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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办基〔2017〕26 号 

 

 

2016

 

 

各县（市、区）教育局，浙南产业集聚区文教体局，市局直属中

小学：  

根据《关于做好 2016 学年市级中小学“优秀学生”“先进班

集体”推荐工作的通知》精神，经审核，评定温州市实验小学六

（6）班徐言午等 1433 名同学为市级优秀学生，温州市新田园小

学五（3）班等 179 个班级为市级先进班集体。具体名单见附件。 

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和班集体再接再厉，开拓进取，再创佳绩。

希望全市中小学以先进为榜样，进一步改进德育工作，加强班集

体建设，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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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6 学年市级中小学优秀学生名单 

2.2016 学年市级中小学先进班集体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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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共 1433 名） 

 

一、直属学校（105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徐言午 温州市实验小学 六（6）班 

2 王艺璇 温州市实验小学 六（7）班 

3 叶易轩 温州教师教育院附属学校 五（2）班 

4 陈皙澍 温州市籀园小学 五（1）班 

5 刘谨畅 温州市籀园小学 五（1）班 

6 陈劲恺 温州市籀园小学 六（3）班 

7 付子杭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五（4）班 

8 竺子乔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九（4）班 

9 林子航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七（1）班 

10 王  楠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八（6）班 

11 温品越 温州市第二中学 八（18）班 

12 滕  君 温州市第二中学 八（18）班 

13 潘罗雅 温州市第二中学 八（10）班 

14 张铭窈 温州市第二中学 八（17）班 

15 金格羽 温州市第三中学 八（8）班 

16 陈家汝 温州市第三中学 九（2）班 

17 董诗宇 温州市第四中学 九（6）班 

18 谢知辰 温州市实验中学 七（6）班 

19 陈子瑜 温州市实验中学 八（4）班 

20 朱家启 温州市实验中学 八（6）班 

21 方  程 温州市实验中学 九（12）班 

22 戴辰好 温州市实验中学府东分校 七（16）班 

23 潘芷宁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八（8）班 

24 金翊涵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七（10）班 

25 鲁莺祺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八（5）班 

26 孙  奕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九（7）班 

27 蔡旱雨 温州市第八中学 八（2）班 

28 赵瑜涵 温州市第八中学 九（5）班 

29 李芷妍 温州市第九中学 九（5）班 

30 王  度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九（11）班 

31 麻伊涵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八（6）班 

32 倪沛遥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九（9）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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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李昱铭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八（3）班 

34 姜力文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八（5）班 

35 戴浩凯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九（1）班 

36 戴亦爽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八（2）班 

37 黄梦知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九（7）班 

38 聂  卉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八（8）班 

39 金  晶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九（5）班 

40 樊海燕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九（2）班 

41 应雯瑶 温州市艺术学校 九（1）班 

42 蔡万语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启明八（1）班 

43 戴婉凝 温州外国语学校 七（7）班 

44 沈丛雅 温州外国语学校 八（3）班 

45 戴  祯 温州外国语学校 九（3）班 

46 高陈昕 温州市绣山中学 八（2）班 

47 刘栩伽 温州市绣山中学 八（5）班 

48 朱婧瑜 温州市绣山中学 八（14）班 

49 李响 温州市绣山中学 九（10）班 

50 何彦贴 温州市绣山中学 九（14）班 

51 金婕妤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八（4）班 

52 赵淑敏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九（9）班 

53 唐靖宜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八（11）班 

54 邱群然 温州中学 高三（1）班 

55 黄小龙 温州中学 高二（3）班 

56 林  上 温州中学 高二（15）班 

57 赵奕祺 温州中学 高一（2）班 

58 施  磊 温州中学新疆部 高三（4）班 

59 陈炯豪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3）班 

60 施懿芝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10）班 

61 林合和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高三（10）班 

62 胡  越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高二（5）班 

63 卓毅刚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高二（1）班 

64 陈尔拓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高一（1）班 

65 周  懋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高一（1）班 

66 吴显宇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高二（14）班 

67 姜尚玮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高三（4）班 

68 庄思思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高三（13）班 

69 陈  乘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高一（8）班 

70 曾周彬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高二（3）班 

71 梅啸寒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高三（3）班 

72 许有余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高一（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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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林  睿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高二（5）班 

74 王思晨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高一（2）班 

75 夏怀宇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高二（1）班 

76 李展霆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高二（13）班 

77 徐若彤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高三（7）班 

78 王辛毅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高三（1）班 

79 金雨诺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电子商务（1）班 

80 金一全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4 级物联网应用技术（3+2）班 

81 李余浩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 级汽车运用与维修（3+2）班 

82 毛意婷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学前教育班 

83 沈慧慧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6 级学前教育五年一贯制（1）班 

84 钱  士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电气技术应用班 

85 林  玮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美发与形象设计班 

86 李谦谦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国际商务（1）班 

87 谢欣言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会计电算化（2）班 

88 邓情情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金融事务（4）班 

89 潘怡芝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4级国际商务高职班 

90 黄淼杰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国际商务（1）班 

91 卓  琳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酒店服务与管理（2）班 

92 陈婷婷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酒店服务与管理（2）班 

93 徐心慧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14级（5）班 

94 黄  沂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15级（6）班 

95 张子鉴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15级电商（1）班 

96 叶雅洁 温州护士学校 15级护理（2）班 

97 翁朝阳 温州护士学校 15级药剂（3）班 

98 孔婷婷 温州护士学校 15级护理（3）班 

99 唐思媛 温州护士学校 16级护理（4）班 

100 许利利 温州市九山学校 高三（1）班 

101 黄佳淇 温州市艺术学校 高三（5）班 

102 傅奕晴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高二（1）班 

103 高  辰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高二（3）班 

104 张舒洋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高三（3）班 

105 孙  皓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高三（1）班 

二、鹿城区（75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叶紫涵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五（2）班 

