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等奖： 
1. 袁欣玥 王娇娇 卞婧   张凌月  
18. 安浩宇  李若菡  李多 乔瑶   熊天乐  付静桐  
57. 张越  董姝雯  马畅  呼熹  贾惠婷   
 
 
一等奖 
12. 杨娜葹 赵黎明  和晓靖 王舒宁 
15. 朱照轩   方杨涵    高媛     
19. 徐佳宁  秦诗玉 罗翔   杜睿凝  钟闵香   
26. 龚瑜彤 董姝雯 
30. 鲁瑞     李玮桐  马贤彪  殷实  王雨桐  卢金秀   
33. 张静 马卓  张景芮  
39. 张恒玮 谢承迅  侯雨辰  鲁羽桐  梅婧媛  高济森  
48. 王蔚然 尹淑楠 张智杰 方舒晗 李佳怡 
53. .梁焱琳  刘洋洋   李然  潘瑞阳  
54. 张帆 杨易 姚倩 阿木尔萨耶  张心蓝 
 
二等奖 
5. 苏瑞 胡泽坤   蔡闻浩 王天语 秦万芯 
7. 李涵玥 杜珺妮  徐小丹 旦增曲珍 
9. 殷仕嘉 陈鸿杰 白天 张毅衡    
10. 杨蕊   艾克本·赛热克  卓香妤  马聪翀 
16. 高冰砚  金瓯  米志远  孙华予  
23. 冯雨菡 张云鹏 何子康 汤建鸿 汪怡琳 彭琛帏 
25. 时文静  黄鑫  
28. 杨艺欣 朱沁瑶 林夏莹 
36. 张雨   何曼  孙钰  高子然 
43. 王婧怡  刘拓辰   吴文博   吴增荣   
49. 傅薇澄  薛蕙若  韩妮   谢璐阳  谢浩文 
50. 廖泽林 陈雨桐 甘棋凤 安乐萍 赵佳颖  
51. 曾纾倩  陈艺瑄  林双喆 
55. 梅驭皓  朱欣怡  黎秋伶  耿雅涵  周子然 
56. 练治非  李子衿  孙彦泽 范瑛    邓清歌 
58. 刘悦妍  刘宇翔  张淼   关博元  陈杰克  
59. 刘宇阳 周婉婷 邓光耀 庄婷婷 黄荷淇 邹佳鑫 
三等奖 
2. 袁成骏  李妍彤  范圣尧  周佳鑫  冯家骅  宁冠宇 
3. 丘佳鑫  周芙蓉 谭涵  罗佩仪 严啟莹  
4. 张佳鑫  刘思齐  苏金芬   杨扬   
6. 马畅  陈昕禹  程慧贞  徐顺敏  
8. 黎焕丽  李海欣  
11. 郭佳璐  李佳静  李佳文  刘珈赫  
 



13. 吕昭华 何添琛   
14. 王思颖  茹奔 石雯雯 牛均予  
17. 蒋文进   叶卓菲  王紫涵  王语欣 刘亚雯   
20. 郑星悦   梁雅慧   
21. 涂倩楠 邹睿婷   
22. 苗一博  项欣然 刘嘉祺  于晨涛  郭婧倬  
24. 祝一宁  李嘉豪  王磊  唐瑞霞  刘杨   
27. 徐韩涵   霍秀清   谭文卓    
29. 卢雯雯  赵芮彤 蒙艳红 朱怡敏 张井  
31. 何鑫蕊 张凡 蓝靖薇 王光素 
32. 刘梦竹  黄诗琦  
34. 杨香琪  高子然（不重复领奖） 
35. 李心研 郭伦当 李玺华 张烜千 
37. 宋慧珠  包越     张紫茹 张一东  林子豪  
38. 万锦贤  戚惟妙  早思颖  安佐宁  
40. 王艺瑾 刘赛伟 汪宁 陈雨桐 姚叶蓉宛 
41. 杨美帆 程伊蕾 徐恒 袁锦榕 梁嘉庆  
42. 刘奕辰  刘孟媛 陆海鑫  左明媛 
44. 杨丝雨  况俣帆 张驰 刘婧睿  
45. 黄长英 鲍昱帆  关凯欣  都庆贺  陈雅欣 
46. 刘勇锋  陈天柱 贾靖奇  金知  张逸葶  
47. 赵羿 林夏莹 
52. 杨雄 张雷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