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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GDX00076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罗杰渝 谭闯 重庆市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校 洪有良 一等奖

16JGDX0031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嘉赫 周方霖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学校 王开封 一等奖

16JGDX00326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王修齐 吴昊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北京市

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夏培智 一等奖

16JGDX00300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黎洪权 戚德谊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华侨城小学 陈志贤 一等奖

16JGDX00068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蒲冰炘炀 伍聆溪 重庆市璧山区北街小学校 钟克维 一等奖

16JGDX00070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崔嘉豪 谭晰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张之源 一等奖

16JGDX00078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余依洋 郑雅雯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 柯燕 一等奖

16JGDX00074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游睿阳 姜玟守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小学 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高钰 一等奖

16JGD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博彦 张茁昂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公园路小学 耿广伟 一等奖

16JGDX00338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孙梦涵 卓佳慧 东方学校 魏爱萍 二等奖

16JGDX00323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鲍捷 赵珂菁
人大附中实验小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

村第三小学
夏培智 二等奖

16JGDX00325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黄千栩 余雨辰
北京小学广外分校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

坊小学
夏培智 二等奖

16JGDX00309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王泽众 张嘉睿 双滦区第一小学 荆玉伟 二等奖

16JGDX00031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欧阳慧恩 杨俊晖 武汉市中法友谊小学 许光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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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GDX00017 山东省 聊城市 小学组 李肖瑗 乔京昊 东昌府区新星小学 岳耀亮 二等奖

16JGDX00005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董则卿 任童 南京市小行小学 章文 二等奖

16JGDX00311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龚瑞麟 赫金娴 南京市景明佳园小学 邢益敏 二等奖

16JGDX00419 山东省 德州市 小学组 牛忠昊 张民泽 德州市运河经济开发区陈庄小学 许楠 二等奖

16JGDX00029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蒋雨铉 马骥 如皋市石庄镇石庄小学 黄志锋 二等奖

16JGDX00011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郭露文琪 李禹辰 徐州市鼓楼小学校 刘雪红 二等奖

16JGDX00343 浙江省 绍兴市 小学组 王梓涵 周通通 鲁迅小学和畅堂校区 童侠 二等奖

16JGDX00069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罗大为 毛禹博 重庆市璧山区青杠实验小学校 黄红 二等奖

16JGDX00071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柯泓成 肖钰淇 璧山区金剑小学校 石有义 二等奖

16JGDX0007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陈昱亨 戴悠恬 树人景瑞小学 张淋波 二等奖

16JGDX00077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龚奥栩 张宴豪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张之源 二等奖

16JGDX00079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李优 龙禹甫 重庆市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校 洪有良 二等奖

16JGDX00324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笑岳 姚欣池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 北京市

海嘉双语国际学校
郭双 二等奖

16JGDX00340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林齐 宋宸旭 深圳市梅沙小学 曾莉莉 二等奖

16JGDX00008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陶子墨 杨自涵 南京市秦淮第二实验小学 陶文俊 二等奖

16JGDX00018 山东省 临沂市 小学组 魏文韬 张航宇 临沂第四实验小学 刘善柱 二等奖

16JGDX00330 陕西省 西安市 小学组 杨语乔 周家弛 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学 张玮 二等奖



16JGDX00028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周思远 周俣霖 如皋市江安镇江安小学 周晓维 二等奖

16JGDX00012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蒋佳宬 徐子韧 徐州市鼓楼小学校 邵雷 二等奖

16JGDX00072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付子瑜 梅宇涵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罗世维 二等奖

16JGDX00412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乐傲然 余鑫悦 武汉市中法友谊小学 乐飞 二等奖

16JGDX00341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蓝浩峻 庄佳润 深圳市盐田区海涛小学 梁辉 二等奖

16JGDX00339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陈子鸣 柳博仁 罗湖区莲塘小学 李智明 二等奖

16JGDC00420 山东省 临沂市 小学组 刘昱成 张耀文 临沂第二十一中学 张建强 二等奖

16JGDX00307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乔海洋 张家赫 承德县第二小学 李海波 三等奖

16JGDX00061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付海龙 张新奇 围场县第一小学 周学武 三等奖

16JGDX00301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龙欣宜 张耀岚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华侨城小学 陈志贤 三等奖

16JGDX0031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浩然 孙禄阳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彭家小学 李荣超 三等奖

16JGDX00019 山东省 泰安市 小学组 修显皓 赵昱昊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岳峰小学 李帅 三等奖

16JGDX00329 陕西省 西安市 小学组 何李俊宇 张家驹 西安高新第六小学 孙继豪 三等奖

16JGDX00009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叶瀚文 张轩浩 徐州市潘塘中心小学 董文明 三等奖

16JGDX0031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高琳舒 梁宇森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重庆路小学 袁延奎 三等奖

