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编号 组委会 市 参赛组别 选手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奖项

16WLCX00139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秦子凌 周煊雅 宜兴新芳小学 杨剑 一等奖

16WLCX00045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小学组 房文轩 李薇 连云港市大庆路小学 孙月梁 一等奖

16WLC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郭梦阳 武瑞霖 一机二小 赵志军 一等奖

16WLCX00046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小学组 潘宇欣 孙逸轩 连云港市大庆路小学 王建华 一等奖

16WLCX0032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段怡然 王翌诺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孙立 一等奖

16WLCX00141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马靖卓 郑逸凡 宜兴陶都小学 朱壬玺 一等奖

16WLCX00330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胡维森 李锦豪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张宗信 一等奖

16WLCX00129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柳佳炀 詹修鑫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南京

市雨花外国语小学花神庙分校
陈敦敏 一等奖

16WLC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凯杰  周桐 钢三小 周聪慧 二等奖

16WLCX00076 大庆市 大庆市 小学组 孔笑儒 邵文遨 大庆市万宝学校 王淑凤 二等奖

16WLC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全博雅 徐峥 九原区哈林格尔中心校 张涛 二等奖

16WLCX00300 江苏省 无锡市 小学组 王梓钰 徐璞瑜 东亭实验小学 唐瑞 二等奖

16WLCX00075 大庆市 大庆市 小学组 靳骁 林子睿 大庆市万宝学校 李世勇 二等奖

16WLCX00042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吴佩凝 夏嘉瑞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奥林小学 周微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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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WLCX00155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李诗琦 万诗娇 常州市邹区实验小学 杨旭成 二等奖

16WLCX00153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胡永乐 靳墨扬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实验小学 韦国 二等奖

16WLCX00140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秦煜珩 张淼 宜兴新芳小学 王小洁 二等奖

16WLCX00142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徐颢宸 叶赵少杰 江阴青阳实验小学 黄强 二等奖

16WLCX0032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隽丞希 王鹏菲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孙红 二等奖

16WLCX00128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张予潇 李墨凝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王蕾 二等奖

16WLCX0032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紫萱 赵馨蕊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胡燕 二等奖

16WLCX00303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郭奕铭 钱烨 宜兴市实验小学 郑明 二等奖

16WLCX00082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刘子恒 潘乐琰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宋晓光 二等奖

16WLCX0032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平云松 赵文彬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小学 焦贝 二等奖

16WLCX00008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许金奥  张奥博 新沂市新华小学 陈峰 二等奖

16WLCX00309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侯博文  沙宇康 新沂市新华小学 陈峰 二等奖

16WLCX00007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程湛博 杨玉轩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实验小学 郑娜 二等奖

16WLCX00127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梁家康 邵珈梁 江岸区沈阳路小学 杨杰 王杰 二等奖

16WLCX0032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胡洋溯 石翔宇 重庆市万州区红光小学 李友 二等奖

16WLCX00838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徐家威 吴康丞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张唯 二等奖

16WLCX00083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徐浚杰 张   涵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张立 二等奖



16WLCX00106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徐彬然 钟韩洋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 张淋波 二等奖

16WLCX00130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丁海酌 徐宋乐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姜琪 二等奖

16WLCX00310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韩洪宇 黄云祥 武汉经济开发区奥林小学 谭端霞 二等奖

16WLCX00077 大庆市 大庆市 小学组 冷云潇 刘建群 大庆市万宝学校
韩博雅 祝

凤财
三等奖

16WLCX00152 江苏省 盐城市 小学组 金春鸣 姚源 盐城市实验小学 陈晓祥 三等奖

16WLCX00154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焦佳忆 颜钰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实验小学 韦国 三等奖

16WLC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王贺玄  刘诗渊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史鑫凯 三等奖

16WLCX00044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邓浩林 刘家佑 武汉外校美加分校 贾凡夫 三等奖

16WLCX00043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刘桐 王仲岩 三道街小学 胡峰 三等奖

16WLCX00103 吉林省 延吉市 小学组 池威霖 韩硕 延吉市新兴小学 延吉市北山小学 安绚姬 三等奖

16WLCX00104 吉林省 延吉市 小学组 朴智明 秦立业 延吉市中央小学 延吉市北山小学 高一永 三等奖

16WLCX0032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宇彤 田欣宜 淄博市周村区正阳路小学 王冬 三等奖

16WLCX00320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王渝皓 纪天恩 青岛寿光路小学 邢妮妮 三等奖

16WLCX00105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都芊媛 李拯驹 重庆市荣昌区后西小学 陈勇 三等奖

16WLCX00322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李睿朗 王玺哲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孟春宇 三等奖

16WLCX00319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仇志睿 李金朋 青岛寿光路小学 邢妮妮 三等奖

16WLCX00321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潘振胜 宋宇征 崂山区汉河小学 胡保峰 三等奖



16WLCX00318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刘闫如玉 辛卓远 山东省平度实验小学 高峰 三等奖

16WLCX00317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戚洋 张奕丁 青岛寿光路小学 邢妮妮 三等奖

16WLCX00009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李政航  杨知临 新沂市新华小学 陈峰 三等奖

16WLCX00085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方亦飞 肖裕嘉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邱絮濛 三等奖

16WLCX00107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胡栩彬 胡宴彬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 张淋波 三等奖

16WLCC00144 泰州市 泰州市 初中组 季锦涵 邱智超 江阴周庄中学 别立明 一等奖

16WLCC00159 江苏省 盐城市 初中组 陆昊 严鑫 盐城市景山中学 李婷 一等奖

16WLCC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陈卓 吕治岑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张晓琦 一等奖

16WLCC0006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董帅成 鹿心怡 淄博柳泉中学 彭玮 一等奖

