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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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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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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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0101001 王艺璇 三等奖 TX0606037 陈艺菲 三等奖

TX0101003 刘泋含 三等奖 TX0606038 郭梓涵 二等奖

TX0101012 郭嘉豪 二等奖 TX0606039 李木子 三等奖

TX0101021 侯奕杉 一等奖 TX0606040 周林依阳 二等奖

TX0101022 李沛杰 一等奖 TX0606041 孙锐思 三等奖

TX0101024 廉长昊 三等奖 TX0606044 曹鸣芯 二等奖

TX0101025 万心雨 二等奖 TX0606045 王艺博 一等奖

TX0101032 张睿皓 三等奖 TX0606046 王彦喆 三等奖

TX0101039 黄雨桐 一等奖 TX0606047 刘锐鑫 二等奖

TX0101043 刘钟阳 二等奖 TX0606049 薛勃然 二等奖

TX0101046 杜小懿 三等奖 TX0606050 夏耀阳 一等奖

TX0101047 李易蔓 三等奖 TX0606051 朴景熙 三等奖

TX0101048 鲍冠蓉 三等奖 TX0606052 龚靖雯 二等奖

TX0101049 王岳琳 二等奖 TX0606054 蒋 睿 二等奖

TX0101061 郑钰凡 一等奖 TX0606055 邓佳怡 三等奖

TX0101066 陈佳炜 二等奖 TX0606056 王岱林 一等奖

TX0101074 褚宇晗 一等奖 TX0606057 李琦 三等奖

TX0101075 赵 航 一等奖 TX0606058 张子航 二等奖

TX0101077 马艺珈 一等奖 TX0606060 孟祥博 三等奖

TX0101078 赵浚涵 一等奖 TX0606061 杨可莉 二等奖

TX0101079 李丫芽 三等奖 TX0606062 刘勃宇 一等奖

TX0101082 黄天心 一等奖 TX0606063 尤雨铭 二等奖

TX0101083 王泓苏 一等奖 TX0606067 徐敬轩 二等奖

TX0101084 强媞媞 一等奖 TX0606069 李坤举 二等奖

TX0101085 崔可歆 二等奖 TX0606071 邓鑫宇 二等奖

TX0101091 朱怡旭 一等奖 TX0606072 周俊延 一等奖

TX0101092 王佳卉 二等奖 TX0606075 韩雨桐 二等奖

TX0102001 王逸轩 一等奖 TX0606076 李懿菲 二等奖

TX0102002 刘英汉 一等奖 TX0606077 张 慧 二等奖

TX0103001 钱美旭 一等奖 TX0606079 王程熹 二等奖

TX0103002 于佳子誉 一等奖 TX0606080 尤馨艺 二等奖

TX0104001 高新皓 一等奖 TX0606082 赵航立 一等奖



TX0105001 杨钧淞 二等奖 TX0606084 王栖桐 三等奖

TX0105002 罗正昊 一等奖 TX0606085 陈 祥 二等奖

TX0105003 韩翔宇 一等奖 TX0606086 董浩宇 二等奖

TX0107001 周 政 二等奖 TX0606087 吕星然 三等奖

TX0108001 佟雨桦 一等奖 TX0606089 刘静怡 二等奖

TX0201001 于超然 三等奖 TX0606090 郭洺菲 二等奖

TX0202001 彭振南 一等奖 TX0606091 张鑫悦 二等奖

TX0203001 李卓然 一等奖 TX0606092 王睿祺 三等奖

TX0301032 齐珺祎 一等奖 TX0606093 孙祎阳 二等奖

TX0301033 池美晶 一等奖 TX0607002 刘子豪 三等奖

TX0301035 王艺霏 一等奖 TX0607005 王一雯 二等奖

TX0301036 李思瑶 一等奖 TX0607008 王一鸣 三等奖

TX0301037 韩雨润 一等奖 TX0607009 朱浩男 二等奖

TX0301039 杨沛钢 一等奖 TX0607014 张圣悠 二等奖

TX0302001 张芸溪 二等奖 TX0607015 曹乐然 三等奖

TX0302003 卢思默 一等奖 TX0607017 王芊雅 二等奖

TX0302004 张彦平 一等奖 TX0607018 曹圆圆 一等奖

TX0302005 林 雯 一等奖 TX0607019 史笑天 一等奖

TX0303002 朴 谦 二等奖 TX0607024 李宛阳 二等奖

TX0303003 李抒律 三等奖 TX0607025 王柯心 一等奖

TX0303004 任欣语 二等奖 TX0607026 吕心怡 二等奖

TX0303005 文振熊 二等奖 TX0607028 陈益铭 二等奖

TX0303009 令思妍 二等奖 TX0607031 刘依辰 二等奖

TX0303010 赵辰瑀 二等奖 TX0607032 张源格 二等奖

TX0303032 孙贤宇 二等奖 TX0607034 任 好 二等奖

TX0303036 李晨璐 二等奖 TX0607041 石佳奡 二等奖

TX0303063 杨千慧 二等奖 TX0607052 王霄鹏 一等奖

TX0303068 刘清源 二等奖 TX0608001 穆静雯 二等奖

TX0303087 运周才 二等奖 TX0608024 董祖贤 三等奖

TX0303091 武雯新 一等奖 TX0610004 张梦桐 二等奖

TX0303094 孙赫遥 一等奖 TX0610011 杨子辉 三等奖

TX0303097 贾思雨 三等奖 TX0610017 张林轩 二等奖

TX0303098 彭思惟 一等奖 TX0610027 赵 妤 一等奖

TX0303103 包一涵 三等奖 TX0610031 海明达 二等奖

TX0303104 窦欣怡 二等奖 TX0611005 陶思文 二等奖

TX0303105 赵士园 三等奖 TX0611007 张煜博 三等奖

