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区、市  姓名 所在学校

湖南省 陈一乐 湖南师大附中

湖南省 王   斌 长沙市长郡中学

湖南省 贺一轩 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张文龙 长沙市雅礼中学

湖南省 郭泳驿 长沙市长郡中学

湖南省 李昕昊 长沙市长郡中学

湖南省 徐铂林 湖南师大附中

湖南省 邓嘉萌 长沙市长郡中学

浙江省 林  欢 杭州第二中学

湖南省 欧阳代为 长沙市南雅中学

湖南省 沈  适 长沙市长郡中学

河北省 张子琦 衡水第一中学

湖南省 蔡楚汀 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何诗晴 湖南师大附中

四川省 雷之韵 成都市第七中学

河北省 祁天睿 衡水第一中学

湖南省 王泽雨 长沙市雅礼中学

北京市 高靖松 北京市十一学校

山东省 王  寒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浙江省 杨朔凯 杭州第二中学

湖南省 王轶晗 长沙市长郡中学

浙江省 周毅京 杭州第二中学

广东省 柯  瀚 深圳中学

吉林省 孙  源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湖北省 雷哲轩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广东省 刘丰源 深圳中学

吉林省 才智赫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河北省 王天源 河北衡水中学

北京市 刘昱坤 北京市十一学校

山东省 王帅宇 东营市广饶一中

北京市 陈起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河北省 张世迁 衡水第一中学

山西省 钱熙来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四川省 侯  涵 成都市第七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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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彭  灿 鹰潭市一中

河北省 王浩然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张景熙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山西省 焦宇晨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湖南省 李湘豪 长沙市长郡中学

湖北省 黄政凯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陕西省 曹煜恒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浙江省 胡奕潇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福建省 艾宇旸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陕西省 吴宇飞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江苏省 曹宇辉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四川省 廖胤珲 成都市第七中学

广东省 韦宗乐 深圳中学

吉林省 张  弨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湖南省 肖  维 宁乡县一中

山东省 邹梓昊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浙江省 戚博闻 浙江省镇海中学

湖北省 董浩然 武汉市武钢三中

陕西省 赵京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天津市 王士博 天津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李宇轩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上海市 邱胤越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山东省 周意凡 山东省实验中学

重庆市 王  淦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吉林省 孙旭洲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陕西省 赵一凡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安徽省 马亦然 合肥市第八中学

浙江省 莫怡青 杭州第二中学

浙江省 江意达 杭州学军中学

吉林省 李晟永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辽宁省 李乘宇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湖北省 周学兴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山东省 赵悦华 东营市广饶一中

四川省 王翼嵩 成都市第七中学

山西省 张一帆 山西榆次第一中学校

辽宁省 李炳其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 曲清韵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浙江省 蒋  柘 杭州第二中学

湖南省 崔炼为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湖北省 周一川 武汉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丁  聪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山东省 张有弛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北京市 周子晖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温子扬 北京市十一学校

北京市 邱子龙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四川省 周俊杰 成都市第七中学

吉林省 李嘉禾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上海市 姚玖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广东省 徐子昱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吉林省 韩沐天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福建省 魏旭炎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浙江省 蔡奕腾 杭州第二中学

湖南省 高铭齐 长沙市雅礼中学

江西省 陈子扬 余江一中

辽宁省 王明昊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北京市 张佳晨 北京市十一学校

重庆市 张文豪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浙江省 昌珺涵 杭州第二中学

北京市 徐海博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江西省 杨劲祺 鹰潭市一中

辽宁省 朴灿国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湖北省 罗宇程 武汉市第二中学

陕西省 孙舒宇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河北省 王宇涵 河北衡水中学

陕西省 王开新 西安市铁一中学

山东省 严  锦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安徽省 杨国庆 芜湖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张舒钧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四川省 伍天一 成都市第七中学

江苏省 张宇昊辰 江苏省天一中学

湖北省 尤书恒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海南省 陈卓尔 海南中学

陕西省 王禹菲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江西省 吴镕凯 余江一中

河北省 徐若森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潘高翔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吉林省 张  钤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浙江省 汪肇兴 杭州第二中学

