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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LCGX0006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张之扬 江岸区沈阳路小学 杨杰 一等奖

16WLCGX000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展硕 一机二小 赵志军 一等奖

16WLCGX0014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小学组 顾振德 灌云县东王集中心小学 封宝功 一等奖

16WLCGX0017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季钦 南京市科利华小学 孙颖燕 一等奖

16WLCGX004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邵锐卿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孙立 一等奖

16WLCGX003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张钦宇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黄静 一等奖

16WLCGX0034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张靖浛 铜山实验小学 郑娜 一等奖

16WLCGC0058 江苏省 泰州市 小学组 顾问 宜兴湖滨实验学校 潘建强 一等奖

16WLCGX0011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张乐凡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实验小学 韦国 一等奖

16WLCGX0025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陈子豪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钱敏高 二等奖

16WLCGX0005 河北省 邢台市 小学组 石芸溪 邢台市二十冶综合学校小学一分校 魏爱青 二等奖

16WLCGX00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王宇涵 青山区一机五小 薛伟华 二等奖

16WLCGX0008 江苏省 盐城市 小学组 郜子煜 盐城市实验小学 陈晓祥 二等奖

16WLCGX0013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小学组 丁昱丞 连云港师专一附小 姜磊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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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LCGX0010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罗康瑞 常州市邹区实验小学 杨旭成 二等奖

16WLCGX004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隽丞贝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孙立 二等奖

16WLCGX004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焦梓桓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胡燕 二等奖

16WLCGX0030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马文博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黄静 二等奖

16WLCGX004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梓颖 淄博市周村区正阳路小学 王冬 二等奖

16WLCGX0027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李媛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林锦阳 二等奖

16WLCGX004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凯瑞 沂源县中庄镇社庄完小 韩克刚 二等奖

16WLCGX0035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葛德中 新沂市新华小学 黄小磊 二等奖

16WLCGX0026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王若嘉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洪琦 二等奖

16WLCGX0028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范语涵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 俞丽薇 二等奖

16WLCGX0032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王逸晨 武汉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龙明 二等奖

16WLCGX0049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吴正程 武汉市育才可立小学 徐发 二等奖

16WLCGX00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珈晨 土右旗东胜街小学 宋业晖 三等奖

16WLCGX00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潘岳达 土右旗东胜街小学 宋业晖 三等奖

16WLCGX0015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小学组 周成功 新闸中心小学 陆欣烨 三等奖

16WLCGX0019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李璟豪 南京市东山小学 赵凯 三等奖

16WLCGX0024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孟鑫姚 江阴第三实验小学 祁小明 三等奖



16WLCGX0009 江苏省 盐城市 小学组 崔翊烽 盐城市实验小学 陈晓祥 三等奖

16WLCGX0020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孙逸凡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李海潮 三等奖

16WLCGX004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艺馨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 张亮 三等奖

16WLCGX0036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顾宇臣 新沂市新华小学 黄小磊 三等奖

16WLCGX0033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朱昱充 江岸区沈阳路小学 杨杰 三等奖

16WLCGX0039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肖雨诺 重庆市璧山实验小学校 江海鹰 三等奖

16WLCGX0038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董健和 徐州华顿国际学校 李周 三等奖

16WLCGX0037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胡庭硕 徐州市管道小学 权威 三等奖

16WLCGX0040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罗笑妍 重庆市荣昌区后西小学 彭芝玉 三等奖

16WLCGC0070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王一舟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董文莉 一等奖

16WLCGC0061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马俊晖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舒蔚霄 一等奖

16WLCGC0059 泰州市 泰州市 初中组 杭子尊 金坛华罗庚实验学校 史春晖 一等奖

16WLCGC007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赵雅萱 淄博柳泉中学 彭玮 一等奖

16WLCGC0057 江苏省 盐城市 初中组 宋悦 盐城市景山中学 乐军 二等奖

16WLCGC0051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蒋政桦 包头市青少年发展中心 曹鹏宇 二等奖

16WLCGC0053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张瑀桐 包钢三中 李英玮 二等奖

16WLCGC0054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达尔瀚 包钢三中 李素华 二等奖



16WLCGC005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巩泽炜 包钢三中 李素华 二等奖

16WLCGC0063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吴朱昊炀 江阴市华士实验中学 朱志国 二等奖

16WLCGC0072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谭汉伟 云阳县养鹿初级中学 向革民 二等奖

16WLCGC0071 江北区 江北区 初中组 胡艺峰 重庆市载英中学 陈令舟 二等奖

16WLCGC0068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孙力 徐州市第三十二中学 赵树挺 二等奖

16WLCGC007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杨博文 张店九中 辛红 二等奖

16WLCGC0834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蔡艺媛 吴家山三中 张庆 二等奖

16WLCGC007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耿一迪 淄博柳泉中学 彭玮 二等奖

16WLCGC0066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董翔宇 徐州市铜山区清华中学 余书海 二等奖

16WLCGC0052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张亦弛 包钢三中 李素华 三等奖

16WLCGC0062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华欣雨 无锡市梅里中学 王峰君 三等奖

16WLCGC0064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夏铭宸 无锡市梅里中学 王峰君 三等奖

16WLCGC0073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吴宇森 云阳县养鹿初级中学 陈本阳 三等奖

16WLCGC0835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陈嘉诺 吴家山三中 钱艳琴 三等奖

16WLCGC0065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陈兆杰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 陶卢华 三等奖

16WLCGC0067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孙浚博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韩亚东 三等奖

16WLCGC007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彭云龙 沂源县大张庄中学 熊自伟 三等奖



16WLCGC007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于志凯 沂源县大张庄中学 熊自伟 三等奖

16WLCGG009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唐寅洲 淄博实验中学 一等奖

16WLCGG0083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王烨栋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胡锡东 一等奖

16WLCGG0087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支淳恺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余烨 一等奖

16WLCGG0091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黄斌 重庆市璧山来凤中学校 肖勇 一等奖

16WLCGG0097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徐鹏飞 淄博市临淄中学 马良 二等奖

16WLCGG0095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岳成宇 淄博市临淄中学 鲁琦 二等奖

16WLCGG0098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吕英绮 淄博市临淄中学 鲁琦 二等奖

16WLCGG0085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李乐坚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王芒芒 二等奖

16WLCGG0088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杨天佑 徐州高级中学 兰颖 二等奖

16WLCGG0082 山东省 济宁市 高中组 杨恒睿 济宁市第一中学 罗磊 三等奖

16WLCGG0090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林河子 徐州三十五中 刘清华 三等奖

16WLCGG0086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王葆清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余烨 三等奖

16WLCGG0089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党晨 徐州三十五中 刘清华 三等奖

16WLCGG0079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秦梓轩 包头机械工业职业学校 于梦颖 三等奖

16WLCGG0084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黄诗桓 无锡市洛社高级中学 侯春妹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