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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Brain	Bee脑科学大赛	
地区赛获奖名单及全国赛晋级名单	

	
说明：	
1、全国共有 154所学校的 1514名学生报名参加 2019年 Brain	Bee脑科学大赛地区赛
（含 Junior组）。各赛区一、二、三等奖获奖名单见下文。	
2、经过地区赛选拔，共有 321名学生晋级本年度全国赛（含 Junior组 81人）。姓名
前标注星号（*）者为晋级全国赛学生。晋级名单中，100个名额根据全国所有参赛学
生分数由高到低录取，200个名额根据各赛区参赛人数按比例分配给各赛区、按照各
赛区学生分数由高到低录取	。因有并列分数，且保证第一次组织地区赛、参赛人数较
少的赛区至少有一人参加全国赛，最终晋级全国赛总人数为 321人。	
3、如有个别晋级学生因故无法参加全国赛，此名单不再做增补。	

	
安徽赛区	
	
一等奖	
*方思琦	合肥一中	
	
二等奖	
*杨芊里	合肥一中	
*陈柔伊	合肥一中	
	
三等奖	
*陈宝琪	合肥一中	
*黄莞尔	合肥一中	
方颖	合肥一中	
陈思涵	合肥一中	
陈欣	合肥一中	
马逸菲	合肥一中	
	
	

北京赛区	
	
一等奖	
*孟舒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宋逸东	北京市十一学校	
*林靖云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邹松运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曾子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马怡然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王家蕊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王妍苏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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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家瑞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张轶	北京市十一学校	
*范迪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刘美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郭⾬薇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李奥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二等奖	
*廖珈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刘雨菲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辛睿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孙雪骐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朱其晟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姜一茗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袁佳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史紫宸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刘若川	北京乐城国际学校	
*赵桐	北京乐城国际学校	
*马轻禅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李婧文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田心仪	北京中学	
*孙美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孙世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严晓萱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Michael	Jiang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王嘉宁	北京四中	
*吴雨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冯颖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张睿馨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吴天贺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	
	
三等奖	
*扬帆	北京市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田恬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刘含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王思诚	北京市十一学校	
*康乐浥	北京市十一学校	
*胡宽宽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王思琢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郝祎言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赵珊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王敬瑶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吴文博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王禹琪	北京市十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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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依璘	北京市十一学校	
*刘唯灼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周浩宇	北师大二附中国际部	
*杨澍辰	北师大二附中国际部	
*毛婉婷	北师大二附中	
*刘霄阳	北京市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卜辛鑫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孙雪骐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王弈桥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李文琪	北京四中	
*田畅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李若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任畅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倪赫远	北京四中	
王静仪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王屺阳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小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刘雨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钟泽霖	北京市十一学校	
周阳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王一帆	北京四中	
赵泽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刘怡尧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陈博锐	北京市十一学校	
陶欣迪	中国⼈民大学附属中学	
袁悦铭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张天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庞钤月	北京一零一中学国际部	
李彦霖	八一学校国际部	
闫若玉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冯欣怡	北京四中国际课程佳莲校区	
曹非	北京哈罗英国学校	
谢安琪	北京四中	
	
北京 Junior组	
	
一等奖	
*刘乐之		北京鼎石学校	
	
二等奖	
*王麦豆		北京鼎石学校	
*郭朋峻	北京鼎石学校	
	
三等奖	
*许译文	北京鼎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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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昂	北京鼎石学校	
	
	

重庆赛区	
	
一等奖	
*郭牧飞	南开中学	
*方轲翔	巴蜀常春藤	
	
二等奖	
*熊飞逸	南开中学	
张蓝心	南开中学	
谈铮	南开中学	
	
三等奖	
董婉清	巴蜀常春藤	
吴昊霖	重庆外国语学校	
黄奕茜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朱沛禹	巴蜀常春藤	
李佳璐	南开中学	
	
	

广东赛区	
	
一等奖	
*毛瀚燚	深圳中学	
*陈旻婧	广州外国语学校	
*吴越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严奕宁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陈映蓉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李佳琪	万科梅沙书院	
*李煜楠	ULC剑桥国际高中	
	