TX0303107 刘天一 二等奖 TX0611008 张俊博 三等奖

TX0303108 陈博文 二等奖 TX0611010 刘欣冉 三等奖

TX0303109 田园青青 二等奖 TX0611012 陈诗翰 三等奖



TX0303118 张歆梓 三等奖 TX0612005 李国杰 三等奖

TX0303123 范嘉林 二等奖 TX0612010 于 爽 二等奖

TX0303132 周韦晨 一等奖 TX0612013 刘有强 一等奖

TX0303134 张盛清 二等奖 TX0612015 李金阳 三等奖

TX0303138 吴思雨 二等奖 TX0612019 黄雨萍 二等奖

TX0303139 脱颖兰 二等奖 TX0612020 贾甜甜 二等奖

TX0303144 贾 硕 三等奖 TX0612022 于静雯 三等奖

TX0303147 郅 远 三等奖 TX0612023 付晗钰 一等奖

TX0304001 蒋锦薇 二等奖 TX0612024 许婧雯 二等奖

TX0304002 刘安宁 二等奖 TX0612026 管子晴 二等奖

TX0304006 杨 蕊 二等奖 TX0612027 董淑元 二等奖

TX0304007 王星宇 二等奖 TX0613010 李泓霖 三等奖

TX0304008 孙 雷 一等奖 TX0613012 赵姝宇 二等奖

TX0304011 刘梓轩 二等奖 TX0613015 穆敬格 三等奖

TX0304012 朱绘潼 二等奖 TX0614022 张芊睿 三等奖

TX0304013 杨松沅 二等奖 TX0614023 王晓慧 二等奖

TX0304014 庞贻丹 二等奖 TX0615011 柴子桓 一等奖

TX0304015 刘静妍 二等奖 TX0615013 王酉正 三等奖

TX0304017 林彧瑶 三等奖 TX0615016 王怡然 二等奖

TX0304018 郭俊阳 二等奖 TX0616006 王沫然 二等奖

TX0304020 唐怡然 三等奖 TX0616010 孙世源 二等奖

TX0304022 闫子健 二等奖 TX0617001 韩彦博 二等奖

TX0306001 韩蕊琳 一等奖 TX0618003 张 硕 三等奖

TX0307001 于雅璇 一等奖 TX0618004 王一如 三等奖

TX0307002 孙雨桐 一等奖 TX0618005 王 雪 三等奖

TX0307003 李至柔 一等奖 TX0618006 龚怡 二等奖

TX0308001 王佳仪 二等奖 TX0618007 马莉湘 三等奖

TX0308002 王国懿 一等奖 TX0618009 董懿萱 三等奖

TX0308003 徐浩轩 三等奖 TX0618015 韩禹涵 二等奖

TX0308004 苏政烁 一等奖 TX0618016 王欣宇 二等奖

TX0312008 刘思彤 二等奖 TX0701005 高思远 一等奖

TX0401003 邢栩硕 二等奖 TX0701011 左昕田 二等奖

TX0401011 李 卓 三等奖 TX0702005 王鑫蕊 三等奖

TX0401039 许祎晨 二等奖 TX0702006 史慧文 二等奖

TX0402008 彭馨怡 三等奖 TX0702021 杜静怡 三等奖

TX0402015 贾晓丹 三等奖 TX0703001 潘丽君 三等奖

TX0402020 徐子涵 一等奖 TX0703003 王雅晗 三等奖

TX0402030 彭 一 二等奖 TX0703004 李淑雪 三等奖

TX0402031 王梦晗 二等奖 TX0703006 杨云凤 三等奖



TX0402035 冯金炀 三等奖 TX0703011 张 倩 三等奖

TX0403005 宋禹辰 三等奖 TX0703020 郑贻奇 三等奖

TX0403006 刘拓鑫 三等奖 TX0703027 王 硕 二等奖

TX0403013 陈由之 二等奖 TX0703031 边琪暄 二等奖

TX0403014 李璐冰 一等奖 TX0703033 阎姝辰 三等奖

TX0404010 崔闵雯 三等奖 TX0704011 路惠强 三等奖

TX0404012 杨 淼 三等奖 TX0704013 屈玉伟 二等奖

TX0404013 李宇雯 三等奖 TX0704016 王莲喜 二等奖

TX0404016 赵瑞瑞 三等奖 TX0704035 路甜甜 三等奖

TX0404031 王元伯 三等奖 TX0704036 郭金淼 三等奖

TX0404032 于万晴 三等奖 TX0704038 石睿 三等奖

TX0404043 李卫颖 二等奖 TX0705026 黄城晨 一等奖

TX0404044 丁博达 二等奖 TX0705033 杨 露 二等奖

TX0404045 高圣洁 二等奖 TX0706010 高悦涵 二等奖

TX0404046 陶文静 二等奖 TX0706016 张 瑾 二等奖

TX0404048 辛 甜 二等奖 TX0706019 周家宇 三等奖

TX0404050 刘雅祺 二等奖 TX0706021 刘蕙萱 三等奖

TX0404057 史洋洋 二等奖 TX0706022 李玉佳 二等奖

TX0404060 周 盼 二等奖 TX0706029 赵月盛 三等奖

TX0404063 白依兰 一等奖 TX0708001 张宇彤 三等奖

TX0404066 王若涵 二等奖 TX0708002 冯兆烨 二等奖

TX0405002 孙文月 三等奖 TX0708010 刘 泞 二等奖

TX0405004 贾 楠 三等奖 TX0708011 田 婧 三等奖

TX0405009 赵婧怡 二等奖 TX0708012 廉咏文 三等奖

TX0405012 宋博文 三等奖 TX0708016 张梓霖 一等奖

TX0405013 张喻雯 三等奖 TX0708022 杨 晨 三等奖

TX0405024 刘静瑶 三等奖 TX0708026 崔晴晴 三等奖

TX0405025 樵星维 二等奖 TX0708032 付依凡 三等奖

TX0405031 吕抒亚 二等奖 TX0708033 李鑫茹 三等奖

TX0405039 李之晗 二等奖 TX0708034 孙学卿 三等奖

TX0405041 吴怡霏 二等奖 TX0708042 陈 墨 三等奖

TX0405042 赵一然 三等奖 TX0708047 韩 彤 三等奖

TX0405044 李子婷 二等奖 TX0708048 张庆瑞 三等奖

TX0405046 赵元悦 一等奖 TX0708051 张一凡 二等奖

TX0405049 童 祥 一等奖 TX0708053 陈莉杰 三等奖

TX0405050 侯欣邑 二等奖 TX0708054 冯 曼 二等奖

TX0405051 顾攀攀 一等奖 TX0708058 王 涵 三等奖

