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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XJX00016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韩子旭 刘宇乾 邯郸市南关小学 张处笑 一等奖

16BXJX00308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马睿 韩金辰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韩潇爽 一等奖

16BXJX00038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卢冠瑞 张聿剑 麒麟小学 陶源源 一等奖

16BXJX00050 浙江省 宁波市 小学组 高振翔 王裕凯 西店镇中心小学 陈淑华 一等奖

16BXJX00052 浙江省 宁波市 小学组 石屹威 孙康利 西店镇中心小学 石道波 一等奖

16BXJX00065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谭循 赵一鸿 重庆大学城人民小学校 马忠莉 一等奖

16BXJX00066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谢守源 周刘智航 重庆市沙坪坝区南开小学校 胡泳 一等奖

16BXJX00308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马睿 韩金辰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韩潇爽 一等奖

16BXJX00309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于沐阳 朱家仪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邵丹 一等奖

16BXJX00021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方子炎 刘梓轩 南京市东山小学 赵凯 二等奖

16BXJX00025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李海鹏 张天翼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牛云娜 二等奖

16BXJX00026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樊非凡 闻羚皓 二七区兴华街小学 李甲兴 二等奖

16BXJX00036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陈赫名 李梓盛 深圳市仙桐实验小学 王仁宇 二等奖

16BXJX00046 广西 南宁市 小学组 税婕敏 韦欣言 南宁市北湖路小学 赵福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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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XJX00051 浙江省 宁波市 小学组 刘俊廷 周宇轩 西店镇中心小学 陈淑华 二等奖

16BXJX00053 湖南省 长沙市 小学组 黄恺锐 尹致远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新民小学 沈亮 二等奖

16BXJX00056 湖南省 长沙市 小学组 苏银魁 赵浩宇
长沙市雨花区黎郡小学 岳麓区实验小

学西校区
沈亮 二等奖

16BXJX00059 四川省 成都市 小学组 武尚淼 肖啸 四川省德阳市金沙江路学校 陈禹 二等奖

16BXJX00060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李浩 祁登峰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南马路小学 吴国强 二等奖

16BXJX00062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侯理云 牛佳兴 和林县蒙古族学校 命安 二等奖

16BXJX00064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崔懿轩 刘亦轩 重庆市沙坪坝区南开小学校 胡泳 二等奖

16BXJX00067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胡熙榳 王宇泽 沙坪坝区沙小盛德小学校 李兴福 二等奖

16BXJX00072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雅琦 刘凯源 北京市昌平区阳坊中心小学 王雪瑶 二等奖

16BXJX00074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陈旭凯 郑又嘉 武汉市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魏红文 二等奖

16BXJX00306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常展 程泽熙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周潞 二等奖

16BXJX00307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乔海桐 于晓坤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王磊 二等奖

16BXJX00310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郑义荣 朱家慧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任猛 二等奖

16BXJX00321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管常铭 闫硕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朝凤路小学 赵晨磊 二等奖

16BXJ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杜凌波 吕进 三间房中心校 徐晶 二等奖

16BXJ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赵建东 赵满 三间房中心校 徐晶 二等奖

16BXJX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姜锐迪 侯明杰 白云鄂博矿区白银宝格德蒙古族学校 狄红艳 二等奖



16BXJX00422 福建省 泉州市 小学组 蔡鸿运 刘毓棠
石狮市第五实验小学 石狮市第二实验

小学
邱婉玲 二等奖

16BXJX00425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范宇辰 喻泽彬 武昌中山路小学紫都一分校 高莹 二等奖

16BXJX00426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李思娴 陈文蕴 武汉市武昌区三道街小学 胡峰 二等奖

16BXJX00428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左羽珊 王琦 武汉市武昌区三道街小学 胡峰 二等奖

16BXJX00720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朱怡名 李奥博 金水区银河路小学 朱银国 二等奖

16BXJX00017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申博昊 王子琦 邯郸市南关小学 张处笑 三等奖

16BXJX00018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佳其 周建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闫敏 三等奖

16BXJX00019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潘天祺 许诺 南京市共青团路小学 许平 三等奖

16BXJX00020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王叶 袁之程 南京市共青团路小学 许平 三等奖

16BXJX00022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甘锦鹏 葛奕浦 南京市东山小学 赵凯 三等奖

16BXJX00027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郭天昊 胡峻豪 郑州市金水区文源小学 董晓 三等奖

16BXJX00037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李想 于跃 卓雅小学 三等奖

16BXJX00039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黄泽立 沈均昊 深圳市水库小学 龚斯惠 三等奖

16BXJX00047 广西 南宁市 小学组 廖冰冰 周雅各 南宁市北湖路小学 麦彩丽 三等奖

16BXJX00048 福建省 泉州市 小学组 蔡亦圣 许贻楠
泉州市石狮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泉州

市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邱婉玲 三等奖

16BXJX00061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李翰林 石际扬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落凤街小学 云瑶 三等奖

