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团队成员 中学名称 奖项

1 茹波、陈彬杰、董浩建 绍兴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2 胡坤禹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一等奖

3 申志远、刘瑞欢、苏大汇、孙芳营、李肖翠、杨梦欣 嘉祥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4 安子良、张悦、李钰鑫、王鹏业 山东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5 杜明溪、祖俊杰、丁前程、孙杰杰、马冰、宋智 江苏省郑集高级中学 一等奖

6 姜羽珊、罗周丽、梅贝贝 邵阳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7 郭端阳、任寒冰、马逸凡、梁蒲楹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一等奖

8 赵津铫、韩帅、马佳、赵晓辉、马泽恩、石天琳 河北辛集中学 一等奖

9 巩健、张汶燕、杨帆、王文萱、陈文韬、成珍 新泰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10 王瑞 河北枣强中学 一等奖

11 钱川阳、徐杭、唐琛 浙江省淳安中学 二等奖

12 王禹新、谯彬、陈子玲 西乡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13 陈馨荑、李浩文、杨飞 四川省绵阳中学 二等奖

14 赵新丽、孙宏文、范雪洁 临清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15 吴亚飞、王洋洋、路志向、张宇、韩硕、翟浩然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二等奖

16 田军、叶壮、王玮婕、孙铭鑫 枣庄市第八中学 二等奖

17 陈赞旭 沈阳市同泽高级中学 二等奖

18 陆雨、沈孟奇、张耀、刘迪、戚春、轩吴凡 睢宁高级中学（北校） 二等奖

19 王琛、宋俊飞、金莉君 盐城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20 邓逸雯、梁骥业、梁燚彤、申晖、胡锐生、谢杰轩 中山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21 李龙飞、颜玮婷、刘志峰、丁文杰、刘奇、陈宇 宿城第一中学 二等奖

22 丁亮、张清云、姚昊、徐正、李煜涵、刘昱琳 南阳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23 王苏扬、王圆、苏子钧、张宏伟、吴曙光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二等奖

24 王俊泽、方兴旺、兰延飞 甘肃省高台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25 卜一凡、郭璇、马镇涛 太原市清徐县徐沟中学 二等奖

26 王武斌、信佳伟、刘备、唐榕浩、杜奥迪、巩浩天 安徽省砀山中学 二等奖

“镜湖有约•优秀学子中学母校行”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27 孙悦、胡妍、张天旭、姚博 新沂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28 徐振豪、韩飞虎、周东辉、张鸿博 开封市立洋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29 鹿永迪、封召、李政、闫超、孔德天、杜耀 江苏省沛县中学 二等奖

30 张欣妍、刘鑫 七台河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31 黄蕾、饶耿 崇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三等奖

32 叶乐川 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三等奖

33 王钰 烟台经济开发区高级中学 三等奖

34 杨子跃、司守盟、邵文静、杨杰 蓬莱市第一高级中学 三等奖

35 吕汶鑫 临沂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36 孙浩东、王中旭、杨泽旭、张玉洁、张晗 山东省北镇中学 三等奖

37 吴相融、弓震淼 晋中市灵石第一中学 三等奖

38 王研、马可佳 晋中市太谷县太谷中学 三等奖

39 胡志伟、袁超 怀仁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40 范玉虎、许鑫豪 祁县中学校 三等奖

41 尹顺玺、王学宁、张靖彬、赵鹏宇 朔州市朔城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42 朱岳阳、蒋营营、马骏、王济彤、邢佳佳、戴宇程 睢宁高级中学（南校） 三等奖

43 谢紫琪、吴凡 赤壁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44 赵海阳、李桢 长葛市第一高级中学 三等奖

45 高彦康、黄远标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三等奖

46 谢幸福、李凤燕、卞朝法、刘栋霆、熊宇杭、崔荡荡 安徽省灵璧中学 三等奖

47 张欣茹、赵璇琦、许鑫 淮北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48 王灵莉、许克朋、薛猛、刘岩、张鹏、孙壮 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奖

49 王泽泓、方渝钰、钟旭彬、许漫莎、柳文璇、陈浩颍 揭阳第一中学 三等奖

50 陈云华、钟炳毅、王金水、邬静娅 简阳市简阳中学 三等奖

51 董思佳、张佳馨、李进学 咸阳市实验中学 三等奖

52 陈建宇、胡元荏 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 三等奖

53 虞乐建、苏璇 建瓯第一中学 三等奖

54 罗华生 傅炜、罗承源、杨才菊、谢雯雯、马华川 连城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55 刘露、张松柏 巴中市巴州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56 姚畅、刘雅青 库车第二中学 三等奖