TX0405053 王奕然 一等奖 TX0708060 高文欣 二等奖

TX0405060 苏梓川 一等奖 TX0708061 张珈铭 三等奖



TX0405061 宋月轩 二等奖 TX0708071 朱思羽 二等奖

TX0406003 乔鑫宇 三等奖 TX0709008 于一磊 三等奖

TX0406011 张馨予 二等奖 TX0709013 王珊珊 二等奖

TX0406013 郝 华 二等奖 TX0709015 阮雪晴 一等奖

TX0406021 黄 萱 二等奖 TX0709016 王俪颖 一等奖

TX0406022 吴凤瑞 二等奖 TX0709020 高晓琳 二等奖

TX0406023 石昊阳 一等奖 TX0709023 付佳秀 三等奖

TX0406029 张凯淳 二等奖 TX0709024 王粲宜 二等奖

TX0406034 李环宇 三等奖 TX0709034 王嘉鑫 三等奖

TX0406036 吴思怡 二等奖 TX0709038 周文政 三等奖

TX0406041 徐子轩 二等奖 TX0709039 毛文婧 三等奖

TX0406044 马瑞阳 二等奖 TX0710001 崔梓萌 二等奖

TX0406053 刘权毅 一等奖 TX0710002 周诗文 二等奖

TX0407001 郑舒文 二等奖 TX0710003 刘籽旋 二等奖

TX0407004 李震东 三等奖 TX0710012 汪 昱 二等奖

TX0407008 张晏恺 三等奖 TX0710018 林 虹 三等奖

TX0407010 姚丹妍 三等奖 TX0710021 邹新宇 一等奖

TX0407011 李知恒 二等奖 TX0710022 杜依历 三等奖

TX0407013 乔钰萱 三等奖 TX0710024 刘 蕊 三等奖

TX0407015 吴九思 三等奖 TX0710025 刘瑾潮 二等奖

TX0407018 魏春天 二等奖 TX0710026 张景嘉 二等奖

TX0407019 赵毅阳 二等奖 TX0710027 孙琪越 二等奖

TX0407020 郑 媛 二等奖 TX0710029 董梓杉 二等奖

TX0407027 何禹铭 一等奖 TX0710038 高嘉轩 三等奖

TX0407028 杜浩睿 一等奖 TX0710039 李欣忆 一等奖

TX0407030 王心悦 二等奖 TX0710041 牛诚琳 一等奖

TX0407031 杜沛瑶 三等奖 TX0710042 王子骄阳 一等奖

TX0407032 张博纯 一等奖 TX0710043 赵静怡 一等奖

TX0407034 宋耀伦 一等奖 TX0710044 唐悦桐 二等奖

TX0407035 李锦萱 二等奖 TX0716001 王家硕 三等奖

TX0407037 潘睿泽 三等奖 TX0716002 郭玥栾 三等奖

TX0407039 魏欣然 三等奖 TX0716007 庞树峰 三等奖

TX0407040 巩文畅 一等奖 TX0716010 韩晨曦 二等奖

TX0407042 李奕澄 二等奖 TX0717004 张桂粒 三等奖

TX0407044 王泽昊 三等奖 TX0717008 王 妍 二等奖

TX0407045 张琬清 二等奖 TX0717020 杨 洋 二等奖

TX0407047 邹子怡 三等奖 TX0717021 贾凤然 二等奖

TX0407054 郭美仪 二等奖 TX0717054 王佳琳 三等奖

TX0407055 刘博文 一等奖 TX0718004 毕梦茹 三等奖



TX0407056 马立原 三等奖 TX0719001 夏立欣 三等奖

TX0407057 张恩浩 二等奖 TX0719003 孙艺芮 三等奖

TX0407058 崔胜博 二等奖 TX0719005 邱天林 二等奖

TX0407060 于淞洋 二等奖 TX0719008 柳智茹 三等奖

TX0407061 侯北鸣 二等奖 TX0719009 徐一凯 三等奖

TX0407062 胥佳鸣 二等奖 TX0719010 孙婉晴 二等奖

TX0407064 金嘉轩 二等奖 TX0720012 张鑫冉 二等奖

TX0407068 宋思齐 二等奖 TX0720017 魏兰蕴 三等奖

TX0407069 高鸣洁 一等奖 TX0720018 张 蕾 二等奖

TX0407073 阎嘉益 三等奖 TX0720019 宋德玉 二等奖

TX0407074 李雨桐 二等奖 TX0721001 孙 靖 二等奖

TX0407075 张雨莟 二等奖 TX0721002 李淳栩 三等奖

TX0407076 党宇佳 一等奖 TX0721003 夏宏烨 二等奖

TX0407079 胡思羽 二等奖 TX0721004 张鑫宇 二等奖

TX0407080 张荧夏 三等奖 TX0722001 夏子欣 三等奖

TX0407082 张天济 二等奖 TX0723032 张其洛 一等奖

TX0407083 师鑫荣 二等奖 TX0725005 孙元瑞 三等奖

TX0407084 张宁玥 二等奖 TX0725014 冯圣杰 二等奖

TX0407088 宁书芮 二等奖 TX0726004 尚冉 三等奖

TX0407093 赵辰卓 二等奖 TX0726005 苏梦雅 三等奖

TX0407094 赵婉卓 二等奖 TX0726011 尚晓雪 三等奖

TX0407095 王 岚 二等奖 TX0726017 岳才莹 二等奖

TX0407096 王子薇 一等奖 TX0726022 高志杰 二等奖

TX0407098 杨雨姗 二等奖 TX0726026 范仲毅 三等奖

TX0407100 陈子伊 一等奖 TX0801006 高 露 二等奖

TX0407101 龚楚云 三等奖 TX0801008 刘 迪 三等奖

TX0408001 李佳柠 一等奖 TX0801009 罗昕冉 三等奖

TX0501006 薛心惟 二等奖 TX0801012 徐佳伟 三等奖

TX0501009 杨文仪 一等奖 TX0803001 刘嘉雯 三等奖

TX0501013 代冰冰 二等奖 TX0803002 李梓锐 三等奖

TX0501015 郭斯宇 二等奖 TX0803003 杨继浩 三等奖

TX0501016 杨文丹 二等奖 TX0803004 王歆怡 三等奖

TX0501031 王 珂 三等奖 TX0803005 白昊轩 三等奖

TX0501032 侯淞堰 二等奖 TX0803006 梁 星 三等奖

TX0501036 龚楷涵 二等奖 TX0803007 兰芳旭 三等奖

TX0501037 杨 湉 一等奖 TX0803008 高一琳 二等奖

TX0501038 孙雅琪 三等奖 TX0803009 刘翰儒 二等奖

