖

TC0109107 华宣皓 一等奖 TC0510233 杨雨薇 二等奖

TC0109109 杜 芏 一等奖 TC0510267 李若彤 二等奖

TC0109111 马竞超 三等奖 TC0510268 陈艺文 二等奖



TC0109113 宋若菲 二等奖 TC0510298 庞 樾 三等奖

TC0109117 王紫萌 二等奖 TC0510300 王美真 一等奖

TC0109130 熊紫吟 一等奖 TC0510349 杨霁雯 三等奖

TC0109134 郭子卓 二等奖 TC0510350 阎晓涵 二等奖

TC0109138 陈玥彤 一等奖 TC0510357 项麒安 三等奖

TC0109141 陈香儿 二等奖 TC0510396 方李娜 三等奖

TC0109146 柴元序 二等奖 TC0510427 唐 蕾 二等奖

TC0109148 滑旭辰 一等奖 TC0510442 杨馨雨 三等奖

TC0109154 冯辰阳 三等奖 TC0510488 杨丽杰 二等奖

TC0109160 李欣怡 二等奖 TC0510489 刘锶佳 三等奖

TC0109163 王越然 二等奖 TC0510528 李欣泽 三等奖

TC0109164 赵鸣洋 二等奖 TC0510529 于佳汇 三等奖

TC0109166 孔祥辉 一等奖 TC0601006 于睿偲 二等奖

TC0109169 郑佳萱 二等奖 TC0601028 周 涛 二等奖

TC0109172 罗方锜 三等奖 TC0601034 李雨潮 三等奖

TC0109177 张毅驰 三等奖 TC0601040 王子豪 二等奖

TC0109181 赵晨羽 一等奖 TC0601041 王晶晶 三等奖

TC0110002 刘玥妍 三等奖 TC0601042 孙梦雪 三等奖

TC0110003 钟浩洋 二等奖 TC0601043 邓佳辉 三等奖

TC0110014 倪雪骐 一等奖 TC0601045 于子桉 三等奖

TC0110018 罗东昊 三等奖 TC0602002 董 硕 二等奖

TC0110019 郭轩宇 二等奖 TC0602003 张骏喆 三等奖

TC0110020 张馨怡 一等奖 TC0602004 张伟娟 三等奖

TC0110024 韩孜骐 二等奖 TC0602008 周家豪 二等奖

TC0201005 闻慧茹 三等奖 TC0603001 李逸安 二等奖

TC0201006 刘怡然 二等奖 TC0603007 何瑞来 二等奖

TC0201011 梁家骥 一等奖 TC0603009 孙 浩 二等奖

TC0201012 刘暖洋 一等奖 TC0603025 张若轩 一等奖

TC0201016 朱蔚骐 一等奖 TC0603029 刘湘茗 二等奖

TC0201017 郭芸雅 一等奖 TC0604010 王欣妍 二等奖

TC0201018 沈焕傑 二等奖 TC0604015 骆雅雯 二等奖

TC0201026 陈宇轩 二等奖 TC0604021 李 晴 三等奖

TC0201027 王禹然 一等奖 TC0604022 李梦怡 二等奖

TC0201052 李泰霖 二等奖 TC0604023 赵伟琳 二等奖

TC0202009 刘苏楠 三等奖 TC0604026 回瑞泽 三等奖

TC0202013 韩雨桐 三等奖 TC0605024 姚雨萌 三等奖

TC0202026 高保俊 二等奖 TC0605027 马蕴菲 二等奖

TC0202027 孙可心 二等奖 TC0605035 张秋霏 一等奖

TC0202028 刘斯诺 二等奖 TC0605044 李禹薇 二等奖



TC0202030 杨文岳 三等奖 TC0605060 李曦然 一等奖

TC0202038 高艺芯 三等奖 TC0605061 徐弘霄 一等奖

TC0202041 李之扬 一等奖 TC0605076 穆伊正 一等奖

TC0202046 刘颜玉 二等奖 TC0701012 李心怡 三等奖

TC0202048 商鼎言 三等奖 TC0701025 赵凌彤 三等奖

TC0202049 慕卓成 二等奖 TC0702011 张永昊 三等奖

TC0203002 孙雨箫 一等奖 TC0702025 唐国勖 二等奖

