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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YYX00059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王一涵 薛颖浩 南京市金陵小学 南京仙林小学 陈健 一等奖

16JYYX00079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常翊乐 甄子悦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南京市力学小学 朱林 一等奖

16JYYC00053 浙江省 金华市 小学组 杜筱语 周婧钰 东阳外国语学校 叶攀 一等奖

16JYYX00052 浙江省 金华市 小学组 任景琦 叶潇蔚 东阳市吴宁一校 东阳市吴宁五校 叶攀 一等奖

16JYYX00050 浙江省 金华市 小学组 杜昊昱 张宸豪 东阳市吴宁一校 叶攀 一等奖

16JYYX00057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吕菲特 张睿轩
南京市新城小学 南京市南师附中江宁

分校
朱玲玲 一等奖

16JYYX00060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王雨璠 张家睿 南京市银城小学 南京市外国语小学 王静 一等奖

16JYYX00112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张其楷 周哲 深圳市龙岗区木棉湾小学 李燕青 一等奖

16JYYX00066 安徽省 六安市 小学组 黄子硕 张牧林 裕安区三里岗小学 罗祥德 一等奖

16JYYX00122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贺芳菲 罗海睿 重庆树人凤天小学 胡小兵 一等奖

16JYYX00093 内蒙古 通辽市 小学组 潘辛尧 许云鹏
通辽科尔沁区铁路第二小学 通辽市实

验小学
霍洪宝 一等奖

16JYYX00051 浙江省 金华市 小学组 程雨霏 张祎涵 东阳外国语小学 叶攀 二等奖

16JYYX00049 浙江省 金华市 小学组 杜展锐 吴优超 东阳外国语小学 叶攀 二等奖

16JYYX00120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丁祺耀 马兆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小学 白贵锋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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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YYX00068 安徽省 六安市 小学组 张秉正 张鹏 裕安区城南镇中心小学 王燕 二等奖

16JYYX00121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白宇航 白宇泽 重庆树人凤天小学 胡小兵 二等奖

16JYYX00092 内蒙古 通辽市 小学组 南枫 裴柄臣 通辽市实验小学 王琦 二等奖

16JYYX00021 西藏 日喀则市 小学组 许诺 旦巴亚培 日喀则市小学 罗布次仁 二等奖

16JYYX0031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董芳延 王云飞 淄博市淄川区实验小学 殷延隆 二等奖

16JYYX00081 安徽省 六安市 小学组 樊智 林沐禾 解放路第一小学 罗兴福 二等奖

16JYYX00091 内蒙古 通辽市 小学组 王鑫鹏 王玉玺 通辽市科尔沁区交通小学 张瑶 二等奖

16JYYX00038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成柯翰 徐希闫 重庆树人凤天小学 胡小兵 二等奖

16JYYX00099 建设兵团 阿克苏地区 小学组 蔡媛媛 徐家乐 第116小学 第121中学 柴翩翩 二等奖

16JYYX0012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陈智楷 费思翔 重庆树人凤天小学 胡小兵 二等奖

16JYYC00072 安徽省 六安市 小学组 许澈 许梓恒 六安市城北第二小学 许海峰 二等奖

16JYYX00098 建设兵团 阿克苏地区 小学组 李昊洋 翟翔宇 第八十小学 第116小学 谷亚飞 二等奖

16JYYX00460 内蒙古 满洲里市 小学组 李博凯 姚大琦 满洲里市第二小学 卜俊生 二等奖

16JYYC00070 安徽省 六安市 小学组 周照阳 田丙煜 六安市第六中学 许勇峰 二等奖

16JYYX00009 汉中市 汉中市 小学组 欧宇恒 唐明科 汉中市东塔小学 何兴海 二等奖

16JYYX00080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周玉梁 朱凯宁 郑州市银城小学 王艳芬 二等奖

16JYYX00004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郜凡博 盛世昊 乌鲁木齐市第122小学 赵娟 二等奖



16JYYX0031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高宁一 刘佳豪 淄博市淄川区实验小学 殷延隆 二等奖

16JYYX00095 山西省 晋城市 小学组 贺子鸣 张宇轩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王俊杰 二等奖

16JYYX00102 福建省 厦门市 小学组 陈泽旭 万可铭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陈琦 二等奖

16JYYX00078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陈彦赫 张经祥 南京市银城小学 薛元虎 二等奖

16JYYX00058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顾嘉轩 何泽川 南京仙林小学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杨佳 二等奖

16JYYX00001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孙郡邦 左昊宸 乌鲁木齐市第113中学 张可可 二等奖

16JYYX00124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黄森灿 肖云涵 重庆市荣昌区后西小学 刘杨 二等奖

16JYY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魏亚鹏 杨景博 沼潭南路小学 郝苗雨 二等奖

16JYYX00316 浙江省 丽水市 小学组 宫诺言 蒋政航 云和县实验小学 叶晓俊 二等奖

16JYYX0000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董嘉豪 许嘉琪 乌鲁木齐市第51中学 柳烨 二等奖