TX0501042 陈月辰 三等奖 TX0803010 史芮嘉 三等奖

TX0501043 刘 睿 二等奖 TX0803012 苏培育 二等奖



TX0501045 郭逸郎 二等奖 TX0803013 苏 萌 二等奖

TX0502001 葛文婧 三等奖 TX0803014 宋景钊 二等奖

TX0502002 向语嫣 三等奖 TX0803015 王文宇 一等奖

TX0502005 戴立喆 三等奖 TX0803016 方晨 二等奖

TX0502006 张铭鑫 三等奖 TX0805002 姚璎育 一等奖

TX0502010 刘浩然 三等奖 TX0805003 穆嘉仪 三等奖

TX0502016 王雨桐 三等奖 TX0805004 王 斌 二等奖

TX0502017 王竞笛 三等奖 TX0806003 刘鑫梦 二等奖

TX0502018 刘斯涵 三等奖 TX0806007 朱嘉怡 三等奖

TX0502019 周 悦 二等奖 TX0806012 安同璐 三等奖

TX0502020 鹿颖慧 三等奖 TX0806013 杨佳轩 三等奖

TX0502021 柳祎涵 二等奖 TX0806019 史慧慧 三等奖

TX0502022 王振宇 二等奖 TX0806027 冷佳丽 三等奖

TX0502028 黄京京 一等奖 TX0806029 朱祉霖 三等奖

TX0503001 孟 然 三等奖 TX0806031 高万民 三等奖

TX0503002 何 倩 三等奖 TX0806032 熊咪婷 三等奖

TX0503003 舒 婷 三等奖 TX0806033 张津珲 三等奖

TX0503004 张子萱 二等奖 TX0806034 刘曦泽 三等奖

TX0503007 张 萌 三等奖 TX0806035 朱家源 三等奖

TX0504012 谭贺天 二等奖 TX0806036 孟令泰 二等奖

TX0504013 霍柳池 三等奖 TX0806037 曾鼎恒 三等奖

TX0504014 吴昭梦 三等奖 TX0807016 屈阳阳 三等奖

TX0504017 程瀚墨 二等奖 TX0807017 曹 妍 三等奖

TX0504020 刘笑彤 二等奖 TX0807018 孙佳怡 三等奖

TX0504023 蔡佳宸 二等奖 TX0808012 常会圆 二等奖

TX0504024 周亦君 三等奖 TX0809001 陆云辉 二等奖

TX0504025 赵宸罡 二等奖 TX0809002 关静雯 三等奖

TX0504026 焦 蓉 二等奖 TX0809003 胡芹菊 三等奖

TX0504027 王晓雅 二等奖 TX0809005 周 晴 三等奖

TX0504030 曹可欣 三等奖 TX0809006 王钰静 二等奖

TX0504031 周 菁 一等奖 TX0809013 熊敏翠 三等奖

TX0504033 姜佳琪 三等奖 TX0809014 卢玉立 三等奖

TX0504035 孙喜迅 二等奖 TX0809015 马子璇 二等奖

TX0504037 王丽娜 三等奖 TX0809016 张先赐 二等奖

TX0504039 辛佳锐 一等奖 TX0809017 梅晓雨 三等奖

TX0504041 刘静函 二等奖 TX0809018 彭小峻 二等奖

TX0505004 高子雯 三等奖 TX0810004 王 菲 三等奖

TX0505005 曹智涵 三等奖 TX0810006 麻城阳 一等奖

TX0505006 姬天一 二等奖 TX0811001 程梦缘 三等奖



TX0505007 高梦瑶 二等奖 TX0811003 王子蒙 三等奖

TX0505010 丁匀淇 二等奖 TX0811005 曹立顺 三等奖

TX0505013 王炳懿 二等奖 TX0811006 刘彩宏 三等奖

TX0505017 林思睿 二等奖 TX0811007 刘佳怡 三等奖

TX0505021 吴佳瑜 三等奖 TX0811009 张梦泽 三等奖

TX0505022 陆昭堃 三等奖 TX0811010 赵 璐 三等奖

TX0505023 秦佳易 二等奖 TX0811012 张思怡 二等奖

TX0505025 朱冠豪 二等奖 TX0811013 余子颖 三等奖

TX0505027 孙思佳 二等奖 TX0811014 吕晶晶 三等奖

TX0505028 王韵然 一等奖 TX0811015 贾 蕊 二等奖

TX0505029 施 政 二等奖 TX0811016 赵子涵 三等奖

TX0505030 王 瑜 三等奖 TX0811017 余悦冉 三等奖

TX0505031 王 瑀 二等奖 TX0811018 郭俊浩 三等奖

TX0505033 崔雅芃 三等奖 TX0811019 杨欣雨 三等奖

TX0505036 杨西敏 二等奖 TX0811020 刘 璇 三等奖

TX0505037 杨铭喆 三等奖 TX0811022 何欣欣 三等奖

TX0505038 朱梓宁 二等奖 TX0811023 吴镇宇 三等奖

TX0505051 关世鑫 三等奖 TX0811024 庞 旭 三等奖

TX0505056 李欣妍 二等奖 TX0811025 刘新雨 三等奖

TX0505057 支 一 二等奖 TX0811026 张煖柳 二等奖

TX0505058 孙松堃 二等奖 TX0811027 俞 涵 三等奖

TX0505060 宋佳萱 一等奖 TX0811030 边守萍 三等奖

TX0505067 李 珂 二等奖 TX0811031 李铭轩 三等奖

TX0505070 杨 帅 二等奖 TX0811032 赵玉洁 三等奖

TX0505072 裴铭汐 二等奖 TX0811034 赵昊然 三等奖

TX0506001 蒋元皓 二等奖 TX0811036 赵鑫磊 三等奖

TX0506005 张栢瑞 二等奖 TX0811037 宋乐乐 三等奖

TX0506007 赵子乾 三等奖 TX0811039 刘同轩 三等奖

TX0506008 徐梓捷 三等奖 TX0811041 吴 雨 二等奖

TX0506012 罗浩洋 三等奖 TX0811044 刘丽雅 二等奖

TX0506013 谭 玥 二等奖 TX0811045 盛禹烁 三等奖

TX0506014 丁美轩 三等奖 TX0811049 柴 睿 二等奖

TX0506015 戴婧怡 二等奖 TX0811050 张芸菲 二等奖

TX0506018 吴天杰 三等奖 TX0811051 边靖雅 三等奖

TX0506020 王兆津 三等奖 TX0811053 丁炜硕 二等奖

TX0506021 顾津宇 三等奖 TX0813004 赵婉婷 三等奖

TX0506022 宋佳钰 二等奖 TX0813005 张连梦 二等奖