16BXJX00063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温亚东 刘佳庆 和林县蒙古族学校 命安 三等奖



16BXJX00073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昂 刘家铭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 邓亚欣 三等奖

16BXJX00300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朱礼轩 朱翊君 武汉市武昌区三道街小学 胡峰 三等奖

16BXJX0030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郭格澜 王圣铭 武汉市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武汉小学 朱鸿 三等奖

16BXJX00311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韩雨彤 穆仁泽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 韩基辉 三等奖

16BXJX00320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杜兴 张灏远 两江新区人民小学 珊瑚中铁小学 黄林 三等奖

16BXJ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杨子岳 李安清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三等奖

16BXJ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班华 王涿远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三等奖

16BXJX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周云晓 张洛溪 固阳县蒙古族学校 李艳 三等奖

16BXJX00417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孟梓 赵纳祺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南门外小学 李乐 三等奖

16BXJX00420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罗康宇 王弈博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黄奔 三等奖

16BXJX00427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王奕涵 朱维天 武昌珞珈山小学 宋晔 三等奖

16BXJC00075 福建省 泉州市 初中组 李光灿 薛学沂 石狮市第一中学 董帝行 一等奖

16BXJC00414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黄莅 毛冠潮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 张红英 一等奖

16BXJC00415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卢耀文 裴科淇 重庆龙塔实验学校 贾玉梅 二等奖

16BXJC00029 河南省 郑州市 初中组 刘浩宇 赵子赫 郑州市第58中学 李振红 二等奖

16BXJC00424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贾航科 段广远 深圳市深中南山创新学校 许炎霖 二等奖

16BXJC00041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陈麟鑫 马天宇 深圳市高级中学北校区 陈泓羽 二等奖



16BXJC00312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王子豪 郑翔雨 长春市第五十六中学校 柏峰 二等奖

16BXJC00028 河南省 郑州市 初中组 封渝萱 王子辰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陈鹏 二等奖

16BXJC00031 河南省 郑州市 初中组 常丰毅 郑亚帅 郑州市第85中学 李志涛 二等奖

16BXJC00313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刘思博 石文浩 长春市第五十六中学校 柏峰 三等奖

16BXJC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寿天承 燕泓成 包49中 北重一中 燕星 三等奖

16BXJC00416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赵宇 陆明然 重庆龙塔实验学校 贾玉梅 三等奖

16BXJC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葛怀琛 杨亿亿 包头市蒙古族中学 周迎春 三等奖

16BXJC00040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林敬焓 张成凯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王明君 三等奖

16BXJC00030 河南省 郑州市 初中组 李政润 王悦然 郑州市第58中学 王彦国 三等奖

16BXJG00070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陈煜文 强巴次成 重庆西藏中学校 李继阳 一等奖

16BXJG00010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林柏涛 王浩丞 长春市第二中学 曹岩 一等奖

16BXJG00314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付圣钦 张思喆 长春市第八中学 王晓雪 一等奖

16BXJG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张煜阳 朱钰琦 包九中 翁金 一等奖

16BXJG00043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蔡德煌 周加豪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廖五彪 二等奖

16BXJG00035 河南省 郑州市 高中组 肖德元 周浩哲 郑州市京广实验学校 赵欢 二等奖

16BXJG00033 河南省 郑州市 高中组 曹永康 刘良园 郑州十二中学 王飞 二等奖

16BXJG00034 河南省 郑州市 高中组 陈弘扬 刘晓琪 郑州市京广实验学校 李永升 二等奖



16BXJG00316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徐明瑞 周志科 长春市第二中学 曹岩 二等奖

16BXJG00317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孟凡林 史秉鑫 长春市第六中学 闫宝山 二等奖

16BXJG00013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陈东阳 金友淼 沈阳市第三十中学 于歌 二等奖

16BXJG00032 河南省 郑州市 高中组 刘济元 宋飞睿 郑州中学 于芳 二等奖

16BXJG00058 四川省 成都市 高中组 刘凯文 尹祎豪 成都市温江区第二中学 杨力科 二等奖

16BXJG00413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魏巧娟 秦睿洋 包头市蒙古族中学 周迎春 二等奖

16BXJG00423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陈庆航 唐洲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刘平 二等奖

16BXJG00014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宫泊铭 王兴博 沈阳市共青团实验中学 王科 二等奖

16BXJG00015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于然 张清源 沈阳市共青团实验中学 王科 三等奖

16BXJG00057 四川省 成都市 高中组 黄碧晨 赵世康 成都市温江区第二中学 刘小华 三等奖

16BXJG00012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马若轩 周昆姗 沈阳市第三十中学 徐小虎 三等奖

16BXJG00319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于越 刘喆 长春市十一高中 崔岩 三等奖

16BXJG00315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王纪尧 张鹏程 长春市第六中学 闫宝山 三等奖

16BXJG00411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白雪飞 刘晓东 职教中心 杨平均 三等奖

16BXJG0041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马天驰 李宇 土右旗职业教育中心 杨平均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