57 戴世安、刘洪辰、刘宇、李迪、李聚聪 五莲县第三中学 三等奖

58 龙祖祥 江西省泰和中学 三等奖

59 李素莹、任思颖 四川省双流中学 优胜奖

60 马文、赵新佳、于杰、戚慧志 莒县第一中学 优胜奖

61 王密田、张晓敏、徐志超、张杰、胡慧敏 五莲县第一中学 优胜奖

62 刘金香 鄄城县第一中学 优胜奖

63 徐静 伊春市第一中学 优胜奖

64 吴帆、娄佳培、陈晗、李硕、马港华、徐若恩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优胜奖

65 解天琪、翟浩然、徐兴凯、路正一、杨鑫 宁陵县第一高级中学 优胜奖

66 郭志良、宋婷 大名县第一中学 优胜奖

67 连旭、韩瑞泽、靳雪艺 邯郸市第一中学 优胜奖

68 刘聃、杨思远、陈楠、石佳禄、刘佳兴、潘鑫源 唐山市第一中学 优胜奖

69 高豪 广东信宜中学 优胜奖

70 刘庆杰、黄济瑞 防城港市实验高级中学 优胜奖

71 郭超、王旭东 平凉市灵台县第一中学 优胜奖

72 段虎辰、效汝桢、杨晓蓉、余杰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优胜奖

73 赵忠琦、张鑫、赵宇晨、陈莹、范尚众、李文然、郑文倩 徐州市第一中学 优胜奖

74 潘金禾、任呈瑶、马钰腾、翟一蒙、綦琪、施皓铭 莱州市第一中学 优胜奖

75 刘斓鑫、朱鑫海、张渊、施晓临 焦作市第一中学 优胜奖

76 张静、高志远、王琳 延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优胜奖

77 孙亚楠、高勃、刘栓栓、薛洁、王娴、王帅、王博文 陕西省榆林中学 优胜奖

78 严蓝霆、朱添、袁秋萍、毕玥 安徽省繁昌第一中学 优胜奖

79 赵友萍 白山市第二中学 优胜奖

80 徐焱亮 严州中学新校区 优胜奖

81 许帅博、王周建、黄雪林、张政廉 扶沟县高级中学 优胜奖

82 郑欣睿、王原 三原县北城中学 优胜奖

83 张佳伟、张力元 郯城第一中学 优胜奖

84 刘灿、王成运、刘聪、高原、耿新泰 邹城市第二中学 优胜奖



85 刘清溪、赵纯 运城市闻喜县第二中学 优胜奖

86 吴鸿翔、陈思萌、刘宗毅、胡译月 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优胜奖

87 葛宇行、陈子贤、冒慧 新海高级中学 优胜奖

88 罗天柱、张德华 衡阳市第一中学 优胜奖

89 邱彦靓、朱鹏森、张璞 焦作市武陟县第一中学 优胜奖

90 陈泽宇 罗山高级中学老校区 优胜奖

91 丁锦扬、温蔡璐 福建省上杭县第一中学 优胜奖

92 陈长龙、刘翀凌、陈峒任、徐满睿 宁德第一中学 优胜奖

93 尚义礼、郝一鸣、李世杰、韩链锋、李超然、杜志松 阳泉市盂县第一中学 优胜奖

94 侯秀英、乔枫、张翔宇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优胜奖

95 宋泽坤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优胜奖

96 杨恩权、高金美、李彤 凤庆县第一中学 优胜奖

97 向杨俊钰、戴万富 洪江市黔城镇芙蓉中学 优胜奖

98 周苏西 江西省南城一中 优胜奖

99 向治怡、宋晗、赵丽萍、郑欣 四川省阆中中学 优胜奖

100 曾庆发、林大治、欧映厦 广西藤县中学 优胜奖

101 徐碧悦 岐山高级中学 完成

102 冯瑞祥、何前进、肖雪丽 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 完成

103 王俊 泸州市高级中学校 完成

104 税正果 射洪县柳树中学 完成

105 李果、刘文、冯磊、苟鹏 四川省巴中中学 完成

106 张艺清 乐山外国语学校 完成

107 张子睿、石海阳 肥城市泰西中学 完成

108 李苏苏、于洋 威海市第二中学 完成

109 张焕杰 利津县第二中学 完成

110 赵悦琳、王子涵 蒙阴第一中学 完成

111 王立鹏、李鸿哲、林博伟 聊城市第三中学 完成

112 叶乃兴 青岛市胶州实验中学 完成

113 杨凡凡、张念斌 岚山第一中学 完成



114 李炜煜 大同市第二中学校 完成

115 张慧敏、李晓薇、宋雅婧、郝光超 介休市第一中学 完成

116 刘昕斐、张蓉、尚超、刘荣鑫 朔州市第一中学 完成

117 王浩楠 介休市第十中学 完成