TX0506023 刘一麟 一等奖 TX0813012 李冰冰 三等奖

TX0506026 林昕颖 二等奖 TX0813014 孟庆壹 三等奖



TX0506027 蒋丽婷 二等奖 TX0813015 王浩男 三等奖

TX0506028 刘晓雨 三等奖 TX0813019 李 婷 二等奖

TX0506029 刘嘉星 二等奖 TX0813020 邓心雨 一等奖

TX0506030 王欣怡 二等奖 TX0814004 朱子坤 二等奖

TX0506038 孙晓菲 三等奖 TX0814006 贾慧怡 三等奖

TX0506039 孙晓荟 三等奖 TX0814011 闫谱竹 三等奖

TX0506040 李晓晴 二等奖 TX0814024 聂虹翼 一等奖

TX0506041 闫靖轩 一等奖 TX0814033 刘 楠 三等奖

TX0507006 刘金萍 三等奖 TX0815001 韩雨晴 二等奖

TX0507009 米珈萱 三等奖 TX0815014 郭洪宇 三等奖

TX0507012 张馨予 三等奖 TX0815015 杨紫晴 三等奖

TX0507026 侯 磊 二等奖 TX0815016 林蔚然 二等奖

TX0507027 季宏博 三等奖 TX0815020 吴柏旭 三等奖

TX0507028 商宇彤 一等奖 TX0815022 尹 涵 三等奖

TX0508002 颜子铭 三等奖 TX0815025 王子轩 三等奖

TX0508005 王文炟 三等奖 TX0815027 董庭佚 三等奖

TX0508010 陈文珺 二等奖 TX0815032 赵奕棋 三等奖

TX0508017 陈先一 三等奖 TX0815045 常继斌 二等奖

TX0508018 刘晏宁 三等奖 TX0815050 任欣瑶 三等奖

TX0508019 邢朕玮 二等奖 TX0815052 王树堃 二等奖

TX0508020 杨昊彤 三等奖 TX0815053 夏锡鼎 三等奖

TX0508021 刘玉瑶 二等奖 TX0815054 赵小涵 三等奖

TX0508023 刘滨赫 二等奖 TX0815056 南智雯 三等奖

TX0508024 董懿緖 三等奖 TX0815061 王禹晴 三等奖

TX0508027 王璐瑶 三等奖 TX0815063 张梓睿 二等奖

TX0508028 杜 嵘 三等奖 TX0815064 吴奕樟 二等奖

TX0508029 韩悦滢 三等奖 TX0815071 赵广艺 三等奖

TX0508030 刘耀琪 一等奖 TX0815072 张睿熙 三等奖

TX0508031 卓境平 三等奖 TX0815077 王子琦 一等奖

TX0508032 常宇澄 二等奖 TX0815080 于永佳 一等奖

TX0508038 陈 辰 二等奖 TX0815084 宋昱萱 二等奖

TX0508039 李欣悦 二等奖 TX0815088 杨 哲 三等奖

TX0508045 于政原 二等奖 TX0815089 郭志韬 二等奖

TX0508046 袁曲怡人 三等奖 TX0815091 孙晨瑄 二等奖

TX0509001 刘芮含 三等奖 TX0815092 赵一鸣 二等奖

TX0509019 周锦程 一等奖 TX0815093 周纾羽 二等奖

TX0509022 魏子淇 二等奖 TX0815098 常天鑫 二等奖

TX0509024 刘 爽 三等奖 TX0815103 刘佳萌 三等奖

TX0509025 刘欣彤 二等奖 TX0815106 姚雪融 一等奖



TX0510002 于涛宁 三等奖 TX0815107 岳帅彤 三等奖

TX0510006 张露夕 二等奖 TX0815109 李静宜 三等奖

TX0510007 张 澜 二等奖 TX0815114 兰香溢 一等奖

TX0510011 张恺晨 二等奖 TX0815122 龚歆然 三等奖

TX0510012 张 杨 三等奖 TX0815124 马茹馨 三等奖

TX0510013 侯百灵 二等奖 TX0815127 吴雨桐 二等奖

TX0510014 卓雯婧 三等奖 TX0815136 张博婷 三等奖

TX0510016 张 雎 三等奖 TX0815143 马 宁 三等奖

TX0510018 张向东 三等奖 TX0815144 魏贺峥 二等奖

TX0510025 范佳牧 三等奖 TX0815145 陈艾佳 三等奖

TX0510027
琳赛卡斯

丹
一等奖 TX0815148 王子涵 二等奖

TX0510037 徐梦潞 三等奖 TX0815149 王季琪 三等奖

TX0510038 史文丽 一等奖 TX0815159 姚竟涵 二等奖

TX0511002 王悦悦 三等奖 TX0815160 刘泽琦 二等奖

TX0511004 张静宜 三等奖 TX0815162 周弋婷 一等奖

TX0511019 张倩怡 三等奖 TX0815165 齐永辉 二等奖

TX0512006 李卓远 三等奖 TX0815170 金奎利 二等奖

TX0512015 张 堃 二等奖 TX0815180 尹志强 二等奖

TX0512016 朱 贺 一等奖 TX0816001 马 乐 三等奖

TX0512018 邵良宇 三等奖 TX0816002 周允欣 二等奖

TX0512021 马晓彤 二等奖 TX0816003 单嘉玉 三等奖

TX0512026 王与同 一等奖 TX0816004 霍雯丽 二等奖

TX0512028 张宇君 二等奖 TX0816005 周馨怡 三等奖

TX0512029 张城轩 二等奖 TX0816006 张欣悦 三等奖

TX0512038 李一乐 三等奖 TX0816007 张 楠 二等奖

TX0512039 张舒景 二等奖 TX0816008 周美娟 三等奖

TX0512046 袁子惠 二等奖 TX0816009 祁文雨 三等奖

TX0512048 李正昊 一等奖 TX0816010 周兆伟 三等奖

TX0512052 王禹舜 二等奖 TX0816011 李燕涛 三等奖

TX0512055 韩若冰 三等奖 TX0816012 任晟萱 二等奖

TX0512056 张盛焜 二等奖 TX0816013 李民智 三等奖

TX0512059 孙智臻 三等奖 TX0817004 杨智涵 三等奖

TX0512063 李文岩 二等奖 TX0817006 郝双婷 二等奖

TX0513001 陈怡杉 三等奖 TX0817007 孔祥悦 三等奖

TX0513004 王一博 三等奖 TX0817009 宋明霞 三等奖

TX0513009 黄欣雨 三等奖 TX0817012 周 妍 二等奖

TX0513011 田雨瑶 二等奖 TX0817015 安志伟 二等奖