2 张  谦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四（5）班 

3 蒋睿航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六（6）班 

4 蔡尘言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四（7）班 

5 郑心乐 温州市白鹿外国语学校 五（5）班 



— 6 —  

6 朱启睿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六（8）班 

7 李温洋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五（3）班 

8 林千淇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六（3）班 

9 阮诗杰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五（11）班 

10 洪  靓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六（3）班 

11 汤之杨 温州市瓦市小学 六（3）班 

12 廖予怀 温州市瓦市小学 六（6）班 

13 金以琳 温州市瓦市小学 六（10）班 

14 张之阳 温州市瓦市小学 五(12)班 

15 刘  果 温州市城南小学 六(3)班 

16 王思颖 温州市城南小学 六（5）班 

17 黄贝笛 温州市城南小学 五（7）班 

18 李沐心 温州市建设小学 六（1）班 

19 朱语阳 温州市建设小学 六（6）班 

20 周豪翔 温州市建设小学 六（8）班 

21 胡思娆 温州市建设小学 六（12）班 

22 姜俊坤 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小学 六（4）班 

23 阮诣词 温州市南浦小学 五（1）班 

24 李  彰 温州市南浦小学 六（6）班 

25 施  文 温州市南浦小学 六（10）班 

26 苏泓博 温州市水心小学 六（2）班 

27 柯  伊 温州市水心小学 六（7）班 

28 何  沐 温州市水心小学 六（10）班 

29 林一田 温州市沁园小学 五（2）班 

30 王  左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六（3）班 

31 丁垚瑶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六（7）班 

32 陈雨冉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六（6）班 

33 迟雪健 温州市鹿城区瓯越小学 五（2）班 

34 冷雅琦 温州市鹿城区瓯越小学 五（8）班 

35 丁梁辉 温州市鹿城区瓯越小学 五（9）班 

36 李锐 温州市鹿城区实验小学 六（3）班 

37 徐玺砚 温州市上陡门小学 六（5）班 

38 吴彬佳 温州市光明小学 六（1）班 

39 王书杰 温州市岠江小学 六（1）班 

40 周品妤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 六（2）班 

41 马以利 温州市七都小学 六（2）班 

42 潘蕾佳 温州市育才小学 五（3）班 

43 朱娴 温州市少年游泳学校 六（1）班 

44 张晏冰 温州市绣山小学 五（2）班 

45 赵妍羽 温州市马鞍池小学 六（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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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冯筠晴 温州市墨池小学 六（3）班 

47 周嘉莉 温州市南汇小学 六（3）班 

48 蔡馨怡 温州市石坦巷小学 六（2）班 

49 姜铭宇 温州市少年艺术学校 六（1）班 

50 方  洲 温州市双屿小学 五（1）班 

51 张清州 温州市鞋都第一小学 五（1）班 

52 许露叶 温州市鞋都第三小学 五（1）班 

53 陈仲玮 温州市营楼小学 六（3）班 

54 徐睿利 温州市仰义第一小学 六（3）班 

55 万展成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六（2）班 

56 吴栩立 温州市黄龙第一小学 六（1）班 

57 林靖博 温州市黄龙第二小学 六（1）班 

58 王烯窈 温州市黄龙第三小学 六（1）班 

59 林海霞 温州市双桥小学 六（1）班 

60 郑涵尤 温州市五星小学 六（2）班 

61 杨亦芊 温州市藤桥小学 六（3）班 

62 郑力宏 温州市藤桥小学 五（3）班 

63 吕栩泽 温州市上戍小学 四（2）班 

64 陈可为 温州市临江小学 六（1）班 

65 金丽娜 温州市双潮小学 六（2）班 

66 叶栩彤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九（2）班 

67 林舒雅 温州市鹿城实验中学 八（7）班 

68 李芷沐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八（1）班 

69 陈鑫媛 温州市双屿中学 八（6）班 

70 严心怡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中学 八（3）班 

71 陈锶锶 温州市藤桥中学 九（2）班 

72 赵丽雅 温州市上戍中学 九（3）班 

73 林琪淇 温州市临江中学 九（1）班 

74 祝苗苗 鹿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14市场营销 

75 易莉雯 鹿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15市场营销 

三、龙湾区（67 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陈梓熠 龙湾区第一小学集团校 四（2）班 

2 范奕男 龙湾区第二小学 六（4）班 

3 郑歆然 龙湾区第二小学 五（3）班 

4 张  晨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五（2）班 

5 张诗涵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五（3）班 

6 姜逸优 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五（2）班 

7 张宸硕 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六（6）班 

8 邹荧煊 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五（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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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玮烔 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五（3）班 