TC0203053 张艺涵 二等奖 TC0702035 邹 媛 二等奖

TC0203062 王志桢 二等奖 TC0702045 李金烁 三等奖

TC0203065 张英琦 二等奖 TC0702046 徐敬楠 二等奖

TC0204006 刘晟瑶 二等奖 TC0702047 陈英祥 三等奖

TC0204007 祁 昱 二等奖 TC0702048 徐家伟 三等奖

TC0204008 韩鹏程 二等奖 TC0703006 郭丰宁 三等奖

TC0204013 王艺涵 二等奖 TC0703007 逯一祎 一等奖

TC0204015 王爱怡 二等奖 TC0703010 吕思彤 一等奖

TC0204017 孟庆君 一等奖 TC0703012 吕亚蔓 一等奖

TC0204025 孙彦泽 二等奖 TC0703015 贾晓琪 三等奖

TC0204027 喻 乔 二等奖 TC0703016 夏 研 三等奖

TC0205004 刘欣颐 二等奖 TC0703018 张晓雪 二等奖

TC0205008 李泽松 一等奖 TC0703039 陈 冲 三等奖

TC0205017 何佳芃 二等奖 TC0703042 李雅诗 二等奖

TC0205018 张子彧 二等奖 TC0704001 范宝桢 三等奖

TC0205019 张志扬 一等奖 TC0705021 岳 琳 一等奖

TC0207001 黄雨薇 一等奖 TC0706001 颜景慧 三等奖

TC0207007 李佳琪 二等奖 TC0706007 张婷婷 二等奖

TC0207011 陈韬亦 二等奖 TC0706019 刘含悦 三等奖

TC0207014 张瑞文 一等奖 TC0706020 赵子彦 三等奖

TC0207015 计子希 一等奖 TC0706030 李舒涵 二等奖

TC0208015 刘芯羽 一等奖 TC0706031 黄思远 二等奖

TC0208017 袁博鲲 三等奖 TC0707002 孙天晴 三等奖

TC0208021 权雨萌 三等奖 TC0707006 张鑫琳 三等奖

TC0208033 宋津菁 三等奖 TC0707017 张耀文 一等奖

TC0208034 马天怡 二等奖 TC0708007 张天文 三等奖

TC0209003 窦若然 三等奖 TC0708015 戴欣宇 三等奖

TC0209019 赵宇熙 二等奖 TC0708020 吴思雨 二等奖

TC0209020 张博为 二等奖 TC0708023 赵锐骐 三等奖

TC0209024 孔凡非 二等奖 TC0708029 颜慧文 三等奖

TC0209028 梁鸿茹 三等奖 TC0709001 李依然 三等奖

TC0209031 杨奕童 一等奖 TC0709003 左明慧 三等奖



TC0209034 朱展鹏 二等奖 TC0709005 郭霁萱 二等奖

TC0210001 刘逸天 一等奖 TC0710005 郭佳彬 三等奖

TC0211005 张敬宜 三等奖 TC0710024 吕玥曈 二等奖

TC0211006 张珈维 三等奖 TC0801026 宋一男 一等奖

TC0212001 林小静 二等奖 TC0801029 刘泽仪 三等奖

TC0301019 张怡芃 三等奖 TC0801042 崔 静 二等奖

TC0301032 庞晶予 三等奖 TC0801043 刘鑫宇 二等奖

TC0301037 孙骁芃 三等奖 TC0801050 袁梓轩 二等奖

TC0301038 朱雨楠 二等奖 TC0801053 穆德白玉 二等奖

TC0301040 王柯乔 三等奖 TC0801061 刘 睿 一等奖

TC0301044 范晶磊 三等奖 TC0802016 冯艺杰 二等奖

TC0301045 李昀澔 二等奖 TC0802030 张 欣 三等奖

TC0301047 谢东辰 二等奖 TC0802033 陶禹杭 三等奖

TC0301092 刘宇辰 三等奖 TC0802039 贾婧雯 三等奖

TC0302005 韩兆禹 一等奖 TC0802049 王柳尊 二等奖

TC0302013 孟其雨 二等奖 TC0802051 李津东 二等奖

TC0302017 王馨悦 三等奖 TC0802053 周 宁 一等奖

