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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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FEJC00880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翟鸣宇 李书鑫 黄昱博 济宁教育学院附属小学 李胜利 一等奖

16FEJX00001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 小学组 范城诚 杨韫溪 王语哲 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 朱向东 一等奖

16FEJX0000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 小学组 王青玥 郭凯锐 赵正才 乌鲁木齐市第122小学 杨翠荣 一等奖

16FEJX0001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江金橦 陈景楠 梁大为
重庆市江北区两江国际学校鱼嘴

实验校
高忠志 一等奖

16FEJX00088 焦作市 焦作市 小学组 张玉宁 张瀚文 和凌锋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小尚中心学

校
许德义 一等奖

16FEJX00315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班荣声 徐浩轩 迟皓天 青岛超银小学 姜璐璐 一等奖

16FEJX00318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林永祝 郑力玮 刘宇轩 市北区私立青岛智荣小学 袁盛超 一等奖

16FEJX00326 湖南省 常德市 小学组 卜昱涵 罗远航 王越 常蒿路小学 黄爱琳 一等奖

16FEJX00419 湖北省 恩施市 小学组 许圣喆 周小崴 覃豪 恩施市宣恩县珠山镇宝塔小学 雷光杰 一等奖

16FEJX00702 山东省 临沂市 小学组 李凌宇 王皓然 王奕涵 临沭县实验小学 韩雷 一等奖

16FEJX00814 广东省 广州市 小学组 刘王军 李正宇 陈智博 广州市花都区新星学校 华学文 一等奖

16FEJX00879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袁皓 邓淳骜 张浩伟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 周伟明 一等奖

16FEJX00086 焦作市 焦作市 小学组 王瀚锋 吴方昊 常感恩 河南省焦作市实验小学 于江红 一等奖

16FEJX00361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罗茂嘉 庄云开 吴浩然 树人景瑞小学 陈虹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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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FEJX00033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张浥晨 叶奕泽 吴金熹 贾汪区耿集中心小学 吕彬 二等奖

16FEJX00036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任麒轩 陈奎志 苏燕茹 徐州市西朱小学 王香云 二等奖

16FEJX00039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宋霖 王诗瑶 岳俊杰 长春市南关区西四小学 樊允 二等奖

16FEJX00045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小学组 李恒毅 王海宇 李君韬 兵团二中 王丽丽 二等奖

16FEJX00046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小学组 朱帅 张瀚文 厚宇翔 兵团二中 王丽丽 二等奖

16FEJX00052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小学组 师瑞泽 肖尊广 王凯锐 兵团二中 王丽丽 二等奖

16FEJX00053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小学组 杨淇森 侯宇宸 董瑞祺 兵团二中 王丽丽 二等奖

16FEJX00098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梁珈宁 赵静怡 胡筝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锡林南路小学 宋向党 二等奖

16FEJX00102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陈思远 范奕涵 吕欣颖 大连市甘井子区华西小学 杨静 二等奖

16FEJX00107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郭松 丁意轩 何蕊 重庆市璧山区凤凰小学校 孔林 二等奖

16FEJX00109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蒋狄凌 唐悦童 唐铭剑 重庆市璧山区御湖小学校 甘露 二等奖

16FEJX00313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邵励正阳 滕晨竣 朱泽

桐
青岛太平路小学 明罡 二等奖

16FEJX00314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韩谟臣 沈子健 王一乐 青岛文登路小学 刘年生 二等奖

16FEJX00316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叶林峰 强蔚 王中瑞 青岛嘉峪关学校 崔元元 二等奖

16FEJX00317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张天琪 臧臣浩 薛铭谦 青岛东川路小学 初永照 二等奖

16FEJX00319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刘炫博 张梓欣 刘行 大连市甘井子区华西小学 王利军 二等奖

16FEJX00324 浙江省 丽水市 小学组 兰若初 陈修睿 王子奕 云和县实验小学 叶晓俊 二等奖



16FEJX00325 湖南省 常德市 小学组 郑学智 曾子轩 周佳睿 常蒿路小学 黄爱琳 二等奖

16FEJX00327 湖南省 常德市 小学组 马荟翔 吴俊帆 罗祎宸 常蒿路小学 黄爱琳 二等奖

16FEJX0032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镇轩 陈浏颖 张伯宇 稷下小学 王涛 二等奖

16FEJX00333 广东省 广州市 小学组 汪桢晗 梁再兴 谭宇轩 番禺区正声小学 梁焯贤 二等奖

16FEJX0036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周婷玉 张峻铭 董圣豪 历山街道办事处鲁山路小学 唐萍 二等奖

