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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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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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0101043 孙婧柔 一等奖 TG0305061 王悦琳 三等奖

TG0102002 王诗音 一等奖 TG0305130 王伟晴 三等奖

TG0102004 赵恒挚 一等奖 TG0305146 张慧敏 三等奖

TG0102005 袁 樾 二等奖 TG0305148 刘泽涛 一等奖

TG0102009 陈 珏 二等奖 TG0305151 袁 颉 一等奖

TG0102017 张小雅 二等奖 TG0305153 尚隽冉 一等奖

TG0102021 杨淋臣 一等奖 TG0305155 李馨可 一等奖

TG0102022 杨舒涵 一等奖 TG0305156 李 尚 一等奖

TG0102035 孔漪辰 二等奖 TG0305159 张天羽 一等奖

TG0103007 严济淳 二等奖 TG0305166 杨紫婷 一等奖

TG0103010 马久久 一等奖 TG0305169 柏彧姝 一等奖

TG0103011 霍思元 二等奖 TG0306001 刘馨月 二等奖

TG0103013 孙心怡 一等奖 TG0306004 王 玥 二等奖

TG0103017 张潇予 一等奖 TG0306005 弭晓满 三等奖

TG0103018 魏泽瑾 一等奖 TG0306010 张婧怡 三等奖

TG0103021 孙睿晨 一等奖 TG0306013 王萌彦 三等奖

TG0103022 沈文婧 三等奖 TG0306014 李昕然 二等奖

TG0103023 李承润 一等奖 TG0306015 张天妍 三等奖

TG0103024 王心远 三等奖 TG0306016 张天卉 一等奖

TG0103025 韩星美 一等奖 TG0306017 赵 然 一等奖

TG0103026 聂宇憧 一等奖 TG0401004 孙婧怡 三等奖

TG0103027 陈彦欣 一等奖 TG0401021 乔国瑞 三等奖

TG0103028 岳小婷 三等奖 TG0402003 吕 阳 三等奖

TG0104001 孙佳自若 三等奖 TG0402006 刘俊怡 一等奖

TG0105001 杨程斯 二等奖 TG0403001 孙凡舒 一等奖

TG0105002 仇小曼 三等奖 TG0403005 赵宇霏 一等奖

TG0105003 刘 哿 一等奖 TG0403010 余 淼 一等奖

TG0105004 史捷宁 一等奖 TG0403011 祝名远 一等奖

TG0106007 吴 琪 一等奖 TG0403014 刘以清 一等奖

TG0106037 常默笛 一等奖 TG0403017 邵逸菲 一等奖

TG0106038 张嘉桐 一等奖 TG0403018 刘昱彤 二等奖



TG0106043 龚稚舒 二等奖 TG0403019 崔铭泽 三等奖

TG0106044 刘思承 一等奖 TG0403020 赵怡雯 二等奖

TG0106054 徐天一 一等奖 TG0403081 黄琛昊 一等奖

TG0106055 杨雅童 一等奖 TG0403136 袁欣怡 二等奖

TG0106056 李雨欣 一等奖 TG0404007 程宇辰 二等奖

TG0106060 余 洋 二等奖 TG0404013 郭 琦 一等奖

TG0106063 艾如梦 一等奖 TG0404017 常馨蕊 一等奖

TG0106071 穆心和 一等奖 TG0404027 刘青艳 二等奖

TG0107001 张 祎 一等奖 TG0404049 王 莹 二等奖

TG0107049 何泽浩 一等奖 TG0405012 李泽雨 一等奖

TG0107058 张震寰 二等奖 TG0406004 李宛芮 二等奖

TG0107062 姜 珊 二等奖 TG0406009 高 杉 三等奖

TG0107086 郭晗菁 三等奖 TG0406010 郭欣然 二等奖

TG0107087 吴 桐 二等奖 TG0406015 韩李琳 二等奖

TG0201003 李 钰 三等奖 TG0406032 赵苑紫玥 一等奖

TG0201018 李泓昊 三等奖 TG0406033 刘家彤 三等奖

TG0201020 孙天霖 一等奖 TG0406036 吴天琦 三等奖

TG0201029 陈晓薇 二等奖 TG0406038 董睿雯 一等奖

TG0201031 邵涵琦 一等奖 TG0406049 邢轩玮 一等奖