10 王彬豪 龙湾区永昌第一小学 五（2）班 

11 谭  研 龙湾区永昌第三小学 五（2）班 

12 张雯绮 龙湾区永昌第五小学 四（2）班 

13 方文静 龙湾区龙水第三小学 五（2）班 

14 丁莎珊 龙湾区永兴第一小学 五（5）班 

15 李行远 龙湾区永兴第二小学 六（4）班 

16 郑雪嫣 龙湾区海滨第一小学 五（4）班 

17 潘思皓 龙湾区海滨第二小学 六（3）班 

18 朱世琴 龙湾区海滨第三小学 五（1）班 

19 董持彰 龙湾区实验小学 六（5）班 

20 诸子渝 龙湾区实验小学 五（4）班 

21 魏嘉锐 龙湾区实验小学 五（4）班 

22 陈雅蝶 龙湾区上江小学 五（1）班 

23 张妍慈 龙湾区屿田小学 五（1）班 

24 高子涵 龙湾区上庄小学 五（1）班 

25 曹  烁 龙湾区状元第一小学 五（4）班 

26 唐婷婷 龙湾区状元第二小学 五（2）班 

27 李梦恬 龙湾区状元第三小学 五（3）班 

28 倪  耀 龙湾区瑶溪第一小学 五（4）班 

29 吴甜甜 龙湾区瑶溪第三小学 四（3）班 

30 陈  伟 龙湾区瑶溪第六小学 六（1）班 

31 陈兮廷 龙湾区瑶溪金岙小学 五（2）班 

32 王歌阳 温州育英学校 六（1）班 

33 黄鑫博 温州育英学校 五（3）班 

34 章佑佑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六（4）班 

35 杨嘉瑞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六（2）班 

36 张络翔 龙湾区实验中学 八（6）班 

37 杨珺伊 龙湾区实验中学 九（2）班 

38 张康伟 龙湾区实验中学 八（7）班 

39 刘子畅 龙湾区第二实验中学 八（5）班 

40 缪  妙 龙湾区永中中学 九（8）班 

41 王靖森 龙湾区永中中学 八（4）班 

42 龚思熙 温州市第二十中学 八（4）班 

43 孙永金 温州市第二十中学 八（5）班 

44 黄栩钧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八（1）班 

45 姜炜潇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七（10）班 

46 李钧诺 温州育英学校 九（6）班 

47 桑乐萌 温州育英学校 八（4）班 

48 朱金铃 龙湾区永兴中学 七（8）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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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孔心瑜 龙湾区永兴中学 八（4）班 

50 邵蕾文 龙湾区海滨中学 八（6）班 

51 郑亚玲 龙湾区海滨中学 八（4）班 

52 陈政维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八（6）班 

53 殷佳佳 龙湾区外国语学校 九（5）班 

54 孙婉倚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九（3）班 

55 严嘉豪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八（1）班 

56 王一羽 温州市龙湾中学 高三（6）班 

57 王嘉豪 温州市龙湾中学 高二（3）班 

58 郑  琳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高二（6）班 

59 项瑄媗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高二（7）班 

60 姜艳婷 温州市永强中学 高二（9）班 

61 陈锦涛 温州市永强中学 高三（1）班 

62 奉伟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14机械高职班 

63 潘桢楠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15财会（2）班 

64 傅小蝶 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15学前教育班 

65 陈子墨 温州市越秀学校 高二（7）班 

66 吴潇翔 温州市越秀学校 高二（3）班 

67 杨以茜 龙湾区艺术学校 高一（1）班 

四、瓯海区（102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朱明达 瓯海区景山小学 六（4）班 

2 万依慧 瓯海区新桥小学新桥校区 五（3）班 

3 郑  醒 瓯海区新桥小学旸岙校区 六 (1) 班 

4 梁晨好 瓯海区新桥第三小学 五（1）班 

5 方伊诺 瓯海艺术实验小学 五 (4) 班 

6 腾艺菲 瓯海区新桥汇昌学校 五（1）班 

7 陈奕啸 瓯海区瞿溪小学信达校区 六（3）班 

8 刘馨妤 瓯海区瞿溪小学兴学校区 六（3）班 

9 李静琬 瓯海区瞿溪小学崇文校区 六（1）班 

10 张舒颖 瓯海区瞿溪第四小学 五（1）班 

11 胡冰涵 瓯海区瞿溪华阳小学 六（1）班 

12 曹政拓 瓯海区郭溪第一小学 六（4）班 

13 王程涵 瓯海区郭溪第二小学 六（2）班 

14 黄节庆 瓯海区郭溪第三小学 六（2）班 

15 潘晨曦 瓯海区郭溪燎原小学 六（2）班 

16 汪怡雪 瓯海区郭溪阳光学校 六（2）班 

17 刘  秦 瓯海少林武术学校 四（2）班 

18 包珈宁 瓯海区娄桥第一小学 六（3）班 

19 郭晨怡 瓯海区娄桥第二小学 六（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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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汤晓菲 瓯海区娄桥河庄小学 六（1）班 