TC0302040 钟 晴 一等奖 TC0802054 张馨月 三等奖

TC0302045 尹瑞璇 二等奖 TC0803001 冯一茹 三等奖

TC0302056 崔佳琦 二等奖 TC0803002 付子燕 三等奖

TC0302061 张馨月 三等奖 TC0803003 韩浩楠 三等奖

TC0302073 洪成旭 二等奖 TC0803004 王懿婧 三等奖

TC0302077 殷安彤 二等奖 TC0803005 彭康见 三等奖

TC0302089 方 可 二等奖 TC0803006 高 鹤 三等奖

TC0302095 刘雨萌 三等奖 TC0803007 张博轩 三等奖

TC0302099 孙 乔 一等奖 TC0803008 杨晓彤 三等奖

TC0302100 王婷钰 一等奖 TC0803017 刘万博 二等奖

TC0302101 高 远 一等奖 TC0803018 徐梦如 二等奖

TC0302112 傅乐施 一等奖 TC0803020 邓火辉煌 二等奖

TC0302131 张孟哲 一等奖 TC0805002 张懿娜 三等奖

TC0302157 赵慕萍 二等奖 TC0805003 高可轩 三等奖

TC0302158 张梦琛 二等奖 TC0805004 李 瑾 三等奖

TC0302164 王一然 一等奖 TC0805006 韩兴蕊 三等奖

TC0302181 安志杰 一等奖 TC0805007 杨明锐 三等奖

TC0302185 张杰汉 二等奖 TC0805008 黄静晨 三等奖

TC0303001 陈欣仪 二等奖 TC0805010 王 晗 三等奖

TC0303003 李佳宸 三等奖 TC0805011 王 博 三等奖

TC0303007 孙楚炫 三等奖 TC0805015 张博雨 三等奖

TC0303017 付 宇 二等奖 TC0805016 罗 津 三等奖



TC0303042 刘弈均 一等奖 TC0805017 朱迎浩 三等奖

TC0303046 刘康琦 二等奖 TC0806010 宋一萱 三等奖

TC0303051 赵伟豪 二等奖 TC0806015 曹凤仪 三等奖

TC0303054 高传宝 二等奖 TC0806017 黄婧雯 二等奖

TC0303056 高心怡 二等奖 TC0806018 王子博 二等奖

TC0303063 徐睿涵 三等奖 TC0806027 蔡玉蓉 三等奖

TC0303069 郑 涵 二等奖 TC0806028 孟金垚 一等奖

TC0303071 李晓君 一等奖 TC0806033 刘 宸 二等奖

TC0303072 杨杰明 一等奖 TC0806034 王许子楠 二等奖

TC0303075 李雨柔 一等奖 TC0806036 狄 鸣 一等奖

TC0303078 郝雅雯 二等奖 TC0806038 何 珊 三等奖

TC0303079 汪鑫书 二等奖 TC0806040 谭嘉怡 二等奖

TC0304001 杜雨菲 二等奖 TC0806041 盛露羽 一等奖

TC0304003 边 婧 三等奖 TC0806049 杨佳莹 二等奖

TC0304007 刘芮希 三等奖 TC0806051 崔耀云 二等奖

TC0304009 黄逸菲 二等奖 TC0806053 张天一 一等奖

TC0304010 苏 畅 三等奖 TC0806054 李婉瑶 二等奖

TC0304011 史勃瑞 三等奖 TC0806055 郑旭冉 二等奖

TC0304013 王静雯 二等奖 TC0807012 闫丽萍 三等奖

TC0304014 徐慧桐 三等奖 TC0807013 王 爽 三等奖

TC0304015 王豆豆 三等奖 TC0807016 郝 轩 二等奖

TC0304019 王熙森 一等奖 TC0807028 周紫珊 三等奖

TC0305006 陈奕璁 二等奖 TC0808008 侯玉鑫 三等奖

TC0305015 赵梦雨 二等奖 TC0810054 杨明宇 三等奖

TC0305022 徐嘉蕤 三等奖 TC0810061 杨欣欣 一等奖

TC0305027 张茜乔 一等奖 TC0810081 殷金龙 三等奖

TC0305035 胡先觉 二等奖 TC0810085 刘琬滢 三等奖

TC0305038 崔靖怡 一等奖 TC0814020 刘树俊 三等奖