二等奖	
	
*王思敬	广州外国语学校	
*周雨桐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赵翼航	深圳中学	
*刘芊希	珠海德威国际高中	
*黄美黎	万科梅沙书院	
*黄俊森	万科梅沙书院	
*张紫妍	深圳中学	
*郑名哲	深圳中学	
*黄馨宁	深圳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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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澄	广州外国语学校	
*彭安蕾	美伦国际学校	
*卢南燊	广东碧桂园学校	
*陈思颖	广州市真光中学	
*高霓	广州英东美式中学（NCPA）	
*汤翌艺	深圳高级中学	
*林天庥	讯得达国际书院	
	
三等奖	
*刘雅瑄	讯得达国际书院	
*桑阡植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王艺霖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徐依依	万科梅沙书院	
*黄悦桐	广东碧桂园学校	
*唐恬	深圳外国语学校	
*朱丽莎	美伦国际学校	
*秦宪微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霍玥丹	美伦国际学校	
*黄际如	广东碧桂园学校	
魏辰珂	广东碧桂园学校	
喻科涵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郑牧溪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肖友健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段志杰	深圳高级中学	
韩颖婷	万科梅沙书院	
袁禾雨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陈研	深圳中学	
程梓轩	万科梅沙书院	
林雨真	深圳中学	
陈俊华	讯得达国际书院	
杨晓阳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王睿彬	深圳中学	
刘俞辰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汤思宇	讯得达国际书院	
雷岷锟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广东 Junior组	
	
一等奖	
*罗毅坤	深圳市百合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张旭		深圳市百合外国语学校	
*曾小钊	深圳市百合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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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曾敏学	深圳市百合外国语学校	
钱俊辰	深圳贝赛思国际学校	
	
	

广西赛区	
	
一等奖	
*原丛俊	南宁二中国际部	
	
二等奖	
*何雨薇	南宁二中国际部	
*曾农千子	南宁二中国际部	
*杨斯茜		南宁二中国际部	
	
三等奖	
冉旭	南宁二中国际部	
何治良	南宁二中国际部	
李滨豪		南宁二中国际部	
李陈永鹏		南宁二中国际部	
廖宛娴	南宁二中国际部	
	
广西 Junior组	
	
一等奖	
*宾鑫源		南宁滨湖路小学山语城分校	
	
	

河南赛区	
	
一等奖	
*秦文硕	郑州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吕尚泽	郑州外国语学校	
*王司图	郑州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刘家杰	郑州外国语学校	
姜雨辰	郑州外国语学校	
	
	

湖南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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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黄子墨	宁乡市碧桂园学校	
	
二等奖	
*黄可依	长沙市雅礼中学国际部	
*张驰	长沙市雅礼中学国际部	
	
三等奖	
伍子轩	长沙市雅礼中学	
缪玥		长沙市雅礼中学国际部	
何雅轩		长沙市第一中学	
叶梓			长沙市雅礼中学国际部	
张文姝	长沙市长郡中学 AP课程中心	
	
	

湖北赛区	
	
一等奖	
*梅曦予	武汉华师一	
*陈超	武汉三中	
	
二等奖	
*王佳宁	武汉六中	
*唐翊旻	武汉六中	
*田书语	武汉六中	
*杨晨茜	三牛中学	
	
三等奖	
汤寓雅	三牛中学	
尹悦童	武汉六中	
王成蹊	武汉六中	
黄小栩	三牛中学	
彭丽雯	三牛中学	
叶止轩	武汉六中	
赵妙佳	武汉六中	
殷晗棋	武汉六中	
胡耕实	三牛中学	
谭钧天	三牛中学	
	
湖北 Junior组	
	
一等奖	
*叶楷文	武汉外校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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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赛区	
	
一等奖	
*徐怀瑾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夏凡越	南京外国语学校	
*郑苏芸	常州外国语附属双语学校	
*王希	苏州创新博培学校	
*沈芳悦	南京外国语学校	
*陆健文	江苏省苏州中学	
	
二等奖	
*顾馨悦	南京外国语学校	
*王文筠	扬州中学	
*杨潇潇	南京市金陵中学	
*杨成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俞懿珊	南京外国语学校	
*殷天馨	苏州德威国际学校	
*刘雨辰	南京外国语学校	
*顾佳雯	苏州枫华学校	
*叶骐瑜	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	
*彭逸轩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林裔杰	南京市金陵中学	
	