21 陈柏睿 瓯海区潘桥第一小学华亭校区 六（5）班 

22 陈思扬 瓯海区潘桥第二小学 六（2）班 

23 伍奕璇 瓯海区潘桥陈庄小学 五（2）班 

24 卢亚轩 瓯海区潘桥涤清希望小学 六（1）班 

25 明晓宇 瓯海区潘桥行知学校 五（2）班 

26 邹心源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六（4）班 

27 徐碧乐 瓯海区梧田蟠凤小学 五（1）班 

28 蔡一熙 瓯海区实验小学前汇校区 五（5）班 

29 马仔瑶 瓯海区梧田第三小学 五（2）班 

30 程奕玮 瓯海区实验小学龙霞校区 六（1）班 

31 徐炳乐 瓯海区梧田新瓯学校 五（1）班 

32 周诗倩 瓯海区梧田南堡小学 六（2）班 

33 夏冰慧 瓯海区啸秋小学 五（1）班 

34 周晶晶 瓯海区三垟第三小学 六（1）班 

35 余思贤 瓯海区茶山第一小学 五（4）班 

36 胡程焱 瓯海区南白象第一小学 五（2）班 

37 吴慧芳 瓯海区南白象新生小学 五（1）班 

38 周铭铭 瓯海区泽雅镇第一小学 六（1）班 

39 陈琪瑶 瓯海区丽岙第二小学 六（1）班 

40 丁语洁 瓯海区丽岙华侨小学 六（2）班 

41 吴  涵 瓯海区仙岩第一小学 六（3）班 

42 徐箫忆 瓯海区仙岩华侨小学 六（1）班 

43 陈妤涵 瓯海区仙岩沈岙小学 五（1）班 

44 计健康 瓯海区仙岩渔潭小学 五年级 

45 周  到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四（3）班 

46 黄言谢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五（1）班 

47 刘海菲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五（3）班 

48 毛韵涵 瓯海区艺术学校 六（1）班 

49 卢芊好 瓯海区实验中学 九（5）班 

50 潘芳妍 瓯海区实验中学 八（4）班 

51 任茸茸 瓯海区新桥中学 八（1）班 

52 胡可豪 瓯海区新桥中学 九（1）班 

53 叶芊甸 瓯海区瞿溪华侨中学 八（5）班 

54 吴烃婷 瓯海区瞿溪华侨中学 七（9）班 

55 周宣辰 瓯海区瞿溪华侨中学 九（1）班 

56 何跃茹 瓯海区郭溪中学 九（4）班 

57 丁子健 瓯海区塘下中学 九（5）班 

58 李心言 瓯海区塘下中学 九（1）班 

59 叶  凯 瓯海区塘下中学 九（9）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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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刘若琪 瓯海区娄桥中学 八（3）班 

61 马  苏 瓯海区娄桥中学 八（8）班 

62 蔡杭妍 瓯海区潘桥中学 九（12）班 

63 郑子璇 瓯海区潘桥中学 八（4）班 

64 陈宣嘉 瓯海区潘桥中学 七（8）班 

65 林智善 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八（2）班 

66 许  素 瓯海区梧田第一中学 八（4）班 

67 张珍妮 瓯海区梧田第二中学 九（4）班 

68 何进 瓯海区梧田第二中学 九（9）班 

69 任浩铭 瓯海区茶山中学 八（1）班 

70 方成丰 瓯海区南白象中学 八（1）班 

71 金璇怡 瓯海区泽雅中学 九（1）班 

72 丁素素 瓯海区任岩松中学 七（1）班 

73 王佳怡 瓯海区仙岩第一中学 七（4）班 

74 章轩炀 瓯海区仙岩第一中学 八（1）班 

75 周星宇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七（18）班 

76 仇凯文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八（10）班 

77 蔡依琳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九（7）班 

78 夏若冰 瓯海区三垟中学 八（1）班 

79 陈奕秀 瓯海中学 高二（6）班 

80 陈智炜 瓯海中学 高二（12）班 

81 刘师齐 瓯海中学 高三（1）班 

82 郑子浩 瓯海中学 高三（11）班 

83 林诗琰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4工美升学班 

84 李温雅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5酒店 2班 

85 严乐乐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5电梯 1班 

86 陈安琪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5服装 3班 

87 林  淑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5会计 3班 

88 叶纪甸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5美术 1班 

89 熊  欢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5电商 2+3班 

90 叶鑫磊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4）班 

91 王小丫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高一（5）班 

92 林阿微 瓯海区三溪中学 高三（2）班 

93 郭毅扬 瓯海区三溪中学 高二（2）班 

94 林奕吟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高二（5）班 

95 顾新杰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6）班 

96 倪方彬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8）班 

97 吴惠玲 温州市啸秋中学 高二（4）班 

98 郑树豪 温州市啸秋中学 高一（8）班 

99 金豪杰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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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吴海鹏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13）班 

101 周子盛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13）班 

102 徐龙峰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14）班 

五、洞头区（18 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张城鸣 洞头区城关小学 六（4）班 

2 王佳佳 洞头区东屏小学 五（3）班 

3 张子燕 洞头区钱江电视希望小学 六（1）班 

4 王海莉 洞头区大门镇中心小学 六（1）班 

5 孙筱彤 洞头区鹿西中心小学 六（2）班 

6 林韩影 洞头区灵昆第一小学 六（3）班 

7 黄洁榆 洞头区灵南小学 六（2）班 

8 甘  泉 洞头区海霞中学 九（3）班 

9 周洁依 洞头区实验中学 九（6）班 

10 林星成 洞头区霓北初级中学 八（2）班 

11 颜乐爽 洞头区元觉义务教育学校 七（1）班 

12 黄晨晨 洞头区霓南义务教育学校 七（1）班 

13 李亦霖 洞头区第二中学 九（1）班 

14 余柔瑾 洞头区灵昆中学 八（3）班 

15 陈抒谈 洞头区第一中学 高二（8）班 

16 侯嘉龙 洞头区第一中学 高一（10）班 

17 林柏如 洞头区职教中心 15电子 3+2 

18 张蓓蕾 洞头区职教中心 15计算机 

六、乐清市（234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施佳蔷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学 四（2）班 