TC0305041 李佳雨 一等奖 TC0901005 何佳玉 三等奖

TC0305042 尚苏源 一等奖 TC0901006 陈文轩 三等奖

TC0305050 禄凯杰 二等奖 TC0901016 邵 彤 三等奖

TC0305052 王楚乔 一等奖 TC0901026 霍彤彤 二等奖

TC0305053 张凯添 二等奖 TC0901027 马欣雨 二等奖

TC0305058 常欣怡 一等奖 TC0901028 王 洁 一等奖

TC0305061 杨景骧 一等奖 TC0901029 唐立双 二等奖

TC0305062 谢雨青 三等奖 TC0902010 林木森 二等奖

TC0305063 贾辛堉 三等奖 TC0902011 沈雅文 三等奖

TC0305067 贾宇峥 二等奖 TC0902012 王睿东 二等奖

TC0305068 朱韬扬 二等奖 TC0902016 付 昱 一等奖



TC0305070 徐佳蕾 三等奖 TC0902018 刘新宇 一等奖

TC0305072 曹馨予 三等奖 TC0902029 黄 杉 三等奖

TC0305084 李雨萱 二等奖 TC0902031 李舒童 一等奖

TC0305090 郝梓竹 二等奖 TC0902032 孟芸熙 一等奖

TC0305091 高镱洋 二等奖 TC0902033 魏 畅 二等奖

TC0305095 崔逸辰 一等奖 TC0904017 张 欢 二等奖

TC0305096 高天翊 一等奖 TC0904022 王 帅 三等奖

TC0305100 叶梦菲 二等奖 TC0904033 郑祎婧 三等奖

TC0305109 陈璟宣 三等奖 TC0905001 程士辉 二等奖

TC0305110 吴 迪 一等奖 TC0905002 李佳丽 一等奖

TC0305115 陈 晴 一等奖 TC0905006 张文睿 一等奖

TC0305117 孙钰莹 二等奖 TC0905011 徐欣怡 二等奖

TC0305121 张斯羿 一等奖 TC0905012 张 馨 二等奖

TC0305124 南欣宏 二等奖 TC0905013 赵瑞雪 二等奖

TC0305129 谢心悦 一等奖 TC0905015 朱厚霖 二等奖

TC0305132 陈美夷 三等奖 TC0905020 王亚辰 二等奖

TC0305134 赵知非 三等奖 TC0905023 白欣宇 三等奖

TC0305135 郭超然 二等奖 TC0905025 刘安琪 二等奖

TC0305136 张波睿 一等奖 TC0905028 刘 畅 一等奖

TC0305137 孟凡琪 二等奖 TC0905029 魏 瑄 一等奖

TC0305138 张采奕 三等奖 TC0905030 李悦悦 二等奖

TC0305142 鲁若林 一等奖 TC0905033 赵 宏 二等奖

TC0305147 李轩昂 一等奖 TC0905034 李 想 二等奖

TC0305152 林鸿宇 二等奖 TC0905036 褚郁钦 二等奖

TC0305154 张照晴 三等奖 TC0905037 刘美麟 二等奖

TC0305155 杜浩宇 一等奖 TC0905038 张佳怡 三等奖

TC0305156 张笑寒 一等奖 TC0905040 徐润琦 二等奖

TC0305157 李一诺 三等奖 TC0905044 李英苗 二等奖

TC0305159 朱柏菲 二等奖 TC0905045 刘景源 三等奖

TC0306008 张佳宁 三等奖 TC0905050 高晨杨 二等奖

TC0306012 杨馥蓉 二等奖 TC0905053 孙 楠 一等奖

TC0306014 朱柯睿 一等奖 TC0905054 平金楠 一等奖

TC0307002 李世锦 三等奖 TC0905057 孟繁浩 三等奖

TC0307004 刘美仪 三等奖 TC0905058 张凌睿 一等奖

TC0307005 安子毅 三等奖 TC0905060 杜宇珊 二等奖

TC0307013 王 轩 三等奖 TC0905061 黄韦政 三等奖

TC0308002 边嘉艺 三等奖 TC0905062 刘 玟 二等奖

TC0308007 吴俊毅 三等奖 TC0905063 魏婉津 二等奖