16FEJX0036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朱冠霖 李志豪 吴若涵 历山街道办事处鲁山路小学 唐美玲 二等奖

16FEJX0036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袁志超 吴宇轩 陈麒颖 稷下小学 王涛 二等奖

16FEJ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宋冠臻 杜明轩 崔煜晨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石成锴 二等奖

16FEJ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文正 陈子川 刘畅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石成锴 二等奖

16FEJX00420 湖北省 荆州市 小学组 尹一涵 李静怡 胡锦昊 荆州市沙市大赛巷小学 万预斌 二等奖

16FEJX00501 湖北省 荆州市 小学组 张良辉 李宇霖 尚久涵 荆州市沙市大赛巷小学 万预斌 二等奖

16FEJX00700 山东省 济南市 小学组 及泽瑞 孙亚雯 薛纯淼 济南市槐荫实验小学 王兆稳 二等奖

16FEJX00701 山东省 威海市 小学组 王绍恺 孙子凡 张钿悦 威海市文登区三里河小学 毕英华 二等奖

16FEJX00718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华梓翔 汪辰 陈鑫沂 芜湖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王飞 二等奖

16FEJX00719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瞿一鸣 刘宜铭 宋湘凝 芜湖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刘施俊 二等奖

16FEJX00720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王可瑞 王濮恩 佘鑫淇 芜湖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宋悦 二等奖

16FEJX00085 焦作市 焦作市 小学组 赵羽暄 张天羽 陈鹏宇 河南省焦作市实验小学 李米米 二等奖



16FEJX00760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方子和 翁运宏 陈美洁 树人景瑞小学 陈虹 二等奖

16FEJX00059 河北省 邢台市 小学组 白永旗 徐鹤铭 董沛航 邢台市郭守敬小学 张鸿志 三等奖

16FEJX00060 河北省 邢台市 小学组 牛誉燃 吴天昊 王子源 邢台市郭守敬小学 张鸿志 三等奖

16FEJX00092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王义涵 郑喆睿 李元婷 广德实验小学 刘明霞 三等奖

16FEJX00095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桑萨尔 图雅 王旖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南门外小学 刘中 三等奖

16FEJX00096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李洋 薛凯文 卢静宜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小学 云勇 三等奖

16FEJX00103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杨知睿 刘增桓 董雨涵 大连市甘井子区泡崖小学 刘东翔 三等奖

16FEJX00104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陈彦茹 刘俣兵 王佳胤 大连市甘井子区泡崖小学 刘东翔 三等奖

16FEJX00105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李佳城 司林沣 郑言蹊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樊春波 三等奖

16FEJX00108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谭砚心 邓瀚峰 舒彦宁 重庆市璧山区御湖小学校 许小惠 三等奖

16FEJX00119 辽宁省 锦州市 小学组 胡政伦 杨铮 商雨桐 锦州市凌河区福伦小学 宋宇 三等奖

16FEJX00162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顾一帆 张珈赫 于子喆 哈尔滨经纬小学校 绳博男 三等奖

16FEJX00163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赵一蓥 赵一霖 宿淇铭 哈尔滨市复华小学 刘杨 三等奖

16FEJX00164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李抒默 蒋蕴涵 王吉昊 哈尔滨市复华小学 刘杨 三等奖

16FEJX00165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杨奇睿 张梓函 魏来 哈尔滨市铁岭小学 刘路也 三等奖

16FEJX00332 广东省 广州市 小学组 郑舒文 谢昊羽 李剑锋 番禺区正声小学 钟立 三等奖

16FEJX00340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满瑞娴 林铂宸 李昌桓 兰州市安西路小学 李勇 三等奖



16FEJX00341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魏世杰 张岩 廖培鸿 兰州市安西路小学 李勇 三等奖

16FEJX00342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吕美希 王子轩 张瀚巍 兰州市安西路小学 李勇 三等奖

16FEJX00343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刘柄希 姜尚泽 陈希瑞 兰州市长风小学 郭俊杰 三等奖

16FEJX0036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峰凌志 王昊宇 于孟

露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边丹丹 三等奖

16FEJ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娄卓 董力纬 王天宇 大东街小学 邢磊 三等奖

16FEJ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赵璐 杨杰 郑泽涛
白云鄂博矿区白银宝格德蒙古族

学校
李元 三等奖

16FEJX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恒源 陈楷宜 李金洋 一机七小 郭丽萍 三等奖

16FEJX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朵兰娜 吴宇涵 维乐思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其乐木格 三等奖

16FEJX00703 山东省 临沂市 小学组 刘兆毅 胡丁元 卢俊哲 临沭县实验小学 英成良 三等奖

16FEJX00877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王龙 孔睿 高尚彬 深圳市盐田区乐群小学 郭天宇 三等奖