TG0201053 吕佳洋 二等奖 TG0406055 刘浩楠 二等奖

TG0201067 王雅菁 二等奖 TG0406056 郭天予 一等奖

TG0201073 于恒汀 一等奖 TG0406057 杨家祺 一等奖

TG0201090 樊志逸 一等奖 TG0407005 李芃霏 三等奖

TG0201103 吴宇轩 三等奖 TG0408011 徐 晶 三等奖

TG0201106 赵永文 三等奖 TG0501001 刘子佩 一等奖

TG0201111 赵灏天 一等奖 TG0501004 孟凡诗 一等奖

TG0201134 王钰可 一等奖 TG0501010 王 曦 一等奖

TG0201155 崔志嘉 二等奖 TG0501011 闫超岳 一等奖

TG0201160 苏眉文 一等奖 TG0501013 刘贝尔 二等奖

TG0201166 姜心怡 二等奖 TG0501022 张子韬 一等奖

TG0202012 赵鹏凯 二等奖 TG0501024 侯 特 一等奖

TG0202032 马雨轩 一等奖 TG0501026 范宇轩 一等奖

TG0202052 安 妮 一等奖 TG0501027 杨睿思 一等奖

TG0202054 贾樱乔 一等奖 TG0501062 郭 桢 一等奖

TG0202055 韩康越 一等奖 TG0501104 刘浩淳 一等奖

TG0202068 文 煜 一等奖 TG0501134 马子涵 一等奖

TG0202078 陆世欣 二等奖 TG0501146 武雪瑞 一等奖

TG0202092 赵舒颖 一等奖 TG0501154 于 泽 一等奖

TG0202097 陈思琳 一等奖 TG0501155 王紫萱 一等奖



TG0202104 李晓雪 三等奖 TG0502005 李士闻 一等奖

TG0202108 姜卓仑 二等奖 TG0503007 康子金 三等奖

TG0202113 李嘉琪 一等奖 TG0503012 孙兢辉 一等奖

TG0202116 李知泽 二等奖 TG0503013 贾天尧 二等奖

TG0202141 勾 岚 一等奖 TG0503015 周心怡 一等奖

TG0202145 葛晨曦 三等奖 TG0504005 拉姆卓嘎 二等奖

TG0202177 洪银珠 一等奖 TG0505001 韩雨宸 三等奖

TG0202197 米京欣 一等奖 TG0505002 齐若名 三等奖

TG0202206 吴天琦 一等奖 TG0505003 曹欣恬 三等奖

TG0202220 从 赞 二等奖 TG0505004 姚 玥 三等奖

TG0202224 周楚晰 一等奖 TG0506001 牛颢毓 一等奖

TG0202225 周 玄 三等奖 TG0506002 刘俞萱 二等奖

TG0202230 杨明翰 三等奖 TG0508001 韩松泉 一等奖

TG0202231 崔佳蕾 二等奖 TG0509038 吕奕彤 一等奖

TG0202243 周正暘 一等奖 TG0601021 宋晨玥 一等奖

TG0202255 吴雨凡 一等奖 TG0601035 王雨涵 二等奖

TG0202258 赵亚轩 一等奖 TG0601041 林 迎 一等奖

TG0202263 黎晓儒 二等奖 TG0601043 赵梦然 一等奖

TG0202344 王宇童 二等奖 TG0601047 晁一夫 一等奖

TG0202347 邱彤璐 一等奖 TG0601058 王冠然 三等奖

TG0203006 刘婧祎 一等奖 TG0601060 王浛宇 二等奖

TG0203011 王佳怡 三等奖 TG0601069 尚莹欣 二等奖

TG0204004 张冰童 一等奖 TG0602013 朱洪博 三等奖

TG0204006 高之源 一等奖 TG0602014 刘佳琦 一等奖

TG0204007 杨昊荪 二等奖 TG0602015 郭 旭 二等奖

TG0204008 李雨恒 二等奖 TG0602016 沈凡力 二等奖

TG0204014 赵聪睿 一等奖 TG0604003 张建婷 一等奖

TG0204017 刘思忱 一等奖 TG0604004 贺雅婷 三等奖

TG0204019 赵云洁 三等奖 TG0604012 赵若含 三等奖

TG0204022 王玥仪 二等奖 TG0604035 张 鑫 三等奖

TG0204023 郭 越 一等奖 TG0605003 王 晴 三等奖

TG0204024 李津维 一等奖 TG0605009 庞逸璇 二等奖

TG0204026 李秋雨 二等奖 TG0605014 马雪骄 二等奖

TG0204029 高世旗 三等奖 TG0606017 陈斯羽 二等奖

TG0204032 何丹雯 三等奖 TG0606040 赵雨辰 一等奖

TG0204035 高涉云 一等奖 TG0606057 任昱霖 一等奖

TG0204037 胡雪桐 二等奖 TG0606058 郑梦娇 二等奖

TG0206002

买吉旦木·

柏尔哈提
一等奖

TG0703002 李 智