2 谢秉翰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学 六（5）班 

3 陈佳欣 乐清市湖雾镇小学 五（1）班 

4 徐君万 乐清市大荆镇第七小学 五（1）班 

5 鲍紫莹 乐清市智仁乡寄宿小学 五（2）班 

6 林子婷 乐清市仙溪镇第一小学 六（1）班 

7 黄子恒 乐清市雁荡镇第一小学 四（5）班 

8 林子琪 乐清市雁荡镇第三小学 六（1）班 

9 董宜灵 乐清市雁荡镇第五小学 五（2）班 

10 林子睿 乐清市芙蓉镇雁湖学校 五（1）班 

11 卢郡邑 乐清市清江镇清北学校 四（2）班 

12 邵  帅 乐清市清江镇第一小学 四（1）班 

13 林陈润 乐清市芙蓉镇第一小学 四（2）班 

14 连正博 乐清市南塘镇小学 五（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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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潘秋羽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五（6）班 

16 张倪铭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五（2）班 

17 吕奕澎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五（8）班 

18 卓章豪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五（4）班 

19 谷知洋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五（6）班 

20 王浩言 乐清市虹桥镇第三小学 六（1）班 

21 王子修 乐清市虹桥镇第三小学 五（1）班 

22 倪欣雨 乐清市虹桥镇第五小学 五（1）班 

23 林俊怡 乐清市虹桥镇第六小学 五（1）班 

24 陆轩 乐清市虹桥镇第八小学 五（3）班 

25 林远民 乐清市虹桥镇第九小学 六（1）班 

26 林洳阅 乐清市虹桥镇第十二小学 五（1）班 

27 杨怿 乐清市蒲岐镇第二小学 六（1）班 

28 吴慧莲 乐清市南岳镇小学 六（2）班 

29 王靖伊 乐清市淡溪镇第二小学 五（1）班 

30 杨佩如 乐清市白石中雁学校 六（1）班 

31 金彦憬 乐清市乐成第一小学 五（4）班 

32 王子赫 乐清市乐成第一小学 六（6）班 

33 李开阳 乐清市乐成第一小学 六（4）班 

34 王律翔 乐清市乐成第一小学 五（5）班 

35 鲍紫奕 乐清市乐成第二小学 五（1）班 

36 汪品嘉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五（7）班 

37 胡梓恬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五（7）班 

38 杨雨樵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B五（2）班 

39 叶知翰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五（2）班 

40 夏一漫 乐清市城东第一小学 五（1）班 

41 杨晨旖 乐清市城东第二小学 五（3）班 

42 叶克良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五（2）班 

43 叶可可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六（3）班 

44 李烨 乐清市城南第二小学 五（2）班 

45 戴于恬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六（4）班 

46 林子淇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五（4）班 

47 倪孜煜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五（1）班 

48 徐恺艺 乐清市实验小学 六（5）班 

49 郑靖达 乐清市实验小学 六（5）班 

50 王知秋 乐清市盐盆小学 五（4）班 

51 陈胤亦 乐清市白石小学 五（1）班 

52 刘旖旎 乐清市白石小学 五（4）班 

53 吴雨倩 乐清市天成小学 四（3）班 

54 余  静 乐清市石帆第一小学 六（1）班 



— 14 —  

55 姚愉耀 乐清市石帆第二小学 六（3）班 

56 倪安淇 乐清市石帆第三小学 六（2）班 

57 张琼云 乐清市翁垟第一小学 六（3）班 

58 陈彦芸 乐清市翁垟第二小学 五（1）班 

59 陈珏瑜 乐清市翁垟第三小学 六（4）班 

60 徐雅俊 乐清市翁垟第五小学 五（3）班 

61 陈雨浠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六（D）班 

62 陈奕好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四（1）班 

63 刘木子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三（5）班 

64 杨迦特 乐清市南华寄宿学校 六（1）班 

65 朱  哲 乐清市南华寄宿学校 五（2）班 

66 王梓豪 乐清市旭阳寄宿小学 五（3）班 

67 徐潇涵 乐清市旭阳寄宿小学 五（3）班 

68 苏童 乐清市小博士民工子弟学校 四（3）班 

69 董佳玮 乐清市柳市镇黄华实验学校 五（3）班 

70 刘逸涵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小学 六（3）班 

71 胡者也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小学 六（5）班 

72 庄栩菲 乐清市柳市镇第二小学 五（3）班 

73 朱奕玮 乐清市柳市镇第三小学 五（1）班 

74 郑天皓 乐清市柳市镇第三小学 四（7）班 

75 付培宏 乐清市柳市镇第四小学 四（1）班 

76 施依琦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小学 四（6）班 

77 刘潮兴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小学 五（3）班 

78 谭驰娉婷 乐清市柳市镇第六小学 五（1）班 

79 刘  琪 乐清市柳市镇第七小学 五（1）班 

80 胡健浩 乐清市柳市镇第八小学 五（2）班 

81 朱疆屹 乐清市柳市镇第九小学 六（6）班 

82 张力桓 乐清市柳市镇第九小学 六（6）班 

83 朱佳琪 乐清市柳市镇第九小学 六（5）班 

84 孙祎玮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小学 六（3）班 

85 陈逸豪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二小学 四（3）班 

86 鲍弈慎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四小学 五（2）班 

87 朱娉节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五小学 四（3）班 

88 宋若兮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六小学 五（2）班 

89 胡滨诺 乐清市英华学校 五（8）班 

90 李俊达 乐清市英华学校 六（2）班 

91 蔡可歆 乐清市北白象镇万家学校 五（3）班 

92 林怡希 乐清市北白象镇茗西学校 四（1）班 

93 黄青青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一小学 六（6）班 

94 林兆赫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一小学 五（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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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徐铭桧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二小学 四（4）班 