16FEJX00878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马意轩 闫威仲 钟润思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小学 李文有 三等奖

16FEJC00706 山东省 日照市 初中组 阚宝祥 刘欣雨 周可豪 东港区南湖镇中心初级中学 郭常文 一等奖

16FEJC00091 焦作市 焦作市 初中组 张依妮 薛锐琳 郭旭 焦作市许衡中学 崔茂堂 一等奖

16FEJC00302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刘百川 刘润琪 李静蕾 青岛第三十七中学 朱业武 一等奖

16FEJC00006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张鑫荣 尕靖轩 章鑫玥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 吕晶 一等奖

16FEJC00050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初中组 武腾飞 张峻珲 包雅钧 兵团二中 黄猛 一等奖

16FEJC00115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周治余 白雯静 陈为之 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 胡天足 一等奖



16FEJC00116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尹晶蕾 罗天美 余欣怡 重庆市徐悲鸿中学校 卫小慧 一等奖

16FEJC0033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鑫昊 赵汇鑫 邢育博 淄博柳泉中学 焦玲玲 一等奖

16FEJC00305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李畅 邵毓敏 徐浚栋
青岛市北区超银中学(鞍山路校

区）
邵林 一等奖

16FEJC00882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耿培鑫 时祎阳 聂晨宇 深圳市福田区北环中学 冯振彪 二等奖

16FEJC00705 山东省 济宁市 初中组 王鹏哲 李家琦 张文博 泗水县洙泗初级中学 杨瑞强 二等奖

16FEJC00707 山东省 威海市 初中组 高宁远 张兆涵 任中林 威海市实验中学 迟浩 二等奖

16FEJC00708 山东省 临沂市 初中组 刘家昊 张嘉硕 田东昊 临沂义堂中学 胡耀征 二等奖

16FEJC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丁志成 白嘉诚 宋宝珍 包头市回民中学 闫正伟 二等奖

16FEJC00411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薄凯 王丽 郑利婷 包铁五中 薛蜀蒙 二等奖

16FEJC00331 广东省 广州市 初中组 钟炜健 罗耀华 黄凯 广州市黄埔区玉泉学校 文瑶 二等奖

16FEJC00338 广东省 广州市 初中组 袁谦 马瀚珩 蔡子阳 广州市玉岩中学 聂源 二等奖

16FEJC00339 广东省 广州市 初中组 徐梓琪 张雨薇 张思宇 广州市玉岩中学 聂源 二等奖

16FEJC00301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李星睿 徐晨烨 李朝阳 青岛第七中学 王洁 二等奖

16FEJC00048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初中组
何俊逸 热法提·拜合

提亚尔 林焱
兵团二中 黄猛 二等奖

16FEJC00049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初中组
周湘铭 郝周沐晨 王楚

梵
兵团二中 黄猛 二等奖

16FEJC00051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初中组 顾欣成 闫书豪 刘星锐 兵团二中 黄猛 二等奖

16FEJC00028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刘秉鑫 张正扬 钱厚宇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徐松 二等奖



16FEJC00323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童萧涵 杜奕辰 朱晨 重庆市徐悲鸿中学校 杜冰卿 二等奖

16FEJC00114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胡钰杰 赵思思 罗孙官 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 江世斌 二等奖

16FEJC0007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孙启冉 张帅 李德意 沂源县第三中学 尚斌 二等奖

16FEJC0008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程诚 赵子轩 赵金胜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王猛 二等奖

16FEJC00087 焦作市 焦作市 初中组 蔡得川 王家恒 许潇然 焦作第十八中学 王树军 二等奖

16FEJC00881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王玺 李固兴 李灵杰 深圳市红岭中学园岭初中部 冯哲磊 三等奖

16FEJC00709 山东省 威海市 初中组 于丰泽 滕雨阳 姜沣容 山东省文登第二中学 李继明 三等奖

16FEJC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白嘉旭 苏照雄 杨雅淳 包头市回民中学 王华 三等奖

16FEJC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白智宇 马靖俞 底婧 包头市回民中学 纪婷婷 三等奖

16FEJC00337 广东省 广州市 初中组 姜烨 王墨涵 郭嘉俊 广州市玉岩中学 唐小三 三等奖

16FEJC0016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徐思琪 宛宁 柴俊宇 哈尔滨市征仪路学校 王磊 三等奖

16FEJC00421 湖北省 潜江市 初中组 黄一丁 潘羽豪 茹翌杰
湖北省潜江市江汉油田广华初级

中学
方长庚 三等奖

16FEJC00303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欧瑞扬 陈仲骞 宋金承 青岛第三十七中学 朱业武 三等奖