三等奖	
*刘诗喆	江苏省苏州中学	
*陈璐欣	苏州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马梦筱	THOMAS	JEFFERSON	SCHOOL	
*苏俊达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成羿	江苏省天一中学	
*刘俊阳	苏州北美国际高级中学	
*伏宇涵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廖怡晨	苏州德威国际学校	
张润禾	苏州德威国际学校	
谈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袁方乔	南京市金陵中学	
季莹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江兰馨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李自怡	苏州德威国际学校	
梁家豪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姚静雯	南京外国语学校	
傅政杰	南京外国语学校	
	
江苏 Junior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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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杨思妤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孙菘均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周琪一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李智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李恩熙	苏州枫华学校	
*顾佳熠	苏州北美外国语学校	
*廖楚为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汤亦峰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吴民涛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许天成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陆一逊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徐明诚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殷玥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陈麒羽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郑宇轩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吴俊宇	苏州北美外国语学校	
*陈庭轩	苏州北美外国语学校	
*沈寄翀	苏州枫华学校	
	
三等奖	
廖泊伊	苏州枫华学校	
李天乐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张景灏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葛俊喆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金家祺	苏州北美外国语学校	
成德康	苏州北美外国语学校	
吴建达	苏州枫华学校	
门良京	苏州枫华学校	
华昱涵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杨淇喆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王子鼎	苏州枫华学校	
陈海烨	苏州北美外国语学校	
曹天悦	苏州北美外国语学校	
吕成	苏州北美外国语学校	
盛子希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唐人佳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钦蔚文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秦赵逸凡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奉霖润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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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赛区	
	
一等奖	
*郭立均	山东省青岛市第五十八中学	
*张涵	济南外国语学校三箭分校	
	
二等奖	
*王慧丽	济南外国语学校三箭分校	
*石亦辰	济南外国语学校三箭分校	
	
三等奖	
*辛悦榕		济南外国语学校三箭分校	
曹雅文		济南外国语学校三箭分校	
彭余长欣		济南外国语学校三箭分校	
刘嘉一	山东省青岛市第五十八中学	
	
山东 Junior组	
	
一等奖	
*韩乐山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二等奖	
*魏思远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张姝钰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肖正旭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三等奖	
徐惜光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刘锐颖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战江楠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谢松林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毕树青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上海赛区	
	
一等奖	
*苗准	上海市平和学校	
*赵一陶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宋悦琪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金曼清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谢子妍	上海市平和学校	
*涂雯欣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朱雨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11	

*朱烨玄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杨文奇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王若阳	上海市平和学校	
*唐嘉荷	上海市建平中学	
*刘苑泽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赵允一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二等奖	
*俞欣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刘苡伶	上海中学国际部	
*贝依阳	上海中学国际部	
*吴家祺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刘晓雯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朱岳喆炫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东校	
*张楠笛	上海市建平中学（北校区）	
*郑嘉乐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陈雨佑	上海中学国际部	
*杨乔安	上海市平和学校	
*朱添豪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黄婧颖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吉筱萱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胡廷萱	上海中学国际部	
*韩天奕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蒋枫怡	上海中学国际部	
*陈肇熙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陈楮墨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吴优	上海市平和学校	
*何刘劼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许雯清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施行轩	上海中学国际部	
*张尔冬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余雨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张嘉益	上海中学国际部	
	
三等奖	
*王昆仑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卢迪	山东省潍坊一中	
*陈奕帆	Ulink	College	of	Shanghai	
*敖怡诺	西南位育中学	
*叶欣羽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李夏雨	上海市平和学校	
*陈尔真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刘飞扬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王舒艺	Ulink	College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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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云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陈令予	上海中学国际部	
郭凌云	上海市平和学校	
雷兰昕	Ulink	College	of	Shanghai	
陈由骏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陈宣羽	上海中学国际部	
丁淑恒	上海市建平中学	
程瑞阳	美国诺科学校上海分校	
张潇萱	上海市建平中学（北校区）	
韩步尘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邹吉杨	上海中学国际部	
何杨博雅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包楚晗	上海市平和学校	
韩佳栾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支怡然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刘凯闻	上海中学国际部	
张馨宜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沈雨濛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王笑妍	上海市平和学校	
张晓妍	上海市平和学校	
	