TC0308009 王妤卓 二等奖 TC0905065 杨 越 二等奖



TC0308018 李思妍 二等奖 TC0905068 刘思妤 二等奖

TC0308022 杨 硕 二等奖 TC0905069 李 玥 三等奖

TC0308038 田雨鑫 二等奖 TC0906010 杨 磊 二等奖

TC0308040 孙 楷 二等奖 TC0906020 李婧禹 三等奖

TC0308047 王文博 三等奖 TC0906021 刘子骞 三等奖

TC0308049 刘祎琳 二等奖 TC0906023 王春宇 三等奖

TC0308067 冯子悦 一等奖 TC0906025 常 静 三等奖

TC0308085 郑睿捷 三等奖 TC0907033 吴同同 三等奖

TC0401005 邢紫昕 二等奖 TC0910004 孙金龙 三等奖

TC0401009 叶 溪 一等奖 TC0910023 任雪景 一等奖

TC0401010 刘明浩 三等奖 TC0910024 李欣怡 三等奖

TC0401013 王梓杰 三等奖 TC0910030 韩浩翔 一等奖

TC0401014 马靖然 三等奖 TC0910035 王诗淼 三等奖

TC0401015 李隽葶 二等奖 TC0910039 乔丽怡 三等奖

TC0401016 王晨 三等奖 TC0910040 李玉博 三等奖

TC0402003 刘艳雯 二等奖 TC0910041 王小艺 二等奖

TC0402005 刘昕睿 三等奖 TC0910043 刘志慧 二等奖

TC0402006 张芷瑜 二等奖 TC0910048 万 颖 二等奖

TC0402016 古倩溪 三等奖 TC0910049 蔡佳希 三等奖

TC0402017 柳路杨 三等奖 TC0910050 朱思影 三等奖

TC0402018 吴卓卿 二等奖 TC0910051 刘建欣 三等奖

TC0402032 吴星璇 三等奖 TC0910052 张林芃 三等奖

TC0404004 贺行云 一等奖 TC0910053 刘 喆 二等奖

TC0404005 白 爽 二等奖 TC0910054 李 京 二等奖

TC0404007 王君竹 二等奖 TC0910064 黑嘉骏 三等奖

TC0404008 于桐嘉 二等奖 TC0910066 刘 吉 三等奖

TC0404014 刘鹤童 二等奖 TC0910067 丁文帅 三等奖

TC0404015 丁 颖 二等奖 TC0910068 李 晓 三等奖

TC0404017 陆晨琳 一等奖 TC0911002 孙 熙 一等奖

TC0404021 冯智昭 一等奖 TC0911003 齐 琪 二等奖

TC0405006 罗 伟 三等奖 TC0911012 夏 爽 三等奖

TC0405012 刘满志 一等奖 TC0911040 冯 歌 二等奖

TC0405014 李乐洋 三等奖 TC0911043 刘 丹 三等奖

TC0405016 阎泓樾 三等奖 TC0911045 张艺珊 二等奖

TC0405017 高尚生 三等奖 TC0911052 曹馨雨 三等奖

TC0405019 史莹莹 三等奖 TC0911053 孙雅萱 二等奖

TC0405020 崔欣欣 二等奖 TC0911054 胡睿譞 二等奖

TC0405031 林卓远 三等奖 TC0911057 何子轩 三等奖

TC0405044 刘 蕊 二等奖 TC0911058 刘欣茹 三等奖



TC0405045 李艺苗 三等奖 TC0912002 杨田田 三等奖

TC0405046 李 翀 三等奖 TC0912003 赵国彤 三等奖

TC0405047 张宇轩 三等奖 TC1001005 宁 昕 三等奖

TC0405048 李婉怡 二等奖 TC1001007 刘 泉 二等奖

TC0405068 徐明珠 三等奖 TC1001008 林晓伊 二等奖

TC0405071 乔晨蕾 三等奖 TC1001014 高 欣 二等奖

TC0406001 李青莲 三等奖 TC1001018 辛沐航 二等奖

TC0406007 黄子璇 二等奖 TC1001019 王姿怡 一等奖

TC0406008 肖思思 三等奖 TC1001020 吴珍珍 二等奖