118 韩丽敏 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 完成

119 周鹏赫、陈立军 新惠中学 完成

120 金陶沙、胡文蕊、崔广振、王佳琪、陈祎、林小婷 赤峰市第二中学 完成

121 李烨、季小童、安东琪、卢阳、赵雅婷、赵祎玮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完成

122 李东霖、兰东昊 抚顺市第二中学 完成

123 郑焱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完成

124 关欣、张浩 大同市第二中学 完成

125 张琦灵、陈鹏羽、李迪、郭雨晴、吴宇晴 运河中学（东校区） 完成

126 付翱、许怡、陈俊、付水源、杜胜杰 仙桃市第一中学 完成

127 旷文君、黄文怡 宜昌市葛洲坝中学 完成

128 陈林浩、任孟极 河南师大附中 完成

129 魏萌、李琦、魏萌、马啸天 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完成

130 孙朝阳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完成

131 杨泽伟、陈明洋 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 完成

132 揣兴 郑州第七十四中学 完成

133 李明远、卞灿灿 永城市高级中学 完成

134 张亚雪、徐刚、田艳文 邢台市第一中学 完成

135 李卿、赵耕廷、刘佳慧、张鑫洋、常颖慧、酒远 沧州市第一中学 完成

136 刘俊良 顺德第一中学 完成

137 李扬 韶关第一中学 完成

138 郑淼、郑淼、杨剑新、林铭娴 福建省仙游县第一中学 完成

139 汪鹏程 安徽省桐城中学 完成

140 谢伟、昝树松、张思梦、储涛、程剑、郭明慧 安庆市潜山县野寨中学 完成

141 叶林宗、徐云峰、武毅 庐江第二中学 完成

142 孙俊倡、徐运钱、宣善奇、吴可欣、管磊、蒋怡然 肥东县第一中学 完成



143 王正宇、李旭鑫 攸县第一中学 完成

144 于普、李铁男 洮南市第一中学 完成

145 张思扬、韩雨飞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完成

146 刘珈佑、郭航、赵银风、杜博文、张佳驰、叶博文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完成

147 田孟明 织金县第一中学 完成

148 申兵阳、王湛 通许县实验中学 完成

149 窦娜、白茹莹 固原田家炳高级中学 完成

150 蔡馨 唐徕回民中学 完成

151 王翔、朱鑫伟、谈婷婷 格尔木市第二中学 完成

152 贺胜、刘萍 眉山中学 完成

153 李松、肖垒 十堰市郧阳中学 完成

154 董正鑫、刘玮、纪硕、于娅娜 即墨市实验高级中学 完成

155 史鹏聖、缪朝、李进 保定外国语学校 完成

156 张津菁、潘玉灵、李展志 犍为第一中学 完成

157 王昊斌、郑茜 呼和浩特市敬业中学 完成

158 李峰 榆中县第一中学 完成

159 王新苗、李鑫正 西安市西光中学 完成

160 欧厉行、张子璇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完成

161 吴淑慧、王子怡、翟业超 昔阳县中学校 完成

162 杨瑶瑶 桦甸市第四中学 完成

163 石荣宽、郑兴嘉、丁有艺 六盘水市第二中学 完成

164 陈诚、段珂 安徽省滁州中学 完成

165 张昕、张婧逸 杨舒乙 太原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完成

166 许云涛、殷凡 苏州市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完成

167 徐小芳、张馨予 宝鸡石油中学 完成

168 陈中奇、王硕、周天一、陈德宝 邹城市第一中学 完成

169 丁郁葱、王准、付立敏 莱芜市第一中学 完成

170 杨舒涵、杨中树、孙绍翔、马毓含 吉林市第一中学 完成

171 刘通、祖探、史毛宁、王熙玄 宿州第二中学 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