16JYYX00127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胡元枫 郑卓凡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麦飞 二等奖

16JYYX00083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吴瑞哲 谢雨沁 大集中心小学 万军 二等奖

16JYYX0031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窦彬栩 窦隆珍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 唐克 二等奖

16JYYX00103 福建省 厦门市 小学组 陈子腾 叶泽力 厦门演武小学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 江晓斌 三等奖

16JYYX00094 山西省 晋城市 小学组 刁子程 王梓豪
晋城市实验小学 晋城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凤巢小学
王俊杰 三等奖

16JYYX00018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刘禹希 滕玉婷 大东区二〇五小学 王沈 三等奖

16JYYX00113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石馨琳 万睿丰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中心小学 石剑云 三等奖



16JYYX00096 山西省 运城市 小学组 冯子荣 薛知沛
运城市东郊逸夫小学 运城市盐湖区城

西示范学校
崔海博 三等奖

16JYYX00003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孙兆宇 王昱程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七中学 魏晓霞 三等奖

16JYYX00317 山西省 晋城市 小学组 焦华栋 李嘉伦 晋城市星河学校 晋城市凤鸣小学 王俊杰 三等奖

16JYYX00025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罗雅格 王筱雅 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杜咏香 严洁 三等奖

16JYYX0031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崔峻峰 刘曙畅 淄博市张店区西六路小学 王国涛 三等奖

16JYY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李政昂 杨振宇 哈业胡同中心校 尚丹 三等奖

16JYYX00069 安徽省 六安市 小学组 纪术文 孙宇 解放路第三小学  陶瑞 三等奖

16JYYX00067 安徽省 六安市 小学组 翁馨悦 吴若昕 裕安区三里岗小学 罗运道 三等奖

16JYYC00071 安徽省 六安市 小学组 李家沿 王少博 六安市城北第二小学 许海峰 三等奖

16JYYX00047 贵州省 遵义市 小学组 林烨 赵禹锟 习水县东皇镇第一小学 唐杰 三等奖

16JYYX0031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郭宇宸 李怡帆 沂源县南麻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任可娟 三等奖

16JYYX00027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董宇森 梁嘉好 武汉红领巾国际学校 李锦涛 三等奖

16JYY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赵泓鑫 尉镨文 白云鄂博矿区白银宝格德蒙古族学校  万翠 三等奖

16JYYX00014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魏子其 闫力文 新沂市新安小学 新沂市实验学校 王向峰 三等奖

16JYYX00101 辽宁省 阜新市 小学组 焦政原 徐胤 开鲁县实验小学 开鲁县工农小学 陈春华 三等奖

16JYYX00097 山西省 运城市 小学组 霍昱辰 靳浩晨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二校 运城市人民

路学校
崔海博 三等奖

16JYYX0030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唐颢轩 郑琪文 淄博市沂源县实验小学 申传伟 三等奖



16JYYX00082 湖南省 张家界市 小学组 陈俊男 韩燕羽 六安市城北第二小学 项宇 三等奖

16JYY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车阿勇嘎 特伦夫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其乐木格 三等奖

16JYYX00016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王馨瑷 朱栎羽 大东区二〇五小学 王沈 三等奖

16JYYX00026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郑子默 宗子骞 大集中心小学 万军 三等奖

16JYYX00013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葛德华 马誉溪 新沂市新华小学 新沂市唐店小学 王向峰 三等奖

16JYYC00055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吴云鹏 朱星翰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岳丽妍 一等奖

16JYYC00064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刘海诺 邓祺然 南京市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陶家波 一等奖

16JYYC00061 江苏省 南通市 初中组 顾佶睿 李胤宁 南通市树人学校 南通市科利华中学 邵家虹 一等奖

16JYYC00054 浙江省 杭州市 初中组 陈闻帆 谷翔宇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孙苗 一等奖

16JYYC00063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陈天禄 陈紫昕 致远初级中学 仙林中学 孙苗 一等奖

16JYYC00020 西藏 日喀则市 初中组
次仁扎西 格桑加

措
桑珠孜区第二中学 强巴次仁 一等奖

16JYYC0030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贾智雲 翟慎镇 淄博外国语实验学校 张恒 二等奖

16JYYC00022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李哲宇 徐靖贤 天津市静海区第五中学 马新乐 二等奖

16JYYC00073 安徽省 六安市 初中组 罗会宇 王元成 六安市轻工中学 张鑫 朱毅 二等奖

16JYYC00008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刘家文 杨恒懿 徐州市铜山区清华中学 张秀梅 二等奖

16JYYC0030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丁泽群 齐共鑫 沂源县鲁村中学 魏传和 二等奖

16JYYC00056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董家骐 秦朝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岳丽妍 二等奖