TC0406009 吴依迪 三等奖 TC1001021 孙梦怡 三等奖

TC0406011 田芮宁 三等奖 TC1001025 杜绍波 三等奖

TC0406012 蒋欣悦 三等奖 TC1001031 徐美伦 一等奖

TC0406013 易芳芳 三等奖 TC1001036 刘婧萱 一等奖

TC0406017 张怿玮 二等奖 TC1001037 马祎涵 二等奖

TC0406019 李瑞彤 三等奖 TC1001042 李彦昊 三等奖

TC0406021 王旭萌 三等奖 TC1001056 张馨丹 二等奖

TC0406022 王艺徐 三等奖 TC1001069 刘儒昕 一等奖

TC0406023 许 然 三等奖 TC1001070 刘兆祎 一等奖

TC0407006 辛永康 二等奖 TC1001071 石晓莉 三等奖

TC0407010 吴雨芮 二等奖 TC1001073 朱泽鸿 一等奖

TC0407011 陈薇羽 三等奖 TC1001074 吴欣原 一等奖

TC0407014 闫 凯 三等奖 TC1001075 刘儒亦 一等奖

TC0407015 韩紫璇 三等奖 TC1001076 张翔龙 二等奖

TC0407019 李臻慧 三等奖 TC1001077 杨润一 一等奖

TC0407020 乔禹萱 二等奖 TC1001078 刘星男 一等奖

TC0407025 王娜鑫 三等奖 TC1001080 刘梦蝶 一等奖

TC0407026 董胜林 三等奖 TC1001081 董恺宁 二等奖

TC0407027 赵婧岑 二等奖 TC1001086 王一鸣 二等奖

TC0407030 周天驰 三等奖 TC1001087 张馨月 二等奖

TC0407031 张钰婕 三等奖 TC1002001 潘 钰 三等奖

TC0407032 许可欣 三等奖 TC1003001 高栎源 二等奖

TC0407033 刘秦臻 三等奖 TC1003002 邓 蕊 二等奖

TC0407034 郭佳锐 三等奖 TC1003003 丁嘉辉 三等奖

TC0407035 张淼爽 三等奖 TC1004002 林志欣 二等奖

TC0407036 吴健龙 三等奖 TC1004003 姚天宇 二等奖

TC0407037 冯 茂 三等奖 TC1004004 马宇轩 一等奖

TC0407038 张琳娜 三等奖 TC1004006 王梓旭 一等奖

TC0407039 赵雪梅 三等奖 TC1004007 李婧怡 二等奖

TC0407040 阚婧宸 三等奖 TC1004008 黄金琳 三等奖



TC0407041 高雅博 三等奖 TC1004009 杨轶婷 二等奖

TC0408011 李雨桐 三等奖 TC1004010 王靖文 三等奖

TC0408016 王 泽 三等奖 TC1004011 孙世泽 三等奖

TC0409001 张雨桐 三等奖 TC1004012 周天宇 二等奖

TC0409003 齐晓慧 三等奖 TC1005066 张瀚文 二等奖

TC0409012 袁大津 三等奖 TC1005073 杜依糠 三等奖

TC0409028 崔佳琪 三等奖 TC1005117 王俊雄 三等奖

TC0409029 张博威 二等奖 TC1005120 李佳音 一等奖

TC0410002 郭 玥 三等奖 TC1005147 朱 誉 二等奖

TC0410003 彭子中 二等奖 TC1005150 焦可欣 二等奖

TC0411003 张馨怡 三等奖 TC1005151 冯骊安 一等奖

TC0411007 吴嘉薪 二等奖 TC1005153 徐楚凝 二等奖

TC0411010 吴雨阳 三等奖 TC1005171 尹柯文 三等奖

TC0411011 邓嘉睿 三等奖 TC1005176 肖思绪 二等奖

TC0412008 张纯嘉 三等奖 TC1101001 陈 曦 三等奖

TC0412011 耿凡琇 一等奖 TC1101002 邱乃辰 二等奖

TC0412014 门雅琪 二等奖 TC1101008 邹婧譞 一等奖

TC0412015 周 骏 二等奖 TC1101009 刘静婷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