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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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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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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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0101001 高海仪 三等奖 TD0605024 步炫君 三等奖

TD0101004 郑雨欣 二等奖 TD0605025 杨舒淇 一等奖

TD0101010 王家祺 一等奖 TD0605026 邓舒予 一等奖

TD0101012 徐浩钦 一等奖 TD0605027 陈海涵 一等奖

TD0101013 王鼎雯 三等奖 TD0606002 阎芝廷 二等奖

TD0101016 林笑宇 一等奖 TD0606003 雷佳琪 二等奖

TD0101018 史航瑞 三等奖 TD0606004 刘昊雪 二等奖

TD0101020 郎屹哲 二等奖 TD0607002 杨舒淇 二等奖

TD0101024 陆思妍 一等奖 TD0607003 肖淇心 一等奖

TD0101027 刘悦祺 一等奖 TD0607009 陈昭睿 一等奖

TD0101028 马羽凡 三等奖 TD0607011 李佳宸 一等奖

TD0101031 姜雨含 一等奖 TD0703001 王文轩 三等奖

TD0101034 王以铖 三等奖 TD0703001 王文翔 三等奖

TD0101041 刘紫晴 一等奖 TD0703032 于晟航 三等奖

TD0101042 孙艺桐 二等奖 TD0705002 徐春熠 二等奖

TD0101043 李昱庚 一等奖 TD0705014 李佳泽 二等奖

TD0101044 李呈炜 三等奖 TD0706002 霍奕朵 三等奖

TD0201001 刘卓然 一等奖 TD0706005 罗雅贞 三等奖

TD0201005 祁诗轩 一等奖 TD0706008 王皓晨 二等奖

TD0201009 李翘楚 三等奖 TD0706010 李卓骏 三等奖

TD0201014 迟泽玉 二等奖 TD0707001 张其沅 一等奖

TD0201016 陈芳芳 三等奖 TD0709002 张小轩 二等奖

TD0201017 陈尚潇 三等奖 TD0711001 孙雪岩 三等奖

TD0201018 肖羽恬 二等奖 TD0801018 侯思宇 一等奖

TD0201020 王希怡 三等奖 TD0801019 崔佳宁 一等奖

TD0201022 阎艺文 三等奖 TD0801021 王禹涵 三等奖

TD0201025 郑淋之 三等奖 TD0801030 韩晓萌 三等奖

TD0201026 李佳徽 一等奖 TD0801044 郭芳羽 三等奖

TD0201029 山杉 三等奖 TD0801050 张木子洵 一等奖

TD0201037 寇晏童 一等奖 TD0802001 冯沛轩 一等奖

TD0201051 武思羽 一等奖 TD0802002 邵美珺 二等奖

TD0201061 高程朗 一等奖 TD0802003 崔诗雨 二等奖

TD0201066 崔允瑞 一等奖 TD0802004 吴家旭 三等奖

TD0201068 胡煜轩 三等奖 TD0802005 徐翊文 三等奖

TD0201069 李翊辰 三等奖 TD0802006 吕玟良 二等奖

TD0201070 刘若水 三等奖 TD0802007 王夫坤 三等奖

TD0201072 王露槿 一等奖 TD0802008 梁斯涵 三等奖

TD0201077 朱炫宇 一等奖 TD0802009 熊妍雅 三等奖



TD0201078 孔广懿 一等奖 TD0802010 李慧桐 三等奖

TD0201079 王上 一等奖 TD0802011 田 译 三等奖

TD0201081 戴嘉岳 三等奖 TD0802014 李政霖 二等奖

TD0202001 张博轩 一等奖 TD0802021 荣继轩 三等奖

TD0202002 王一多 三等奖 TD0802022 夏悦鑫 三等奖