辽宁省 杨正浩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四川省 董晋汐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广东省 宗  毅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四川省 刘作杰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 胡俊杰 南宁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陈以恒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广东省 聂翊宸 深圳中学

安徽省 杨昌赫 宣城中学

天津市 于泓喆 天津市新华中学

浙江省 周海森 浙江省富阳中学

北京市 邹家航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河北省 陈子星 唐山市第一中学

湖北省 朱林峰 湖北襄阳市第五中学

北京市 黄逸帆 北京市第五中学

福建省 赖昕铭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广东省 运嘉凡 佛山市第一中学

湖北省 郑子涵 武汉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张泽岳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四川省 聂振宇 成都市第七中学

广东省 王泽锟 深圳中学

江苏省 张靖阳 南京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黄逸飞 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

安徽省 孙  硕 合肥市第一中学

江苏省 范文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 陈祖杰 上海市上海中学

河北省 冯天翼 衡水第一中学

天津市 吴昊翔 天津市第一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  钦 南宁市第二中学

重庆市 李昊昆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江西省 高  原 九江市一中

山西省 杜浩德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重庆市 薛烨扬 重庆南开中学校



江苏省 沙博文 江苏省南通中学

四川省 范顺鑫 绵阳中学

安徽省 夏文卓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上海市 王雨涵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吉林省 孙理博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陕西省 杨博睿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四川省 孙  琳 绵阳南山中学

安徽省 宗德辉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东省 宁  辉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山东省 韩宗畅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陕西省 田佳明 西安市铁一中学

陕西省 何睿哲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河北省 贺超伟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重庆市 谭麟峰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辽宁省 刘乃夫 东北育才学校

安徽省 杨尧智 合肥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刘茗锦 衡水第一中学

江西省 赵俊轩 鹰潭市一中

安徽省 刘文睿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江苏省 李木子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江苏省 钱  笑 江苏省扬州中学

安徽省 朱天宇 淮北市第一中学

江西省 吴  岳 鹰潭市一中

山西省 邵乾真 太原市第五中学

浙江省 莫文韬 杭州学军中学

重庆市 杨天怡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上海市 汪燠欣 上海市上海中学

江西省 陈子昂 鹰潭市一中

四川省 罗云蔚 绵阳中学

广东省 乔嘉豪 深圳中学

辽宁省 王世豪 东北育才学校

河北省 杨金磊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湖北省 周志竞 湖北省黄冈中学

天津市 李翼龙 天津市耀华中学

河南省 马  畅 郑州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郑卜航 河南省实验中学

河南省 张信宇航 郑州外国语学校



辽宁省 董宇哲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山东省 张浩翔 东营市广饶一中

重庆市 王樱岚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天津市 邹雅诗 天津市南开中学

陕西省 吕金泽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山东省 赵文硕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吉林省 范瀚允 吉林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王晨瑜 郑州外国语学校

山东省 刘宇琦 东营市广饶一中

浙江省 陈洲荐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湖北省 但浩文 湖北省荆州中学

北京市 郭昕哲 北京第四中学

天津市 任宇祥 天津市实验中学

重庆市 何明阳 重庆南开中学校

广东省 林钰龙 广东湛江一中

重庆市 冯理熙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江西省 喻承昊 高安中学

天津市 邓雅方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季新源 天津市第一中学

陕西省 刘雁翔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陕西省 田心语 西安市铁一中学

上海市 张乐奕 上海市上海中学

湖北省 於  宙 黄石市第二中学

吉林省 李宇琛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安徽省 江天啸 合肥市第一中学

安徽省 侯一鸣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山东省 王其峻 齐河县第一中学

福建省 游  威 莆田第一中学

山西省 薛鑫平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天津市 钱希宁 天津市耀华中学

陕西省 王昊元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甘肃省 何恩德 西北师大附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钟兴鸿 柳州高级中学

上海市 张天一 上海市七宝中学

吉林省 张逍遥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戴元昊 新疆兵团第二中学

河南省 王渊博 郑州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 柴  昊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天津市 刘斯元 天津市南开中学