96 蔡迦勒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三小学 五（5）班 

97 杨云然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四小学 六（1）班 

98 黄书韵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五小学 六（4）班 

99 胡曦文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六小学 五（1）班 

100 黄靖航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七小学 五（3）班 

101 周芸慧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七小学 五（1）班 

102 梁子墨 乐清市乐清市磐石镇小学 六（1）班 

103 蔡怡琛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八（9）班 

104 简晨昱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中学 九（11）班 

105 胡丹婷 乐清市大荆镇第三中学 八（1）班 

106 许亚烁 乐清市大荆镇雁东学校 九（1）班 

107 王雨静 乐清市智仁乡中学 七（2）班 

108 阮苗苗 乐清市雁荡镇第一中学 七（3）班 

109 王  洁 乐清市芙蓉镇中学 九（8）班 

110 诸任芊 乐清市芙蓉镇中学 九（7）班 

111 余欣洁 乐清市芙蓉镇雁湖学校 九（1）班 

112 苏骏逸 乐清市南塘镇中学 九（3）班 

113 陈苏晗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中学 八（2）班 

114 林雨晨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中学 九（2）班 

115 姜芷婷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中学 九（5）班 

116 徐天烁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中学 九（7）班 

117 章蒙晓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九（5）班 

118 王洋晨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九（9）班 

119 赵家旺 乐清市虹桥镇第六中学 九（3）班 

120 周静怡 乐清市蒲岐镇中学 八（3）班 

121 杨雅思 乐清市蒲岐镇中学 九（7）班 

122 吴雨典 乐清市南岳镇中学 八（3）班 

123 吴梦婷 乐清市淡溪镇中学 九（1）班 

124 周晓文 乐清市淡溪镇中学 九（4）班 

125 孙余宏 乐清市乐成第一中学 九（11）班 

126 叶蔚然 乐清市乐成第一中学 八（12）班 

127 瞿梓展 乐清市乐成第一中学 八（11）班 

128 翁千雅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七（13）班 

129 平  川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七（13）班 

130 王夕禾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七（13）班 

131 詹  桥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七（13）班 

132 冯博俊 乐清市城东第一中学 八（7）班 

133 黄彬彬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八（1）班 

134 徐竹溪 乐清市城东第二中学 九（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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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臧佳怡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九（1）班 

136 叶灵桐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八（10）班 

137 王梦逸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九（1）班 

138 梁玮仪 乐清市城南第一中学 七（3）班 

139 吴茹茹 乐清市盐盆第一中学 九（1）班 

140 林彬鈉 乐清市白石中雁学校 九（5）班 

141 金佳佳 乐清市天成第一中学 九（5）班 

142 陈芝琳 乐清市石帆第一中学 九（3）班 

143 何志楠 乐清市石帆第一中学 八（7）班 

144 徐嘉婕 乐清市翁垟第一中学 八（3）班 

145 林雨田 乐清市翁垟第一中学 九（7）班 

146 田  雨 乐清市翁垟第三中学 八（1）班 

147 余艺泽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八（A1）班 

148 鲁昊瑜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八（A2）班 

149 童楚越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八（A5）班 

150 王肖予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八（A6）班 

151 周子正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八（A8）班 

152 郑涵月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八（A11）班 

153 郑瑶彤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八（1）班 

154 周  放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八（1）班 

155 包锦力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九（8）班 

156 陆楚楚 乐清市朝阳学校 八（3）班 

157 陈贝尔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九（2）班 

158 田  静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八（1）班 

159 郑梦如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八（6）班 

160 胡梦雪 乐清市知临寄宿学校 七（1）班 

161 孙婷婷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中学 九（7）班 

162 吴之易 乐清市柳市镇第一中学 八（1）班 

163 杨圆圆 乐清市柳市镇第二中学 八（5）班 

164 董  平 乐清市柳市镇第三中学 八（1）班 

165 应俐微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中学 八（1）班 

166 叶文钊 乐清市柳市镇第六中学 八（1）班 

167 郑少俊 乐清市柳市镇第六中学 八（2）班 

168 钱昱成 乐清市柳市镇第六中学 七（10）班 

169 金纳伊 乐清市柳市镇实验中学 八（3）班 

170 朱甜甜 乐清市柳市镇实验中学 九（5）班 

171 南晨茹 乐清市柳市镇黄华实验学校 八（2）班 

172 郑雯佳 乐清市英华学校 八（6）班 

173 郑铖朴 乐清市英华学校 八（5）班 

174 杨  阳 乐清市北白象镇中学 九（8）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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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郑嘉鹏 乐清市北白象镇中学 九（7）班 