TX0514001 曾德健 二等奖 TX0817017 刘张嫚 二等奖



TX0514002 华子业 二等奖 TX0817018 赵 然 三等奖

TX0514007 侯钰洋 三等奖 TX0817019 杨昕妍 三等奖

TX0514010 彭宇程 二等奖 TX0819001 张傲雪 二等奖

TX0514016 马明泽 二等奖 TX0819003 王义文 三等奖

TX0514018 张斯潆 一等奖 TX0819004 韦 露 三等奖

TX0514040 张枫楠 三等奖 TX0819010 范子菡 二等奖

TX0514042 李雯昕 三等奖 TX0819011 张蕾蕾 三等奖

TX0515004 裘璐语 三等奖 TX0820002 董丽颖 三等奖

TX0515005 杜瑞萌 二等奖 TX0820003 赵 焓 一等奖

TX0515006 王佳冉 三等奖 TX0820004 李明宇 二等奖

TX0515007 王一丹 三等奖 TX0820008 王怡然 二等奖

TX0515008 李梦茹 三等奖 TX0820015 张昕瑶 二等奖

TX0515011 孟昭辰 三等奖 TX0820017 张恩涵 三等奖

TX0515014 连 辉 三等奖 TX0820018 王圣煜 三等奖

TX0515017 崔子欣 一等奖 TX0821001 孙义佳 三等奖

TX0515026 张书瑜 三等奖 TX0821003 陈 杨 二等奖

TX0515027 刘欣悦 三等奖 TX0821007 王亿星 三等奖

TX0515029 张馨月 三等奖 TX0821008 吴 桐 三等奖

TX0515033 季源廷 一等奖 TX0821009 聂欣怡 三等奖

TX0516012 方婧贤 一等奖 TX0821010 南栢亦 三等奖

TX0516016 严思博 二等奖 TX0821011 胡永雯 二等奖

TX0516024 苏忠旭 一等奖 TX0821012 崔晁玮 三等奖

TX0516026 朱奕诺 二等奖 TX0821013 任天意 三等奖

TX0516027 唐文浩 二等奖 TX0822006 宇 严 三等奖

TX0516030 侯晓芃 二等奖 TX0823007 王泽静 三等奖

TX0516035 石 昊 二等奖 TX0823008 尤 然 二等奖

TX0516040 陈慧欣 一等奖 TX0823009 许智凤 三等奖

TX0516046 宁若语 二等奖 TX0823013 王玉菲 三等奖

TX0516052 许怡然 二等奖 TX0823015 杨 爽 三等奖

TX0516055 姜懿桐 二等奖 TX0823016 曹芮嘉 二等奖

TX0516060 张淞岚 二等奖 TX0824007 殷可为 三等奖

TX0516061 张春雨 二等奖 TX0824013 刘婧萱 三等奖

TX0516062 王思雯 二等奖 TX0824014 蔡翔宇 二等奖

TX0516068 万一诺 一等奖 TX0824017 赵 艺 一等奖

TX0516069 王禹萱 二等奖 TX0824018 孔彦洁 三等奖

TX0516071 于子淇 二等奖 TX0824019 顾文彤 二等奖

TX0516073 刘殊合 一等奖 TX0824020 夏艺瑄 二等奖

TX0516075 宋思池 一等奖 TX0824022 郭瑾涵 三等奖

TX0516076 李佳潼 二等奖 TX0824024 王晓艺 三等奖



TX0516078 牟修蓓 二等奖 TX0824028 郭泽然 三等奖

TX0516079 刘博建 二等奖 TX0824029 张 蕾 三等奖

TX0516081 郑晶予 二等奖 TX0824030 王文瑶 二等奖

TX0516082 李欣睿 二等奖 TX0824031 郑艺雯 三等奖

TX0517006 张 鑫 三等奖 TX0824032 何毅淞 三等奖

TX0517015 周辰宣 一等奖 TX0824033 程素意 三等奖

TX0517017 孙爱迪 二等奖 TX0824039 唐祺潭 三等奖

TX0517021 杨松霖 一等奖 TX0824042 赵琪燃 三等奖

TX0518005 吴鸿基 三等奖 TX0824043 唐诗意 三等奖

TX0518006 李炜烨 二等奖 TX0824044 韦丹宇 三等奖

TX0518007 刘嘉睿 二等奖 TX0824047 宁晓宇 三等奖

TX0518009 杜 蕊 三等奖 TX0824052 邵茂文 三等奖

TX0518010 王馨逸 三等奖 TX0824053 孟美彤 二等奖

TX0518011 卢天宇 三等奖 TX0825002 赵一玮 三等奖

TX0518012 王思盈 三等奖 TX0825003 史雨萱 二等奖

TX0518013 李雨彤 三等奖 TX0825017 田竹裕 三等奖

TX0518015 吴泽芃 三等奖 TX0825019 李由游 三等奖

TX0518016 王艺霏 二等奖 TX0825041 刘曜郡 三等奖

TX0518017 牛睿怡 三等奖 TX0825042 许伊凡 二等奖

TX0518019 王雨涵 三等奖 TX0825047 白世和 三等奖

TX0518023 张鑫玥 三等奖 TX0825048 米 楠 二等奖

TX0519003 邢梓欣 一等奖 TX0825051 孟怡初 二等奖

TX0519008 王远炟 三等奖 TX0825056 朱婧萱 二等奖

TX0519009 孙 煜 一等奖 TX0825068 牛英楠 二等奖

TX0519010 何一凡 三等奖 TX0825080 辛星烨 三等奖

TX0519012 刘怡然 三等奖 TX0825092 李尚林 三等奖

TX0519013 王恩培 三等奖 TX0825116 吕新铭 二等奖

TX0519017 张峻珲 二等奖 TX0825129 霍姝羽 三等奖

TX0519019 刘岩峯 三等奖 TX0825146 刘思彤 二等奖

TX0519027 汤瑞玲 二等奖 TX0825147 杨海恒 二等奖

TX0519028 石彧劼 二等奖 TX0825150 于雅轩 二等奖

TX0519030 汪佳洁 一等奖 TX0825155 杨智远 二等奖

TX0519042 郭心悦 三等奖 TX0825160 于美函 三等奖

TX0519044 刘姝琦 二等奖 TX0826001 李 鑫 三等奖

TX0519046 王 泽 二等奖 TX0826003 刘子怡 二等奖

TX0519047 蒋秋仪 二等奖 TX0826004 崔晶晶 三等奖

TX0519048 张益祯 一等奖 TX0826005 陈美仪 一等奖

TX0519051 王姿予 一等奖 TX0826006 姜懿玮 二等奖