江苏省 施朱鸣 江苏省启东中学

四川省 张宇明 成都市第七中学

福建省 吕  航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北京市 白云柯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河南省 宋家鹏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李学晨 郑州外国语学校

北京市 于  是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安徽省 程毅然 淮北市第一中学

北京市 吴明辉 北京市十一学校

河南省 陈子康 郑州外国语学校

上海市 张江山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安徽省 张一鸣 淮北市第一中学

重庆市 彭俊钦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山东省 张洪原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河南省 焦天弈 郑州外国语学校

江苏省 吕苏翔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江苏省 芮璟星 南京市金陵中学

上海市 张  钺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湖北省 江卓亚 武汉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吴  旭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廖天铭 南宁市第三中学

安徽省 李欣雨 淮北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蔡  博 郑州外国语学校

上海市 唐泽泓 上海市七宝中学

江苏省 曹一夫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福建省 林  蔚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 刘锦成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安徽省 邱  畅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上海市 鞠成威 上海市吴淞中学

黑龙江省 王三一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福建省 李耀隆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上海市 张昊钦 上海市上海中学

江西省 颜  涛 上饶中学

黑龙江省 刘岳崧 大庆实验中学

                           三等奖



天津市 张天一 天津市第一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展梓栋 新疆兵团第二中学

山西省 张哲源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江西省 夏金齐 九江市一中

广东省 张锦尧 深圳中学

河北省 常鹤翔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山西省 王浩哲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广东省 李哲威 广东湛江一中

甘肃省 魏玉禧 西北师大附中

山西省 张凯华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辽宁省 宁澜淇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重庆市 董  硕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云南省 马  克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重庆市 杨艾琳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江西省 肖理中 吉安市一中

海南省 杨礼铭 海南中学

江西省 冯  麟 余江一中

河南省 郭佳兴 郑州外国语学校

山西省 刘  夏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 邓乐华 江苏省苏州中学

山西省 刘洪池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关伟强 大庆实验中学

甘肃省 柴子炜 天水市一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 马仕镕 南宁市第二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陈  磊 南宁市第三中学

上海市 李品涛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叶一然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辽宁省 刘麟轩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甘肃省 李滕辉 西北师大附中

山西省 李  莎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 戴昊天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张远铭 南宁市第三中学

河南省 李鸿基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张斐然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昌昊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 白光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罗亦华 南宁市第三中学



福建省 许佳扬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源出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王耀章 鄂尔多斯市一中

黑龙江省 由远迪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澳门特别行政区 李浩源 濠江中学

澳门特别行政区 宋小军 陈瑞祺永援中学

黑龙江省 孙博洋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王鲁新 新疆兵团第二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大勇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胡耀文 鄂尔多斯市一中

甘肃省 叶得濠 民勤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 杜政彤 杜政彤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英迪 南宁市第二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杨译茗 南宁市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刘晰鸣 宁夏银川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 邢思敏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张思浩 宁夏银川一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李冠临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 李佳议 大庆实验中学

甘肃省 王一帆 西北师大附中

云南省 冯馨月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廖智钊 宁夏银川一中

黑龙江省 田允晴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云南省 易乐智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甘肃省 王玉明 西北师大附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 胡  正 银川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寇轩东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谢世杰 银川市第二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许高眸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

云南省 何  旷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澳门特别行政区 张钧豪 濠江中学

海南省 李凤仪 海南中学

澳门特别行政区 谢朋峰 镜平中学

云南省 刘晧岩 昆明第八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陈子贤 宁夏银川一中

澳门特别行政区 林逸飞 培正中学

澳门特别行政区 许世杰 濠江中学



澳门特别行政区 张燕宝 镜平中学

澳门特别行政区 杨钰鑫 镜平中学

甘肃省 刘  璐 天水市一中

贵州省 谢荣伟 贵州省贵阳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刘  奇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马宇辰 鄂尔多斯市一中

内蒙古自治区 王宇祺 包钢一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冯圣杰 宁夏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静钰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云南省 曹琬晴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云南省 杨  柯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云南省 陈致远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