176 杨迈克 乐清市北白象镇茗屿中学 九（2）班 

177 郑大跨 乐清市北白象镇茗屿中学 九（4）班 

178 潘越和 乐清市北白象镇茗西学校 八（2）班 

179 陈采奕 乐清市磐石镇中学 九（2）班 

180 郑奕彤 乐清中学 高二（1）班 

181 李心愉 乐清中学 高二（4）班 

182 徐毅栲 乐清中学 高二（6）班 

183 南茹怡 乐清中学 高三（8）班 

184 徐淑颖 乐清中学 高三（20）班 

185 李佳慧 乐清中学 高一（18）班 

186 王欣怡 乐清中学 高一（8）班 

187 朱怡婕 乐清市第二中学 高二（3）班 

188 吴晨露 乐清市第二中学 高二（5）班 

189 陈文豪 乐清市第二中学 高二（9）班 

190 朱子俊 乐清市第二中学 高二（1）班 

191 林雪婧 乐清市第三中学 高三（6）班 

192 周  彤 乐清市育才中学 高二（3）班 

193 吴俨格 乐清市第三中学 高二（1）班 

194 孙  行 乐清市第三中学 高二（1）班 

195 郑云聪 乐清市第四中学 高三（1）班 

196 赵鹏鑫 乐清市虹桥中学 高三（2）班 

197 林菁菁 乐清市虹桥中学 高三（3）班 

198 谢麟志 乐清市虹桥中学 高三（10）班 

199 吴亦茹 乐清市柳市中学 高三（11）班 

200 郑可文 乐清市柳市中学 高三（11）班 

201 郑潮旭 乐清市柳市中学 高二（11）班 

202 南  洋 乐清市白象中学 高三（3）班 

203 黄少梦 乐清市白象中学 高三（3）班 

204 黄晓东 乐清市芙蓉中学 高二（2）班 

205 张玲玲 乐清市芙蓉中学 高三（2）班 

206 杨子威 乐清市大荆中学 高二（2）班 

207 章利洋 乐清市大荆中学 高三（2）班 

208 戴景平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高二（2）班 

209 胡嘉琛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高二（6）班 

210 连静雯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高二（7）班 

211 孙梦芝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高三（4）班 

212 赵芊芊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高三（3）班 

213 鲍雨帆 乐清市兴乐中学 高三（3）班 

214 张春余 乐清市兴乐中学 高三（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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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徐肇铭 乐清市精益中学 高二（7）班 

216 黄俊豪 乐清市精益中学 高一（1）班 

217 刘殷昊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一（3）班 

218 刘可妮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一（7）班 

219 陈雯倩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二（14）班 

220 卓志超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二（10）班 

221 干  程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二（4）班 

222 张  琰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二（4）班 

223 余旖旎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三（3）班 

224 胡雯静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高二（2）班 

225 连海州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高三（2）班 

226 朱潇乐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高三（11）班 

227 袁月凤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高三（12）班 

228 朱琼施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14财会班 

229 张喆辉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15电子（2）班 

230 陈  颖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高二（3）班 

231 李  玟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高一（8）班 

232 陈钊敏 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高三（1）班 

233 金莎净 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高二（3）班 

234 陈豪龙 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高二（11）班 

七、瑞安市（214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沈子为 瑞安市隆山实验小学 五（1）班 

2 王海雅 瑞安市万松实验学校 五（2）班 

3 胡家晨 瑞安市虹桥路小学 六（4）班 

4 刘雨婷 瑞安市锦湖第二小学 五（1）班 

5 林奕璇 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 五（6）班 

6 金凡捷 瑞安市红旗实验小学 五（4）班 

7 俞昕圻 瑞安市滨江小学 六（1）班 

8 向瑞博 瑞安市解放路小学 五（3）班 

9 王坤阳 瑞安市东山小学 六（3）班 

10 黄芷若 瑞安市潘岱小学 五（3）班 

11 张凯源 瑞安市玉海中心小学 五（4）班 

12 陈以乐 瑞安市上望第一小学 五（2）班 

13 余文娜 瑞安市东山第二小学 六（2）班 

14 李佳燕 瑞安市玉海第二小学 六（3）班 

15 王  妍 瑞安市广场实验小学 五（5）班 

16 薛桢涵 瑞安市上望第二小学 五（1）班 

17 孙佳慧 瑞安市锦湖实验小学 五（4）班 

18 唐康妮 瑞安市塘下镇第二小学 六（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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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康源彧竹 瑞安市塘下镇下林小学 六（2）班 

