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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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CJZX00114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国家豪 蔺子瑄 哈尔滨美加外国语学校 国兴 一等奖

16CJZX00116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郭星宇 孟孝峻 哈尔滨市东风小学校 张妙华 一等奖

16CJZX00003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刘骄莹 苏戈
长春市第一实验银河小学 长春东师中

信实验学校
柏峰 一等奖

16CJZX00107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高广辰 高宇航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沈阳铁路第五小学 高新 一等奖

16CJZX00106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马佳悦 宋宜伦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刘洪海 一等奖

16CJZX00309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秦玉振 张洛嘉 青岛基隆路小学 江敏 一等奖

16CJZX00084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刘润弘 曲冠榕
大连市甘井子区金家街第二小学 大连

市甘井子区春田小学
祝宝剑 二等奖

16CJZX00043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小学组 高炳新 刘亦岚 石家庄市桃园运河联合小学 贾亚坤 二等奖

16CJZX00104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钱林旸 孙铭杞 雏鹰实验小学 李明 二等奖

16CJZX00004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孙赫良 陶俊博
长春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长春市第一实

验小学
张琳弋 二等奖

16CJZX00312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周宸聿 王颢恺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陈晨 二等奖

16CJZX00313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王子瑞 许书睿
长春东师中信实验校 东北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小学
张琳弋 二等奖

16CJZX00006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黄常朔 于航
长春市第一〇三中学小学部 长春市第

二实验小学（北安）
张琳弋 二等奖

16CJZX00105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孟新然 滕宇麟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沈阳铁路第五小学

长白分校
刘洪海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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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JZX00118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李哲铭 王皓宁
哈尔滨市复华小学 哈尔滨市群力兆麟

小学
沈大洋 二等奖

16CJZX00117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陈羿霖 王傲申 哈尔滨市东风小学校 孟繁龙 二等奖

16CJZX00314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宋方卓 张钦
长春市第一〇三中学小学部 长春市红

旗小学
张琳弋 二等奖

16CJZX00090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曾钰劼 侯帅 黔江区实验小学校 卿三贵 二等奖

16CJZX00063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殊同 王海纳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陈锋 二等奖

16CJZX00452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高小天 曹博洋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舒畅 二等奖

16CJZX00091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李玉川 谢宇森 黔江区实验小学校 黄容 二等奖

16CJZX00310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房子涵 曲艺菲 青岛莱芜一路小学 牟晨 二等奖

16CJZX00062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彭豫时 宋嘉豪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壮 二等奖

16CJZX00042 河北省 邢台市 小学组 郭嘉宁 李禹铄 邢台市郭守敬小学 张  虹 二等奖

16CJZX00045 河北省 衡水市 小学组 于安康 赵嘉轩 衡水市和平路小学 孙亚林 二等奖

16CJZX00041 山东省 聊城市 小学组 梁朝阳 赵新鹏 冠县武训实验小学 冠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荣燕 三等奖

16CJZX00061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孙希涵 张子龙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壮 三等奖

16CJZX00311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王浩宇 王铭川 南京市凤凰花园城小学 陈晨 三等奖

16CJZX00450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杨昆霖 苏天齐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赵国华 三等奖

16CJZX00044 河北省 衡水市 小学组 卢芊宇 张澎昊 衡水市和平路小学 孙亚林 三等奖

16CJZX00451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赵英尧 郭傲煊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赵国华 三等奖



16CJZX00306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王锦源 周田 青岛南京路小学 宋茜 三等奖

16CJZX00083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陈宏 高俊晗 大连市西岗区东关小学 孙开宇 三等奖

16CJZX00040 山东省 聊城市 小学组 边天之 梁增烨 冠县武训实验小学 冠县代屯小学 栾海霞 三等奖

16CJZX00307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丁鹤轩 施昊志 黄岛区朝阳小学 侯鹏 三等奖

16CJZX00060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佳 张子涵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李耀斌 三等奖

16CJZX00092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孙一然 吴嘉宇 黔江区实验小学校 黄容 三等奖

16CJZX0009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樊沂静 谢坤佚 重庆市潼南区育才小学校 龙江 三等奖

16CJZX00081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牟麒寰 张沛 大连市西岗区东关小学 孙开宇 三等奖