三等奖



TG0206009 魏路路 一等奖 TG0704001 周雨欣 三等奖

TG0301013 李祎乔 一等奖 TG0704025 张 雨 二等奖

TG0301023 贾思嘉 一等奖 TG0704043 张 雯 三等奖

TG0301024 汪辰熙 一等奖 TG0704060 雷雨欣 三等奖

TG0301027 曹 睿 一等奖 TG0704073 白 雪 一等奖

TG0301030 朱家璇 二等奖 TG0705004 徐佳琪 二等奖

TG0301036 李辰康 二等奖 TG0705013 高英桓 三等奖

TG0301044 胡可仁 三等奖 TG0705014 许健萌 三等奖

TG0301046 牛皓誉 一等奖 TG0801015 文兴媛 三等奖

TG0301062 王贯松 二等奖 TG0801023 霍 晴 三等奖

TG0301066 季雨菲 三等奖 TG0801129 李立伟 三等奖

TG0301074 张家伟 一等奖 TG0802001 崔子懿 三等奖

TG0301082 李雨桐 二等奖 TG0802002 徐子尧 三等奖

TG0301086 李冠霄 三等奖 TG0802003 马健雯 三等奖

TG0302001 田雨辰 二等奖 TG0802005 李佳烔 一等奖

TG0302016 徐靖仪 一等奖 TG0802007 申凤甜 三等奖

TG0302019 魏欣辰 一等奖 TG0802008 武 恬 二等奖

TG0302022 杜昀衡 一等奖 TG0803144 唐继源 一等奖

TG0302023 贾天一 二等奖 TG0901002 刘可心 二等奖

TG0302027 郭宇卓 二等奖 TG0901012 杨玉焓 三等奖

TG0302034 刘屿听 一等奖 TG0901013 董祥云 三等奖

TG0302053 张凯博 一等奖 TG0902001 高 雯 一等奖

TG0302070 何天恩 一等奖 TG0902003 袁泽熙 二等奖

TG0302088 杨树涵 二等奖 TG0902004 田轶伟 三等奖

TG0302089 李开元 一等奖 TG0902021 王 钰 二等奖

TG0302090 金慧智 三等奖 TG0902032 郑美妮 一等奖

TG0302091 王逢祁 二等奖 TG0902042 沈玉菱 二等奖

TG0302092 踪冶凡 一等奖 TG0902047 翟博雅 三等奖

TG0302093 侯景川 一等奖 TG0902050 赵 露 三等奖

TG0302094 王瑀轩 一等奖 TG0902054 孙雨泽 二等奖

TG0302096 郎克琳 一等奖 TG0902062 肖 桐 三等奖

TG0302104 马晓天 一等奖 TG0902065 王浩然 一等奖

TG0302105 杨宇婧 一等奖 TG0902067 吕静怡 二等奖

TG0302106 牛欣冉 一等奖 TG0902078 倪若琳 三等奖

TG0302107 周咏琪 一等奖 TG0903005 张昊璇 二等奖

TG0302110 刘佳璇 二等奖 TG0904010 李蘇诺 一等奖

TG0302111 黄乐扬 一等奖 TG0904011 何敬怡 三等奖

TG0302112 和睿琳 一等奖 TG0904012 张 琦 三等奖

TG0302117 刘晓炀 三等奖 TG0904013 郭 津 三等奖



TG0302118 易江月 一等奖 TG0904014 杜瑞雪 三等奖

TG0303002 霍亚东 一等奖 TG0904016 刘茂辉 三等奖

TG0304004 高春萌 一等奖 TG1001003 夏泽雯 三等奖

TG0304006 赵若楠 二等奖 TG1001007 孟郑令基 二等奖

TG0304007 王缘结 二等奖 TG1001015 郭欣睿 一等奖

TG0304009 张紫微 一等奖 TG1001016 霍晓恬 三等奖

TG0304011 李斯名 二等奖 TG1001021 王玥心 二等奖

TG0304012 徐一禾 一等奖 TG1001023 吴欣怡 一等奖

TG0304019 邹雅婷 二等奖 TG1001026 谷雨葳 二等奖

TG0304020 周卓然 三等奖 TG1001027 张 帆 一等奖

TG0304021 刘语涵 三等奖 TG1004001 郭卓群 一等奖

TG0304022 杨梓宣 三等奖 TG1005001 葛雨菲 一等奖

TG0305001 于智源 二等奖 TG1005002 孙逸纯 一等奖

TG0305003 周奕含 三等奖 TG1005004 南锦煜 一等奖

TG0305027 张可心 二等奖 TG1006002 庄博众 一等奖

TG0305047 宋 一 三等奖 TG1101003 徐紫霄 一等奖

TG0305048 冯一文 三等奖 TG1101005 王菲璠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