TX0519053 郝宇彤 二等奖 TX0826012 崔跃航 三等奖



TX0520012 徐 帆 三等奖 TX0826024 李鹏希 三等奖

TX0520017 敖芳菲 二等奖 TX0826026 边 雨 三等奖

TX0521001 王悦瀚 一等奖 TX0826027 张紫祎 三等奖

TX0521016 王溪溪 一等奖 TX0826029 闫忠怡 三等奖

TX0521017 刘春颖 二等奖 TX0826030 刘梓睿 二等奖

TX0521020 申芙宁 二等奖 TX0826031 杨 莹 三等奖

TX0521022 马晨曦 二等奖 TX0826032 栗雨欣 三等奖

TX0521026 马晨晖 二等奖 TX0826033 刘靖轩 三等奖

TX0521028 李书函 三等奖 TX0826034 华悦怡 二等奖

TX0521031 徐 畅 二等奖 TX0827001 张雅然 二等奖

TX0521037 张新懿 一等奖 TX0827005 李玙璠 三等奖

TX0521040 朱玺臻 一等奖 TX0827007 许诺言 二等奖

TX0521044 刘允峥 二等奖 TX0827016 刘佳琳 二等奖

TX0521051 李欣然 二等奖 TX0827018 赵语姗 三等奖

TX0521055 李美璇 三等奖 TX0827023 兰玺润 二等奖

TX0521058 章瑞轩 二等奖 TX0827025 姚昕玺 三等奖

TX0521061 韩博丞 一等奖 TX0827029 张钰洋 三等奖

TX0521062 王佳怡 三等奖 TX0827039 付坪乐 二等奖

TX0521065 赵梓伊 二等奖 TX0827043 张欣雨 一等奖

TX0521069 方一伊 二等奖 TX0827044 杜 蒙 三等奖

TX0521076 吕心怡 三等奖 TX0827050 张佳怡 三等奖

TX0521077 何梓雯 三等奖 TX0827063 刘嘉熹 二等奖

TX0521079 王迁睿 二等奖 TX0828001 杨瑞晨 二等奖

TX0521080 张梦婷 二等奖 TX0828004 孙伊美 二等奖

TX0521081 高艺丹 二等奖 TX0828009 郭津朋 二等奖

TX0601001 刘雨田 一等奖 TX0828013 李姿樾 三等奖

TX0601002 王煜嘉 一等奖 TX0828014 姜凯元 三等奖

TX0601003 李婧依 二等奖 TX0828020 于 锴 二等奖

TX0601006 吴宇轩 二等奖 TX0828025 何雅雯 一等奖

TX0601009 张采薇 二等奖 TX0828026 贾雨彤 二等奖

TX0601010 李昊聪 一等奖 TX0828027 李慕君 二等奖

TX0601011 周光硕 三等奖 TX0828028 王 旭 三等奖

TX0601012 李雨菲 二等奖 TX0828033 魏 强 二等奖

TX0601014 李卓洋 二等奖 TX0828034 王子怡 三等奖

TX0601018 徐昶华 一等奖 TX0828035 杨 伊 二等奖

TX0601019 王雨欣 二等奖 TX0828039 卢 山 一等奖

TX0601020 王馨乐 二等奖 TX0828041 刘佳蕾 三等奖

TX0601023 张雅涵 二等奖 TX0828043 赵雨晴 三等奖

TX0601024 王晨语 三等奖 TX0828044 申 奥 三等奖



TX0601025 唐祺泽 三等奖 TX0828062 李依枞 三等奖

TX0601025 李 晴 二等奖 TX0828064 寇雅欣 三等奖

TX0601026 马曦悦 二等奖 TX0828071 韩佳梦 三等奖

TX0601028 吴琪然 二等奖 TX0828072 朱振佳 三等奖

TX0601029 李怡萌 二等奖 TX0828075 郑雪晴 三等奖

TX0601030 余 璐 二等奖 TX0828079 沈诗桐 三等奖

TX0601032 邵佳琳 一等奖 TX0828083 高 坤 二等奖

TX0601033 雒誉迪 三等奖 TX0902001 赵纪阳 一等奖

TX0601034 薛 健 二等奖 TX1001006 陈国达 一等奖

TX0601036 穆春羽 二等奖 TX1001015 邱嘉伊 三等奖

TX0601037 卢柏珅 二等奖 TX1001016 张晓婉 二等奖

TX0601038 付博睿 三等奖 TX1001017 王圻安 一等奖

TX0601040 刘晏辰 二等奖 TX1001018 杨家暄 一等奖

TX0601043 刘博文 二等奖 TX1001020 张婉兰 二等奖

TX0601045 石佳宁 二等奖 TX1001021 陈文一 二等奖

TX0601047 张映彤 二等奖 TX1001022 李佳辰 二等奖

TX0601048 张梦雨 一等奖 TX1001023 李佳奇 三等奖

TX0601051 段语涵 二等奖 TX1001024 刘雅菡 三等奖

TX0601058 王萧雅 二等奖 TX1001025 秦 妍 二等奖

TX0601060 张天艾 二等奖 TX1001027 李彦萱 二等奖

TX0601061 魏荧廷 二等奖 TX1001029 李玉琪 三等奖

TX0601064 赵雪晴 三等奖 TX1001031 陈奕涵 一等奖

TX0601066 陈俊逸 二等奖 TX1001036 王瑀琛 三等奖

TX0601067 李帛函 一等奖 TX1001041 蔡予晨 三等奖

TX0601068 张周琳 一等奖 TX1001046 张栋嘉 二等奖

TX0601070 侯思明 二等奖 TX1001051 张澜棋 三等奖

TX0601071 鲁一鸣 一等奖 TX1001060 郑嘉铭 一等奖

TX0601076 刘明昊 二等奖 TX1001061 蔡 潜 一等奖

TX0601080 黄思宁 一等奖 TX1002003 王韵致 二等奖

TX0601081 张煜昕 二等奖 TX1002004 刘美彤 三等奖

TX0601082 黄乐童 一等奖 TX1002006 张鑫淼 三等奖

TX0601087 刘昊东 一等奖 TX1002007 刘何骏 二等奖

TX0602001 朱欣冉 一等奖 TX1002009 王逸致 三等奖

TX0602007 刘 悦 二等奖 TX1002011 马怡雪 三等奖

TX0602023 刘芮箐 二等奖 TX1002012 陶宸宇 二等奖

TX0602024 陈赟帆 三等奖 TX1002013 刘锦莉 二等奖

TX0602027 王英和 二等奖 TX1002015 陶宸琛 三等奖

TX0602030 栗誉甜 二等奖 TX1002016 吴浩杰 二等奖