16FEJC00304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薛俊逸 郭福星 孙宇轩 青岛第七中学 于建强 三等奖

16FEJC00030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朱大鹏 厉镇伟 郝瑞恒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佟亮 三等奖

16FEJC00031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李茂文 王玮烨 王奕智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佟亮 三等奖

16FEJC00300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李帆 蒋恒昀 鲁宇辰 徐州市科技中学 刘晓冬 三等奖



16FEJC0032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赵迤帆 孙铭浩 王则懿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邱浩 三等奖

16FEJC0007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盖丞坤 袁溪骏 陶睿容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成梅 三等奖

16FEJC0007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苏莉琪 司梓橦 王梓潭 淄博市淄川区张庄中学 翟海峰 三等奖

16FEJG00308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胡梦琦 陈傲 刘信松 青岛电子学校 林焕民 一等奖

16FEJG00311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商万君 张瑞 秦尤帅 青岛电子学校 陈伟 一等奖

16FEJG00312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孙平轩 韩路 王佳慧 青岛电子学校 林焕民 一等奖

16FEJG00333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周翔宇 李昊臻 陈冠豪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尹明哲 一等奖

16FEJG0033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吕晨冰 徐云昕 车昊恺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尹明哲 一等奖

16FEJG0041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董景阁 周晓桐 王旭东 萨拉齐第二中学 李志强 一等奖

16FEJG00011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 高中组 吴英杰 高浩天 曲姝冰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 王恋云 一等奖

16FEJG00307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秦阳 兰传奇 王姝慧 即墨区市北中学 刘相宏 二等奖

16FEJG00309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苟元德 于庆泽 张立新 青岛电子学校 范曙光 二等奖

16FEJG00310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于航 王理磊 张有昊 青岛电子学校 姜汉龙 二等奖

16FEJG00328 广东省 广州市 高中组 郭达鋆 黄嘉尧 李记恩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科学城中学 王岐阳 二等奖

16FEJG00329 广东省 广州市 高中组 彭怿骁 李俊 黄咏琦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科学城中学 林潮发 二等奖

16FEJG00413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全睿哲 陈远凯 姜宏 包头市回民中学 武虹霞 二等奖

16FEJG00414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祁腾 郝磊 塔娜 包头市回民中学 武虹霞 二等奖



16FEJG00415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王旭东 杜成龙 侯杰 萨拉齐第二中学 李志强 二等奖

16FEJG00416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崔诚悦 冯承龙 康睿捷 包头市回民中学 董二梅 二等奖

16FEJG00711 山东省 济宁市 高中组 李潇 陈梦航 侯明月 泗水县第一中学 张强 二等奖

16FEJG00712 山东省 聊城市 高中组 徐长恒 李多状 张化博 阳谷县第三中学 樊明涛 二等奖

16FEJG00770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曲凯歌 郭嘉彤 严景文 东营市第一中学 于华荣 二等奖

16FEJG00835 广东省 广州市 高中组 徐颖欣 王天宇 陈沛 广州市玉岩中学 何国安 二等奖

16FEJG00836 广东省 广州市 高中组 朱滢滢 裴珂婧 王泉清 广州市玉岩中学 唐小三 二等奖

16FEJG00040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任昊昊 李永有 周小华 兵团第一师塔里木高级中学 任洁 二等奖

16FEJG00054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陈沛轩 谭孟 陈疆川 兵团第一师塔里木高级中学 张有龙 二等奖

16FEJG00056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刘园生 苏文魁 韩平 第六师五家渠第二中学 徐春夏 二等奖

16FEJG0001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 高中组 
苏来曼·热合木江 塔
依尔·艾力 木斯塔巴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中学 帕孜力·买买提 三等奖

16FEJG00323 浙江省 浙江省 高中组 吴颖杰 陈佳靖 叶玲玲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 金松 三等奖

16FEJG00330 广东省 广州市 高中组 肖海煜 黄言昭 谢婉茜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科学城中学 施容容 三等奖

16FEJG00335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刘江涵 陈秋雨 孙丰禹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尹明哲 三等奖

16FEJG00417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武彥卿  张元杰 杨迦

南
土右旗职教中心 贺敏敏 三等奖

16FEJG00715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段雨晴 王丛丛 李杰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臧代岭 三等奖

16FEJG00032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王华源 冯烨恺 张睿超 徐州高级中学 兰颖 三等奖



16FEJG00055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陈盼盼 刘一昕 彭瑞祥
第六师五家渠第二中学

杨建伟 三等奖

16FEJG00118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夏川奥 夏靖松 卢帮杰 重庆市望江中学校 万平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