16JYYC00015 辽宁省 沈阳市 初中组 黄舒怡 雷诗琪 沈阳市振东初级中学 金禹含 二等奖

16JYYC00005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秦政泽 吴天翼 乌市第13中学 杨乐 二等奖

16JYYC00006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柴祎凡 周明宇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七中学 牛雯 二等奖

16JYYC00062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窦玺丰 张子硕 南京市树人学校 南京市汇文中学 黄雅雯 二等奖

16JYYC00469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陈昆霖 张云皓 武汉市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 贺曙光 二等奖

16JYYC0030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富艳 赵春晓 淄博市沂源县中庄中学 刘艳 二等奖

16JYYC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高雪峰 王艺洲 萨拉齐第四中学 王虹 二等奖

16JYYC00467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钟鸣婧 张孜影 华中师大一附中光谷分校 童焱玲 二等奖

16JYYC0030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永超 许恒源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 唐克 二等奖

16JYYC0087 内蒙古 乌兰浩特 初中组 李尚勋 张诗淇 乌兰浩特第八中学 房大力 二等奖

16JYYC00115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林子腾 谢杰羽 深圳亚迪学校 程卫东 三等奖

16JYYC00029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黄麒文 李云鹏 武汉外校美加分校 贺曙光 三等奖

16JYYC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白旭航 刘奕宣 萨拉齐第四中学 闫海香 三等奖

16JYYC00023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宋元晗 田佳怡 天津市静海区第五中学 赵振亮 三等奖

16JYYC00461 内蒙古 满洲里市 初中组 郭慜琦 刘祖烨 满洲里市第五中学 孙会峰 三等奖

16JYYC00315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金典 刘畅 莲都区花园中学 金松 三等奖

16JYYC00088 内蒙古 乌兰浩特 初中组 包和础 纪晓彬 乌兰浩特蒙古族初级中学 吉日嘎拉 三等奖



16JYYC00007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谷理想 孙嘉宝 乌市第19中学 宋秋兰 三等奖

16JYYC00116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罗俊杰 叶嘉明 深圳龙岗万科城实验学校 万晋宇 三等奖

16JYYC00466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梁爽 谭章蕴 华中师大一附中光谷分校 童焱玲 三等奖

16JYYC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周瀚 宝音德力格

尔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张晓琦 三等奖

16JYYC00468 湖北省 宜昌市 初中组 张超然 蒋李浩 宜昌市第27中学 宜昌市第二十七中学 黄翊锋 三等奖

16JYYC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赛汉 谢志媛 包头市蒙古族中学 王瑞芳 三等奖

16JYYC0030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贾泰宁 路浩然 临淄区第三中学 路肥城 三等奖

16JYYG00126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曾荣祥 周霄鹏 重庆育才中学 刘青文 一等奖

16JYYG00303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刘伟康 孙盛霖 东营市第一中学 钱翠萍 一等奖

16JYYG00076 安徽省 六安市 高中组 孔令民 袁新航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汪阳春 一等奖

16JYYG00301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李聚心 李志凯 东营市第一中学 钱翠萍 二等奖

16JYYG00074 安徽省 六安市 高中组 方选 谢大帅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汪阳春 二等奖

16JYYG00117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曹嘉俊 曾昭煜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 孙忠平 二等奖

16JYYG00125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佘佳欣 向炳荣 重庆市万州上海中学 闫平 二等奖

16JYYG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杜明祖 马超轶 包头市第四中学 李宏伟 二等奖

16JYYG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刘浩宇 刘雄伟 包头市第四中学 李宏伟 二等奖

16JYYG00118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萧树鑫 朱曦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 伍家宽 二等奖



16JYYG00075 安徽省 六安市 高中组 程满昌 范明宇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汪阳春 二等奖

16JYYG00302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张飞扬 张伟旋 东营市第一中学 钱翠萍 二等奖

16JYYG00077 安徽省 六安市 高中组 倪城玥 於雪娇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汪阳春 二等奖

16JYYG00046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李鑫磊 盛天阳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刘京 二等奖

16JYYG00048 贵州省 遵义市 高中组 贾煜 李泓宇 赤水市第一中学 曾令旭 三等奖

16JYYG00085 内蒙古 乌兰浩特市 高中组 温跃飞 张一搏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焦少青 三等奖

16JYYG00024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刘鉴萱 宋自远
天津市静海区第六中学 天津市静海区

第一中学
刘泉 三等奖

16JYYG00300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李一诺 王洪越 东营市第一中学 钱翠萍 三等奖

16JYYG00084 内蒙古 乌兰浩特市 高中组 杨博轩 杨明 乌兰浩特市第四中学 焦少青 三等奖

16JYYG00086 内蒙古 乌兰浩特市 高中组 马思博 曲倪 乌兰浩特市第十五中学 张志强 三等奖

16JYYG0041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李帅 刘昊 固阳县第一中学 吕冬梅 三等奖

16JYYG00065 江苏省 南京市 高中组 高熙 李存阳 梅山高级中学 陈正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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