TD0202003 王思予 三等奖 TD0802025 王紫嫣 三等奖

TD0202004 宋世然 三等奖 TD0802026 许云翔 三等奖

TD0301006 吕忆萱 一等奖 TD0802029 王炜玮 一等奖

TD0301007 陈 航 二等奖 TD0802030 秦 琪 二等奖

TD0301014 邵栋文 一等奖 TD0802031 许宸宇 二等奖

TD0301015 潘舒怡 一等奖 TD0802036 金刘力 二等奖

TD0301019 王子璇 二等奖 TD0802037 黄立新 一等奖

TD0301024 闫宛宜 三等奖 TD0802038 高子涵 三等奖

TD0301026 金炫道 一等奖 TD0802046 柳玥君 二等奖

TD0301028 王乐然 三等奖 TD0803001 王彬沣 二等奖

TD0301029 杨庭熙 一等奖 TD0803002 王清仪 一等奖

TD0301031 黄宣博 三等奖 TD0803003 杨亚琪 三等奖

TD0301032 俞欣言 二等奖 TD0804002 王理响 三等奖

TD0301034 唐泽珺 三等奖 TD0805001 林栩婷 一等奖

TD0301036 温梓涵 二等奖 TD0805002 王 君 一等奖

TD0301037 彭皖辰 三等奖 TD0805005 张翠娜 一等奖

TD0301038 吕姝颉 三等奖 TD0805006 李津津 二等奖

TD0301039 张钰涵 一等奖 TD0805007 侯舒雅 二等奖

TD0301040 徐乐桐 二等奖 TD0805008 王 学 一等奖

TD0301041 任雨晨 一等奖 TD0805011 刘 洋 三等奖

TD0301043 唐天姿 三等奖 TD0806003 赵欣悦 二等奖

TD0301046 赵子涵 一等奖 TD0806006 李歆怡 二等奖

TD0301046 宋金宇 二等奖 TD0806021 张 旭 三等奖

TD0301049 冯一诺 一等奖 TD0807005 李欣雨 二等奖

TD0301051 费小然 二等奖 TD0807010 孙梦希 一等奖

TD0301052 寇斯淳 二等奖 TD0808001 王自然 三等奖

TD0301053 刘裕琪 二等奖 TD0808002 尹家祺 一等奖

TD0301054 李知允 一等奖 TD0808003 林煊赫 二等奖

TD0301057 李梓铭 二等奖 TD0808005 马鹤畅 三等奖

TD0301058 赵智莹 一等奖 TD0808006 岳梓航 二等奖

TD0301059 刘凡煜 一等奖 TD0808007 程品睿 二等奖

TD0301060 张曦予 三等奖 TD0808011 王思秦 一等奖

TD0301061 陆奕霏 二等奖 TD1001001 王萱凌 一等奖

TD0301062 戚博荣 二等奖 TD1001002 孟鼎曦 一等奖



TD0301063 张萌珂 二等奖 TD1001005 袁紫腾 二等奖

TD0301065 艾晋卿 一等奖 TD1001007 张家瑜 二等奖

TD0301066 吴雨霏 二等奖 TD1001008 王书源 二等奖

TD0301067 向珏萍 一等奖 TD1001009 刘芮彤 一等奖

TD0301068 刘凌杉 一等奖 TD1001010 郭居里 一等奖

TD0301070 都香凝 三等奖 TD1001013 汪静怡 三等奖

TD0301076 卞相炫 二等奖 TD1001014 尤梓丞 二等奖

TD0301077 苗莫晗 二等奖 TD1001015 马一然 二等奖

TD0301078 夏同同 一等奖 TD1001017 赵镝皓 二等奖

TD0301080 鲁沐源 三等奖 TD1001018 高博涵 二等奖

TD0301081 权赫俊 一等奖 TD1001020 陈嗣昂 一等奖

TD0301082 侯茗译 三等奖 TD1001023 赵欣慧 一等奖

TD0301084 薛瑾瑄 一等奖 TD1001024 张思航 三等奖

TD0301085 王锦达 三等奖 TD1001028 高蕴函 一等奖

TD0302036 施星阳 三等奖 TD1001029 孙睿彤 二等奖

TD0401006 田泽申 一等奖 TD1001031 朱家钰 三等奖

TD0401016 汪志豪 二等奖 TD1001032 刘天宇 三等奖

TD0401020 宋泓昆 一等奖 TD1001034 王秉轩 一等奖

TD0401034 刘子琪 一等奖 TD1001035 刘宇涵 一等奖