上海 Junior组	
	
一等奖	
*游敬恩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丁志远	上海中学国际部	
*吴博奕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陈乐一	上海中学国际部	
*马玥宬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陆韦妙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郭有唐	WLSA新竹园国际理解教育实验项目	
*姚懿恬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陈俞果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魏泽源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二等奖	
*张修齐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孙媛心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李劼澄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沈佳晔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孙浩涵	上海中学国际部	
*胡天皓	上海中学国际部		
*郑悦琳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柯研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江奕珲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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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峻祎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朱伊嘉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赵康延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张瑞枫	上海金山区世界外国语学校	
*张邸融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宋子熙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三等奖	
*向函驿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曹廷锴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秦立伦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姚远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常云祺	上海中学国际部	
李心琰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顾楚阳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胡珺奚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丛煜宸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吴彦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李东昂	上海中学国际部	
周靖淳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顾凯文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黄致清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张卓妍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卢家熹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吴泓毅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吴旻睿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秦绍杰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马千恒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应悦佳	市北初级中学		
林欣慧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陈颢文	上海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	
吕维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陆奕辉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鲁安予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何雨童	上海市育才初级中学	
	
	

陕西赛区	
	
一等奖	
*王俊琪	西安铁一中国际部	
*李涵蕾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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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轩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薛子钰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高一喆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王景臻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三等奖	
*罗坤生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陈力哲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中学	
*吕彦丞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刘威剑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张若琳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苏若琪	西安铁一中国际部	
*张芷浩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严钰涵	西安高新一中国际课程班	
	
陕西 Junior组	
	
一等奖	
*蒋季洋	大学南路小学	
	
	

四川赛区	
	
一等奖	
*宋思辰		树德国际部	
	
二等奖	
*石笑瑞	树德国际部	
*陈以诺	七中林荫	
	
三等奖	
*李洁	成都外国语学校	
*吴睿	石室天府	
杨紫诺	树德国际部	
付攀荟	石室天府	
陈居捷	树德国际部	
黄小芮	树德国际部	
孙宠贺	树德国际部	
	
四川 Junior组	
	
一等奖	
*谢铠舟	天府第七中学	
*李雨桐	天府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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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周煦媛	双林小学	
*戴仕扬	天府第七中学	
*廖家民	天府第七中学	
*张城诚	天府第七中学	
*秦杰	天府第七中学	
	
三等奖	
*朱奕潼	天府第七中学	
*潘思颖	天府第七中学	
宋驭池	天府第七中学	
邓雅之	天府第七中学	
杜昭希	成都高新区锦晖小学	
朱梅可芸	天府第七中学	
陈渝锦	天府第七中学	
	
	

天津赛区	
	
一等奖	
*孙语弦	天津南开中学	
	
二等奖	
	
*玛苏壤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吴昊洋	UWC	联合学院	
崔志美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三等奖	
王骁萱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	
张畔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熊紫吟	天津新华中学	
王韵诗	辽宁省实验中学	
谢彤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路子卓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李牧宸	辽宁省实验中学	
范潇媚	辽宁省实验中学	
白怡桐	大连美国学校	
杨景亦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	
	
天津 Junior组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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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扶尧	天津法拉古特国际学校	
	
二等奖	
李子昂	天津法拉古特国际学校	
	
	

浙江赛区	
	
一等奖	
*翁亦豆	江西师大附中	
*胡永婕	福州一中	
*应苗	金华一中	
*许杰锐	福州一中	
*黄瑜	福州一中	
	
二等奖	
*徐三三	金华一中	
*龚方正	金华一中	
*章舒然	中国常熟世界联合学院	
*俞冰树	金华一中	
*杜青朔	杭州市第十四中学	
*唐梅令	杭州外国语中学	
*徐辰锐	金华一中	
*叶一诺	金华一中	
	
三等奖	
*周卓翔	金华一中	
*卢怡然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吴雪宁	宁波效实中学	
*杨一林	福州一中	
*吴润天	福州三中	
*罗大维	福州一中	
*周子恺	宁波效实中学	
*董嘉懿	宁波效实中学	
*王恩睿	杭州外国语中学	
*沈科桦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杭州橄榄树学校	
周思妤	宁波效实中学	
刘艾嘉	杭州外国语中学	
唐梓中	杭州市高级中学	
	
浙江 Junior组	
	
一等奖	
*陶宇奇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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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航瑜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王之盛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冯林洋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周琛哲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二等奖	
*孙依红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陈雨沁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龚蕴之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张煜涵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翁愚泽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汪瀚霆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朱骊宇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张艺馨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富倪阳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王锦辉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三等奖	
范馨元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王如意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王锦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范家乐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齐伟妙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许墨妍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俞抒青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李乾清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曾思媛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吴焱梃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刘海忠	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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