16WLCC00014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孙晨语 朱俊宇 新沂市第一中学 袁福营 一等奖

16WLCC0006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奕辰 王德瀚 淄博市张店区第九中学 牛玲玲 一等奖

16WLCC00157 江苏省 苏州市 初中组 戴雨然 赵瑞通 苏州国际外语学校 叶良中 二等奖

16WLCC00158 江苏省 盐城市 初中组 高佳琪 虞子杰 盐城市景山中学 俞洪帜 二等奖

16WLCC00080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王郑嵘 杨乐园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刘东梅 二等奖

16WLCC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王辉 王嘉豪 包八中 方伟杰 二等奖

16WLCC00307 泰州市 泰州市 初中组 白亦斐 孟子健 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倪尔会 二等奖

16WLCC00146 泰州市 泰州市 初中组 唐嘉禾 殷俪文 金坛华罗庚实验学校 史春晖 二等奖



16WLCC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肖圣杰  贾若寒 包八中 方伟杰 二等奖

16WLCC00078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陈兮远 张旭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 陶卢华 二等奖

16WLCC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安嘉祥 刘博 包头市蒙古族中学 刘璐 二等奖

16WLCC00308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蒋尤睿 刘承博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喻继鑫 二等奖

16WLCC00081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强劲涛 施暖玉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王莉璠 二等奖

16WLCC00304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杨增 张宇航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杨贤 二等奖

16WLCC00833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温家瑞 陈文吉 吴家山三中 蔡俊伟 二等奖

16WLCC00109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刘嘉慧 周治刚 重庆市钢城实验学校 闫晓丽 二等奖

16WLCC00837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李宇恒 任静怡 吴家山三中 谌慧琳 二等奖

16WLCC0006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程子怡 马欣然 淄博柳泉中学 彭玮 二等奖

16WLCC0033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成泓朴 张瀚文 淄博柳泉中学 彭玮 二等奖

16WLCC00834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陈天琦 杨溪清 吴家山三中 余芬 二等奖

16WLCC00314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官睿 王艺佳 平度市东阁街道杭州路中学 陶彦均 三等奖

16WLCC00311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刘佳林 杨子涵 平度市东阁街道杭州路中学 陶彦均 三等奖

16WLCC00313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李佳永 苗稼浩 青岛平度市实验中学 李斌 三等奖

16WLCC00301 江苏省 苏州市 初中组 徐肖阳 张新宇 南长实验中学 刘东梅 三等奖

16WLCC00079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蒯振强 吴智宇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 陶卢华 三等奖



16WLCC00312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姜子健 王秭懿 青岛平度市实验中学 郑吉祥 三等奖

16WLCC00156 江苏省 苏州市 初中组 华智勇 马若然 苏州国际外语学校 叶良中 三等奖

16WLCC00016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姜琳峰  张一帆 徐州市第三十二中学 赵树挺 三等奖

16WLCC00017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陈冲 郁柏函 新沂市阿湖中学 张慧英 三等奖

16WLCC00835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马战宇 罗恺亮 吴家山三中 张庆 三等奖

16WLCC00836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张梓莹 刘四方 吴家山三中 张庆 三等奖

16WLCC00108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夏康龄 肖金 重庆市钢城实验学校 闫晓丽 三等奖

16WLCC00110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刘渝东 魏劲 云阳县养鹿初级中学 陈本阳 三等奖

16WLCC0033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丁晓倩 张文续 沂源县西里中学 王士俊 三等奖

16WLCG00305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王筱菊 徐梦瑶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胡晓军 一等奖

16WLCG00087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苏羿玮 许恺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王芒芒 一等奖

16WLCG0033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陈心圆 李兰馨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刘月臣 一等奖

16WLCG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庞雅俊 樊龙凤 包头市机械工业职业学校 于梦颖 一等奖

16WLCG00089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黄昕锐 王建麒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琪 二等奖

16WLCG00021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高婷 师钲凯
江苏省丰县欢口中学 江苏省丰县民族

中学
刘洁 二等奖

16WLCG00302 江苏省 苏州市 高中组 卢彦昀 邱森鹏 锡山高级中学 胡晓军 二等奖

16WLCG0041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李文韬 王培炎 土右旗民族第一中学 崔风超 二等奖



16WLCG00088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陈辰 黄柯淼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胡晓军 二等奖

16WLCG00022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段超伟 廖一凡 徐州市九里中学 杜尚群 二等奖

16WLCG00334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王慎之 朱绍彰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刘月臣 二等奖

16WLCG00112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谢正锐 殷瑞宏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彭毅 二等奖

16WLCG00113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贺滔 赵佳俊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彭毅 二等奖

16WLCG00023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王子楚 赵宇恒 徐州市九里中学 杜尚群 二等奖

16WLCG00411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段文韬 梁雅娜 土右旗民族第一中学 杨喜军 三等奖

16WLCG00137 山东省 烟台市 高中组 储伯洋 张逸尘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 王江华 三等奖

16WLCG00138 山东省 烟台市 高中组 孙玮 朱一铭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 张居彦 三等奖

16WLCG00136 山东省 烟台市 高中组 王伯昊 张恒援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 王心妍 三等奖

16WLCG00086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陈铭 俞磊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余烨 三等奖

16WLCG00335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李苏洋 王绍澎 淄博市临淄中学 鲁琦 三等奖

16WLCG00338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李成林 刘宸恺 淄博市临淄中学 于丽娜 三等奖

16WLCG00024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侯智杰 夏胜宏 徐州三十五中 马庆 三等奖

16WLCG00111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岑紫豪 肖俊峰 重庆市璧山来凤中学校 肖勇 三等奖

16WLCG00337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于世红 张瑗欣 淄博实验中学 颜丽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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