TX0602031 郭益瑄 三等奖 TX1002017 杜绍泽 二等奖



TX0602032 赵孜璇 三等奖 TX1002021 谢佳桦 二等奖

TX0602058 穆可心 二等奖 TX1002026 李语如 二等奖

TX0602059 李骅卿 一等奖 TX1002027 王歆童 二等奖

TX0603002 李昌峻 二等奖 TX1002029 罗田甜 一等奖

TX0603008 甄馨蕊 二等奖 TX1002031 郗浛君 二等奖

TX0603009 刘登宇 三等奖 TX1002032 段皓博 一等奖

TX0603018 龚怡可 二等奖 TX1002033 一如格乐 三等奖

TX0603019 李彦楠 二等奖 TX1002034 薛玉成 二等奖

TX0603021 王泽萱 二等奖 TX1002035 霍艺璇 二等奖

TX0604003 张芮瑞 二等奖 TX1002036 李博昂 二等奖

TX0604004 孙可昕 二等奖 TX1002041 刘亦欣 二等奖

TX0604012 李梓杭 三等奖 TX1002042 高语泽 三等奖

TX0604024 穆博雅 二等奖 TX1002043 于晓溪 二等奖

TX0604027 王艺蓉 二等奖 TX1002044 陶奕洋 三等奖

TX0604030 王思博 三等奖 TX1002047 冷俊飞 三等奖

TX0604038 杨恋琪 三等奖 TX1002049 张润泽 三等奖

TX0604040 杜芮萱 一等奖 TX1002052 邓舒蕊 三等奖

TX0604042 刘濬豪 二等奖 TX1002068 闫宝月 三等奖

TX0605006 王宇彤 二等奖 TX1002073 山 琳 二等奖

TX0605008 甘国彰 二等奖 TX1002074 袁紫一 二等奖

TX0605012 张胜钧 三等奖 TX1003001 李濬錡 二等奖

TX0605013 李瀚阳 二等奖 TX1003002 张翰文 二等奖

TX0605021 邓恩浩 二等奖 TX1003003 史林弋 二等奖

TX0605022 聂子昊 二等奖 TX1003004 宋星昊 三等奖

TX0605024 刘泽凡 三等奖 TX1003005 刘施妤 二等奖

TX0605026 王 晴 三等奖 TX1003006 郑佳慧 二等奖

TX0605027 温 岚 二等奖 TX1003010 杨婧儀 二等奖

TX0605035 杨鹤翔 二等奖 TX1003011 刘雨昕 三等奖

TX0605039 张莘然 三等奖 TX1003013 汪睦涵 一等奖

TX0605040 胡雅楠 三等奖 TX1003014 于凯源 二等奖

TX0605045 黄语晗 二等奖 TX1003015 马闻聪 二等奖

TX0605048 田 钐 二等奖 TX1003016 鞠一喆 三等奖

TX0605049 张子默 二等奖 TX1003017 范若琳 三等奖

TX0605051 张笑然 二等奖 TX1003018 宫天浩 二等奖

TX0605052 张景然 一等奖 TX1003019 陈思竹 二等奖

TX0605053 周羿霖 一等奖 TX1004004 范云熙 二等奖

TX0605054 吕婧瑜 二等奖 TX1004007 赵思雨 三等奖

TX0605055 王欣然 一等奖 TX1005001 高超凡 一等奖

TX0605056 张许辉 二等奖 TX1005002 张宇欣 二等奖



TX0605060 贾 峥 一等奖 TX1005003 韩 瑞 一等奖

TX0605061 王岫钏 二等奖 TX1005007 周靖宇 二等奖

TX0605062 张博垚 一等奖 TX1005008 姜彦丞 二等奖

TX0605063 刘香谊 二等奖 TX1005009 宋芳雯 二等奖

TX0605065 梁宇湉 三等奖 TX1005011 杨珺晴 三等奖

TX0605066 张子瑞 二等奖 TX1007007 王文志 二等奖

TX0605070 孙天雅 二等奖 TX1007008 周子竣 一等奖

TX0605071 王若宁 一等奖 TX1007010 崔庆皓 二等奖

TX0605072 李心雨 二等奖 TX1007016 秦诗雯 二等奖

TX0605073 王予希 一等奖 TX1007030 田悦彤 二等奖

TX0605074 陈欣怡 二等奖 TX1007031 刘 阔 三等奖

TX0605075 毕申畅 二等奖 TX1007034 杨雪 二等奖

TX0605078 雷婷羽 一等奖 TX1008001 李晟恺 二等奖

TX0605079 王成乾 三等奖 TX1008002 卢璟怡 一等奖

TX0605080 熊翌萱 一等奖 TX1008003 李乐祥 二等奖

TX0605083 石轩宇 一等奖 TX1008005 贾思雨 二等奖

TX0605085 张天烁 二等奖 TX1008006 周子楠 一等奖

TX0605086 侯欣晔 二等奖 TX1008010 郭璐杉 二等奖

TX0605087 井姝然 三等奖 TX1008011 卫思卿 一等奖

TX0605088 季泽宇 二等奖 TX1008012 李羽婵 一等奖

TX0606002 任佳宁 一等奖 TX1008013 杨申一 二等奖

TX0606004 张承旺 二等奖 TX1008014 毕云鸿 二等奖

TX0606006 陈 茁 二等奖 TX1008016 张凯博 一等奖

TX0606007 王心远 三等奖 TX1008017 魏兰沣 一等奖

TX0606012 吴佳妍 二等奖 TX1009004 张艾琪 二等奖

TX0606018 刘添福 三等奖 TX1009005 钱雨宁 二等奖

TX0606020 曹家瑞 二等奖 TX1101004 左思桐 三等奖

TX0606022 张洪鸣 三等奖 TX1101014 马川惠 一等奖

TX0606025 张焕喆 一等奖 TX1101015 荆淼 三等奖

TX0606026 徐宝灿 一等奖 TX1101017 孙笑扬 二等奖

TX0606027 金顺顺 二等奖 TX1101019 刘子怡 二等奖

TX0606028 杨勃函 二等奖 TX1101020 彭元勍 三等奖

TX0606029 刁泽欣 二等奖 TX1101021 董佳鑫 二等奖

TX0606032 朱 悦 三等奖 TX1101025 宋晴 三等奖

TX0606033 郭彦彤 二等奖 TX1101026 韩玉 二等奖

TX0606034 周煜博 二等奖 TX1101028 李文影 二等奖

TX0606035 刘雨轩 一等奖 TX1102001 孙铭雨 二等奖

TX0606036 张佳伟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