TD0401037 周陆佳 二等奖 TD1001036 杨智涵 一等奖

TD0401038 赵熙玥 三等奖 TD1001037 陈柯伊 三等奖

TD0401040 张君翊 一等奖 TD1001038 李文琪 三等奖

TD0401043 王 睿 二等奖 TD1001039 李安琪 三等奖

TD0401046 张露予 二等奖 TD1001040 孙嘉翊 一等奖

TD0401047 王静轩 二等奖 TD1001042 王誉霏 二等奖

TD0401048 陈思聪 一等奖 TD1001043 刘泽康 一等奖

TD0401070 董奕麟 二等奖 TD1001050 刘默涵 一等奖

TD0401071 吴思锜 三等奖 TD1001052 宫婷玉 二等奖

TD0401072 李新锐 三等奖 TD1001053 宋星成 一等奖

TD0401073 董怡辰 二等奖 TD1001056 丁正霖 二等奖

TD0401074 杨雅洁 一等奖 TD1001064 孟垂毅 二等奖

TD0401081 冯悦乔 二等奖 TD1001065 庞 然 一等奖

TD0401082 李礼旭 一等奖 TD1001067 徐铭婧 二等奖

TD0401084 刘学泽 一等奖 TD1001069 刘馨阳 二等奖

TD0401087 赵宸梦 三等奖 TD1001070 刘德增 三等奖

TD0401089 高梓畅 一等奖 TD1001071 吴安媞 二等奖

TD0402008 孙婧涵 二等奖 TD1001072 张筠靖 三等奖

TD0402010 孙圣杰 一等奖 TD1001073 左 倓 二等奖

TD0402011 焦禹博 二等奖 TD1001074 王政霖 三等奖



TD0402015 王曦晨 三等奖 TD1001075 牛怡菲 三等奖

TD0402022 陈嘉欣 二等奖 TD1001076 胡涵予 一等奖

TD0402024 王奕轩 三等奖 TD1001077 江美玲 二等奖

TD0403001 朴郑希 二等奖 TD1001079 张添泽 三等奖

TD0403005 魏贞哲 一等奖 TD1001081 刘梓歆 三等奖

TD0403011 吴 涵 二等奖 TD1001083 廖徐希 一等奖

TD0403016 李志杰 三等奖 TD1001084 赵茗淑 二等奖

TD0501003 王姝雅 一等奖 TD1001085 秦睿晞 二等奖

TD0501011 贾俊好 二等奖 TD1001086 耿福慧 二等奖

TD0501015 侯宇涵 一等奖 TD1001087 陈金旭 二等奖

TD0501017 闫雅轩 二等奖 TD1001088 陈依柔 二等奖

TD0501019 刘明鑫 一等奖 TD1001089 周佳乐 一等奖

TD0501020 王博硙 二等奖 TD1001090 王康宁 一等奖

TD0501024 李欣格 一等奖 TD1001093 刘玥含 二等奖

TD0501026 张 硕 二等奖 TD1001094 田焰衡 一等奖

TD0501028 罗婉仪 二等奖 TD1001095 陈翊昂 一等奖

TD0501029 吕铭轩 一等奖 TD1001096 王 玥 一等奖

TD0501030 施彦志 三等奖 TD1001098 张佳玥 二等奖

TD0502003 邢承杰 一等奖 TD1001099 左嘉琪 三等奖

TD0502006 冯祺轩 一等奖 TD1001100 李嘉玮 二等奖

TD0503001 陈玥杉 三等奖 TD1001101 孙旗慧盈 二等奖

TD0503003 王悦鑫 三等奖 TD1001102 程沐晞 二等奖

TD0503004 杨钧竹 三等奖 TD1001103 张曦文 一等奖

TD0503005 郝 珍 二等奖 TD1001104 辛梓安 二等奖

TD0503008 常羽博 三等奖 TD1001105 刘子萱 二等奖

TD0504001 杭雨霏 三等奖 TD1001106 梅景怡 一等奖

TD0504010 顾桐语 一等奖 TD1001107 胡馨嫒 一等奖

TD0504023 信东玥 三等奖 TD1001108 邓嘉程 二等奖

TD0505001 李柏彦 一等奖 TD1001109 张博研 三等奖

TD0505002 朱金龙 一等奖 TD1001110 李鑫宇 二等奖

TD0505003 吕睿安 一等奖 TD1001111 吴祎昊 一等奖

TD0505006 时梓涵 一等奖 TD1001112 宫跃嘉 二等奖

TD0505008 孙艺涵 二等奖 TD1001113 卢昱彤 二等奖