16JGDX0031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丁鑫 李昀瑾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学校 王开封 三等奖

16JGD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高翊涵  郑恩同 公园路小学 金龙王庙小学 耿广伟 三等奖



16JGDX00058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范鸿祎 张竞尹 丰宁第三小学 张宝柱 三等奖

16JGDX00302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符向南 禇思睿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华侨城小学 夏彦灵 三等奖

16JGDX00006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孙仕宇 叶鸣 南京市景明佳园小学 金妍 三等奖

16JGDX00016 山东省 菏泽市 小学组 尚雅琪 宋浩玮 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 韩雨澎 三等奖

16JGDX00304 山东省 菏泽市 小学组 魏伊涵 周鼎钧 菏泽市开发区丹阳路小学 韩雨澎 三等奖

16JGDX00328 陕西省 西安市 小学组 贾梓涵 邬沛言 西安高新第六小学 孙继豪 三等奖

16JGDX00344 浙江省 绍兴市 小学组 王佳宏 魏逸骢 鲁迅小学和畅堂校区 童侠 三等奖

16JGDX00312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冯子黎 龙小悠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 胡必列 三等奖

16JGDX0031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梓泰 谭熙睿 淄川区杨寨镇赵瓦小学 范云青 三等奖

16JGDC00303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张涵宇 周子乐 武汉市吴家山第三中学 杜涛 一等奖

16JGDC00020 山东省 临沂市 初中组 刘子豪  徐彬源 临沂光耀实验学校 朱孔利 一等奖

16JGDC00305 山东省 德州市 初中组 丁伟涛 齐振祎 德州市第七中学 李媛媛 一等奖

16JGDC00331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樊昊冉 王搏敖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朱迎春 一等奖

16JGDC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忽毕泰 桑苏日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张晓琦 二等奖

16JGDC00034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鲁含章 屠志豪 武汉市梨园中学 蒋波 二等奖

16JGDC00013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仝皓晨 虞秉道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 魏然 二等奖

16JGDC00014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汪敬涵 余小康 南京致远初级中学 周荣敏 二等奖



16JGDC00332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郝照月 刘妍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朱迎春 二等奖

16JGDC00333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胡家铭 李哲研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朱迎春 二等奖

16JGDC0031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子骏 许皓越 临淄区第三中学 王绍华 二等奖

16JGDC0031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岳晟镕 周子楚 博山区第六中学 张永亮 二等奖

16JGDC00421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金汇典 李科荣 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 李昶宏 二等奖

16JGDC00015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李粤宁 薛天赐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致远初级中学 周海生 二等奖

16JGDC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王锦程 袁智柯 麻池中学 郑浩 三等奖

16JGDC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王浩宇 南懂伟 蒙古族中学 刘璐 三等奖

16JGDC00032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黄飞飞 余中原 吴家山第三中学 高勇 三等奖

16JGDC00021 山东省 聊城市 初中组 宋国聪 张家一 茌平县振兴街道办事处中学 慈明军 三等奖

16JGDC00023 山东省 聊城市 初中组 王永畅 赵一舟 茌平县振兴街道办事处中学 慈明军 三等奖

16JGDC00335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段金朋 刘子墨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朱迎春 三等奖

16JGDC00030 泰州市 泰州市 初中组 孟石 闫畅 如皋市搬经镇初级中学 谢翠祥 三等奖

16JGDC00033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郭忠钰 颜 璞 吴家山第三中学 杜涛 三等奖

16JGDC00345 浙江省 宁波市 初中组 蒋朝政 吴彦淑 宁波雅戈尔中学 吴晶晶 三等奖

16JGDC00306 山东省 德州市 初中组 马百韬 王振琦 德州市第七中学 李媛媛 三等奖

16JGDC0032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侯健豪 李卓逸 沂源县历山中学 宋以华 三等奖



16JGDG00321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刘子书 田业宏 淄博实验中学 颜丽华 一等奖

16JGDG00322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鲁迪 张柏郡 淄博实验中学 颜丽华 一等奖

16JGDG00414 湖北省 武汉市 高中组 华奕 郑铭龙 武汉市吴家山中学 王彦 二等奖

16JGDG00347 安徽省 亳州市 高中组 李昂 张思卓
安徽省亳州市黉学英才中学 亳州市第

二完全中学
张睿 二等奖

16JGDG00024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孙明硕 王学轩 东营市第一中学 于华荣 二等奖

16JGDG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温俊杰 王延鹏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郝娟娟 二等奖

16JGDG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丁子康 林伟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郝娟娟 二等奖

16JGDG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郝泽龙 陈昊 包头市第四中学 任宏利 三等奖

16JGDG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陈镜友 赵泽远 包头市第四中学 任宏利 三等奖

16JGDG00025 山东省 德州市 高中组 刘默涵 张程奕 山东省德州市第一中学 张世臣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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