16CJZX00039 山东省 聊城市 小学组 傅衍恒 许城菘 茌平县实验小学 聊城市外国语学校 张伟 三等奖

16CJZX00028 山东省 东营市 小学组 丁天予 林敬信 东营市河口区河安小学 单新国 三等奖

16CJZX00317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亦轩 肖伊航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孙玲 三等奖

16CJZX00308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毕瀚文 曲俊宇 青岛市上清路小学 赵虹 三等奖

16CJZC00037 聊城市 聊城市 初中组 田宇澄 张家铭 聊城文轩中学 任福国 一等奖

16CJZC00035 聊城市 聊城市 初中组 康玉嘉 周永康 聊城文轩中学 聊城东昌中学 于娜娜 一等奖

16CJZC00036 聊城市 聊城市 初中组 秦悦康 周筠雅 聊城市外国语学校 聊城文轩中学 吕海倩 一等奖

16CJZC00112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宋帅宇 张钰伯 哈尔滨美加外国语学校 国兴 一等奖

16CJZC00008 长春市 长春市 初中组 刘天韵 杨皓翔 长春外国语学校 吉林省实验繁荣学校 张琳弋 一等奖



16CJZC00113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毕思成 刘賾赫 哈尔滨美加外国语学校 国兴 一等奖

16CJZC00009 长春市 长春市 初中组 王英旭 周朋
东北师大附中净月实验校 长春市第四

十八中
张琳弋 二等奖

16CJZC00038 聊城市 聊城市 初中组 刘崧浩 隋鑫缘 聊城东昌中学 逯文强 二等奖

16CJZC00007 长春市 长春市 初中组 秦铭辰 赵子淇
长春市第一〇四中学校 长春市五十二

（中学部）
柏峰 二等奖

16CJZC00302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刘泓林 王一凡 青岛市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肖伟平 二等奖

16CJZC00046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初中组 杨芷曼 支琛然 石家庄二十三中 马  涛 二等奖

16CJZC00100 沈阳市 沈阳市 初中组 陈承志 张斯然
东北育才学校初中部 东北育才外国语

学校
蔡珩 二等奖

16CJZC0031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刘轩畅 张孜豪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夏侯洪涛 二等奖

16CJZC0032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石新阳 许景涵 博山中学 杨婷婷 二等奖

16CJZC0032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黄子赫 史埔安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七中学 代天杰 二等奖

16CJZC00010 长春市 长春市 初中组 康金宇 孙鹏
长春市新朝阳实验学校 长春市汽车产

业开发区第四中学
常玥 二等奖

16CJZC00102 沈阳市 沈阳市 初中组 鲁力与 门一洲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李明 二等奖

16CJZC00304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袁御轩 张彦博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丁杉 二等奖

16CJZC00101 沈阳市 沈阳市 初中组 尹一艨 于鹤源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陈恩峰 二等奖

16CJZC00048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初中组 李烨 张宇涵 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李永军 二等奖

16CJZC0031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韩沛林 王浩然 淄博市张店区第八中学 商宁 二等奖

16CJZC00111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贺政 李知衡 哈尔滨美加外国语学校 国兴 二等奖



16CJZC00300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董航 张兴硕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高书斌 二等奖

16CJZC00305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林子鸣 任溱 青岛第二十六中学 李珺 二等奖

16CJZC0032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栾煜锴 王政翔 张店区第九中学 辛红 三等奖

16CJZC00086 大连市 大连市 初中组 马旭阳 史丙涛 大连市一0一中学 刘洁 三等奖

16CJZC00055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李行之 张竞涵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三等奖

16CJZC00049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初中组 刘家帆 刘一康 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 周志民 三等奖

16CJZC00085 大连市 大连市 初中组 王晨暄 叶政翰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 大连市嘉汇第

三中学
祝宝剑 三等奖

16CJZC00303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谭秉烨 于正泽 青岛超银中学(鞍山路校区） 邵林 三等奖

16CJZC00047 河北省 邯郸市 初中组 杜一帆 史敬泽 邯郸市第十四中学 任保国 三等奖

16CJZC00030 山东省 东营市 初中组 寇志嘉 李嘉堃 东营市河口区实验学校 李强 三等奖

16CJZC0011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刘昊天 米长才 哈尔滨市实验学校 苏宝龙 三等奖