TD0505010 王子墨 一等奖 TD1001115 沙佳怡 二等奖

TD0505012 王浩然 三等奖 TD1001116 宋泽端 一等奖

TD0505013 高珺旸 二等奖 TD1001117 焦麟萱 一等奖

TD0505014 董馨瑶 一等奖 TD1001118 李雨轩 三等奖

TD0505015 蓝瑞泽 一等奖 TD1001119 杜 容 三等奖

TD0505023 李睿思 二等奖 TD1001122 刘逸轩 二等奖



TD0507006 毛佩麒 一等奖 TD1001123 朱慧珉 二等奖

TD0507011 于梦涵 二等奖 TD1001125 郑子睿 二等奖

TD0507015 刘镏赫 三等奖 TD1001127 郑一畅 三等奖

TD0507016 李 锐 三等奖 TD1001128 徐麦迪 一等奖

TD0507025 何婧暄 一等奖 TD1001129 要卓辰 三等奖

TD0507026 曹乐彤 一等奖 TD1001130 张洪睿 二等奖

TD0508003 孙绮杉 一等奖 TD1001131 王非特 二等奖

TD0508005 曾 苗 二等奖 TD1001132 付 誊 二等奖

TD0508006 胡宇佳 三等奖 TD1001133 张圣哲 二等奖

TD0508007 覃 钰 三等奖 TD1002001 张浩铮 三等奖

TD0508009 王梓涵 三等奖 TD1002002 王子涵 一等奖

TD0508012 施明君 三等奖 TD1002003 陈福泽 二等奖

TD0508014 陈美颐 二等奖 TD1002005 杨子墨 三等奖

TD0508019 曹佳昂 三等奖 TD1002007 吕致瑾 二等奖

TD0509001 庞景煊 二等奖 TD1002008 崔修赫 二等奖

TD0509004 杨舒羽 三等奖 TD1002009 冯靖贻 三等奖

TD0509006 殷嘉熠 二等奖 TD1002010 曹容海 三等奖

TD0509011 展正彤 三等奖 TD1002011 于美鹭 二等奖

TD0509012 王婧瑜 二等奖 TD1002012 刘子沐 一等奖

TD0509013 郭 楠 三等奖 TD1002014 秦帅泽 二等奖

TD0509014 胡柄均 二等奖 TD1002015 孟思成 三等奖

TD0510003 董奕麟 三等奖 TD1002016 刘佩琳 一等奖

TD0510004 刘乐洋 二等奖 TD1002017 刘思妤 二等奖

TD0511003 王子睿 二等奖 TD1002018 周艾辰 二等奖

TD0511007 孙健宁 三等奖 TD1002019 史麒煊 二等奖

TD0511010 于欣荻 二等奖 TD1002022 任骏昊 一等奖

TD0512001 郭子铭 一等奖 TD1002023 刘承桓 一等奖

TD0513001 王柯华 三等奖 TD1002024 李依宸 一等奖

TD0513002 于博韬 二等奖 TD1002025 李荣融 二等奖

TD0513003 李欣怡 一等奖 TD1002026 陈馨然 二等奖

TD0513004 秦浩钧 二等奖 TD1002028 胡琬瑀 二等奖

TD0514002 李静彤 二等奖 TD1002029 魏哲芸 二等奖

TD0514003 李宜璇 三等奖 TD1002030 崔馨元 三等奖

TD0514004 李卿阅 三等奖 TD1002031 张倍宁 一等奖

TD0514005 王识然 一等奖 TD1002034 王 硕 二等奖

TD0514006 房忠瑾 二等奖 TD1002035 马奥雅 一等奖

TD0514007 陈嘉怡 三等奖 TD1002036 文 珂 二等奖

TD0514008 张睿珈 三等奖 TD1002037 董一诺 一等奖

TD0515001 刘昕瑶 二等奖 TD1002038 李悦晴 一等奖



TD0515002 王奕博 一等奖 TD1002039 高君娜 二等奖

TD0515003 曹馨予 二等奖 TD1002040 杨子昕 三等奖

TD0515004 谢静雅 二等奖 TD1002041 刘品言 二等奖

TD0515008 朱欣彤 二等奖 TD1002042 丁晨雅 一等奖

TD0601003 王璟莹 三等奖 TD1002043 程津津 二等奖

TD0601005 贾薄霄 三等奖 TD1002044 彭冠瑀 一等奖

TD0601009 王韵竹 三等奖 TD1002045 汪子皓 三等奖

TD0601011 刘昊鑫 一等奖 TD1002046 张艺馨 二等奖

TD0601012 刘致铭 一等奖 TD1002047 郭 嘉 一等奖

TD0601013 周子诺 三等奖 TD1002048 张茗涵 一等奖

TD0601014 陈姿旭 三等奖 TD1002049 郭禹竹 一等奖

TD0601016 吉宇鹏 三等奖 TD1002050 吴天皓 三等奖

TD0601017 穆禹澎 三等奖 TD1002051 石岳宸 二等奖

TD0601023 管盈润 三等奖 TD1002052 王宣皓 一等奖

TD0601028 王 潇 三等奖 TD1002054 王 艾 二等奖

TD0601029 曹冬翔 三等奖 TD1002056 赵一阳 二等奖

TD0601030 李欣霖 二等奖 TD1002057 孙浩铭 一等奖

TD0601086 纪馨月 二等奖 TD1002059 罗紫萱 一等奖

TD0602001 蒋艾芸 一等奖 TD1002060 于鲁一 二等奖

TD0602002 张家旗 二等奖 TD1002061 杨 琪 二等奖

TD0602003 贾雯贻 一等奖 TD1002062 姚思源 三等奖

TD0602004 孙嘉辰 一等奖 TD1002066 史裕杰 二等奖

TD0602005 李雨羲 一等奖 TD1002068 李柏毅 二等奖

TD0602006 杨雨辰 一等奖 TD1002071 杨雨鑫 三等奖

TD0602008 赵新宜 一等奖 TD1002072 庞水辛 一等奖

TD0602009 孟祎伟 一等奖 TD1002073 王子冠 三等奖

TD0602010 李浛梦 一等奖 TD1002074 王思雨 一等奖

TD0602011 邓 博 一等奖 TD1002076 郭函州 一等奖

TD0602012 徐睿阳 一等奖 TD1002080 孙雨阳 一等奖

TD0602014 田笑瑜 一等奖 TD1002082 董子涵 二等奖

TD0602015 张莹佳 一等奖 TD1002083 司珈千 三等奖

TD0603002 赵东铄 二等奖 TD1002084 吕鑫田 三等奖

TD0603011 崔锦雯 三等奖 TD1002085 郭静瑾 三等奖

TD0603020 穆子童 一等奖 TD1002086 张桓文 三等奖

TD0604003 杨珺宁 一等奖 TD1002087 张竞予 二等奖

TD0604004 杨子涵 二等奖 TD1002089 宋子聪 一等奖

TD0604011 王馨悦 二等奖 TD1002090 史子铭 二等奖

TD0604014 高铭屿 二等奖 TD1002093 刘奕奇 一等奖

TD0604017 徐雨欣 三等奖 TD1002095 赵婧恺 三等奖



TD0604018 黄希宇 三等奖 TD1002096 姜沣峻 三等奖

TD0604020 张馨嫒 三等奖 TD1003002 林小然 一等奖

TD0604024 王宁煊 三等奖 TD1006001 吴思贤 一等奖

TD0604025 高铭屿 三等奖 TD1006002 毛润露 一等奖

TD0604029 边圣雅 三等奖 TD1006003 周子健 二等奖

TD0604030 巨闫格 三等奖 TD1006004 王铭阳 一等奖

TD0604031 潘虹宇 一等奖 TD1030003 魏诗桐 一等奖

TD0604039 芦嘉怡 一等奖 TD1101001 张紫凝 一等奖

TD0605002 高 雅 一等奖 TD1101002 贾子恒 三等奖

TD0605003 朱泽林 二等奖 TD1101003 郝博闻 一等奖

TD0605004 何佳怡 一等奖 TD1101004 张钰昊 三等奖

TD0605005 周鑫远 一等奖 TD1101005 韩相蕊 三等奖

TD0605006 刘云朗 一等奖 TD1101006 龚宇洁 一等奖

TD0605007 李冠宏 二等奖 TD1101007 马忱文心 二等奖

TD0605010 车朗童 二等奖 TD1101010 赵韵晗 二等奖

TD0605013 姜 潞 二等奖 TD1101012 刘秋畅 三等奖

TD0605016 刘晓儒 二等奖 TD1101013 李士畦 三等奖

TD0605017 黄馨田 一等奖 TD1101014 刘宁绰 二等奖

TD0605020 时庆瑶 三等奖 TD1101015 穆培文 三等奖

TD0605021 蔡雨涵 一等奖 TD1101016 高东祺 三等奖

TD0605022 肖 哲 一等奖 TD1101017 蒋一鸣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