16CJZC00316 长春市 长春市 初中组 王俊凯 于嘉桥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中学 长春市新

朝阳实验学校
常玥 三等奖

16CJZC00301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陈佳昊 郑竣哲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丁杉 三等奖

16CJZC00029 山东省 东营市 初中组 范兴昊 王晨曦 东营市胜利十三中 李肖 三等奖

16CJZC00031 山东省 东营市 初中组 韩乙剑 李嘉成 东营市河口区实验学校 张利军 三等奖

16CJZC00103 沈阳市 沈阳市 初中组 黄一飞 李精治 沈阳市第一二七中学 朱峰 三等奖

16CJZC00054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窦彦博 惠晟杰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三等奖



16CJZC00094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蒋欣红 王波 重庆市潼南区梓潼中学校 周超 三等奖

16CJZG00032 聊城市 聊城市 高中组 王宇寒 周朋鑫 聊城第三中学 莘县实验高中 任红民 一等奖

16CJZG00034 聊城市 聊城市 高中组 李欣然 宋守邦 聊城第一中学 张冬芳 一等奖

16CJZG00325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陈泳良 荣瑜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褚军 一等奖

16CJZG00050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中组 刘锟 赵栩宁 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 王莉莉 一等奖

16CJZG00053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中组 王泽奇 张皓禹 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 王莉莉 二等奖

16CJZG00052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中组 郝悦凯 徐笑晗 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 王莉莉 二等奖

16CJZG0032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孙千翔 赵锦泽 淄博实验中学 任道玉 二等奖

16CJZG00095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胡成豪 张卓豪 重庆市二0三中学 吴建伟 二等奖

16CJZG00088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秦通 张沄溪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杨晓乐 二等奖

16CJZG00455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中组 周沛宸 刘誉达 石家庄市第二十三中学 刘美红 二等奖

16CJZG00456 湖北省 荆州市 高中组 黄紫涵 严非凡 湖北省荆州中学 荆州外国语学校 赵友山 二等奖

16CJZG00098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曾易之 陈麒宇 重庆市潼南第一中学校 曾海林 二等奖

16CJZG00099 沈阳市 沈阳市 高中组 梁子见 刘永康 沈阳市第四十中学 陈恩峰 二等奖

16CJZG00115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高中组 孙圣尧 张宇冲 哈尔滨美加外国语学校 国兴 二等奖

16CJZG00051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郭文波 张邈凡 邯郸市第四中学 裴力杰 二等奖

16CJZG00059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李思哲 赵宇熙 天津市耀华中学 天津四中 陶勇 二等奖



16CJZG00457 湖北省 荆州市 高中组 柳昊宇 黄兴 湖北省荆州中学 唐威 二等奖

16CJZG00096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王宇 杨星宇 重庆市二0三中学 吴建伟 三等奖

16CJZG00109 沈阳市 沈阳市 高中组 聂嘉言 姚懿宸 沈阳市第八十八中学 刘磊 三等奖

16CJZG00323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邱圳榕 张纪昇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于峰 三等奖

16CJZG00075 大庆市 大庆市 高中组 薛钦元 张靖博 大庆市第二十八中学 赵万兴 三等奖

16CJZG00454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高中组 白英楠 杨金舸 德强中学 122中学 夏煜琪 三等奖

16CJZG00108 沈阳市 沈阳市 高中组 隋诗宇 赵思添 沈阳市第八十八中学 赫英明 三等奖

16CJZG00324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冯政基 刘俊超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于峰 三等奖

16CJZG00057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陈志宏 孙融博 天津市第五十四中学 邵剑 三等奖

16CJZG00089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方梓豪 李金蔚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杨晓乐 三等奖

16CJZG00074 大庆市 大庆市 高中组 郝嘉彤 吕金阳 大庆实验中学 大庆市第二十八中学 赵万兴 三等奖

16CJZG00097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蒋豪 汪思忆 重庆市潼南第一中学校 曾海林 三等奖

16CJZG00080 大庆市 大庆市 高中组 李卓远 刘研琦 大庆市第二十八中学 王翠平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