20 李  想 瑞安市塘下镇新华小学 五（2）班 

21 唐  燕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第四小学 五（2）班 

22 陈雅淳 瑞安市塘下镇场桥中心小学 六（3）班 

23 郑子唯 瑞安市塘下镇场桥第二小学 五（2）班 

24 田 阳 瑞安市塘下镇鲍三小学 五（2）班 

25 吴东良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第三小学 六（2）班 

26 黄  珊 瑞安市塘下镇第四小学 六（2）班 

27 林德江 瑞安市塘下镇海安中心小学 六（3）班 

28 池芊浔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四（7）班 

29 林熙豪 瑞安市塘下镇鲍七小学 六（2）班 

30 张  畅 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五（2）班 

31 邵一漩 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五（6）班 

32 周斯佳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第二小学 六（3）班 

33 杨子烨 瑞安市塘下镇第三小学 五（3）班 

34 徐瑞星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中心小学 六（3）班 

35 刘宣尔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心小学 六（1）班 

36 陈玲珑 瑞安市莘塍第二小学 六（1）班 

37 钱彦醇 瑞安市莘塍中心小学 六（3）班 

38 叶一冉 瑞安市莘塍中心小学 五（1）班 

39 吴文诗 瑞安市莘塍实验小学 六（3）班 

40 林奕萱 瑞安市莘塍实验小学 五（1）班 

41 朱  园 瑞安市莘塍第七小学 五（1）班 

42 祝忆晨 瑞安市汀田中心小学 五（2）班 

43 王佳怡 瑞安市汀田第二小学 五（1）班 

44 黄瑞川 瑞安市汀田实验小学 六（5）班 

45 蔡景瑜 瑞安市汀田实验小学 五（5）班 

46 陈品翰 瑞安市莘塍第三实验小学 五（1）班 

47 周忆阳 瑞安市云周中心小学 五（3）班 

48 曾薏舫 瑞安市云周周苌小学 五（2）班 

49 李洁莉 瑞安市仙降第三小学 六（1）班 

50 黄婧如 瑞安市飞云第三小学 六（1）班 

51 郑  媛 瑞安市林洋学校 六（1）班 

52 尹海丽 瑞安市仙降第二小学 四（2）班 

53 孙亦惜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五（2）班 

54 瞿子哲 瑞安市仙降中心小学 四（5）班 

55 黄如希 瑞安市飞云第二小学 六（5）班 

56 林小映 瑞安市江南实验学校 六（2）班 

57 金莹颖 瑞安市阁巷小学 六（3）班 

58 吴若涵 瑞安市飞云中心小学 四（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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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黄舒可 瑞安市飞云中心小学 四（6）班 

60 董  欣 瑞安市仙降江溪小学 六（1)班 

61 朱子墨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五（1）班 

62 白福如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五（3）班 

63 孔海雅 瑞安市马屿镇第二小学 六（2）班 

64 戴伟希 瑞安市马屿镇梅屿小学 五（1）班 

65 林  适 瑞安市曹村镇中心小学 五（3）班 

66 钟伟浩 瑞安市高楼镇枫岭学校 六（1）班 

67 郑  简 瑞安市高楼镇中心小学 五（3）班 

68 陈  雯 瑞安市湖岭镇中心小学 六（2）班 

69 金  妍 瑞安市湖岭镇鹿木第二小学 五（1）班 

70 周菲菲 瑞安市芳庄乡学校 五（1）班 

71 郑海洋 瑞安市陶山镇中心小学 六（3）班 

72 黄怡瑾 瑞安市陶山镇丰和小学 五（2）班 

73 胡丽隆 瑞安市桐浦镇沙岙小学 五（2）班 

74 曾玲欣 瑞安市陶山镇碧山小学 六（4）班 

75 黄书玙 瑞安市实验小学 六（2）班 

76 孙暄倩 瑞安市实验小学 六（4）班 

77 苏子睿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四（2）班 

78 曹安琪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五（2）班 

79 陈嘉阳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六（4）班 

80 陈墨涵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六（8）班 

81 林  玥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五（3）班 

82 陈  妤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六（2）班 

83 徐  缘 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五（4）班 

84 蔡悦瑶 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五（6）班 

85 吴天瑞 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五（3）班 

86 叶忻然 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六（5）班 

87 蔡伊洋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五( 7 ) 班 

88 蔡京唯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六（2）班 

89 蒋子楠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六（7）班 

90 蔡佳妍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五（6）班 

91 杨舒馨 瑞安市阳光小学 四（2）班 

92 黄楚雅 瑞安市第三实验小学 五（1）班 

93 孙  乐 瑞安市锦湖第一中学 八（1）班 

94 李  萌 瑞安市东山中学 八（2）班 

95 项艺轩 瑞安市滨江中学 八（10）班 

96 谢雨芯 瑞安市滨江中学 七（7）班 

97 陈铭豪 瑞安市滨江中学 八（11）班 

98 钟  灏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九（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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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周雨轩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九（17）班 

100 周思羽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八（4）班 

101 王嘉政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八（12）班 

102 蔡佳怡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七（5）班 

103 戴致远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七（13）班 

104 刘幽靖 瑞安市广场中学 九（3）班 

105 温  磊 瑞安市塘下镇第一中学 八（4）班 

106 方彦涵 瑞安市塘下镇第一中学 八（7）班 

107 赵天绮 瑞安市塘下镇第一中学 八（10）班 

108 董煜臻 瑞安市塘下镇第二中学 八（2）班 

109 张杰磊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中学 七（4）班 

110 王 姗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中学 八（2）班 

111 陈雪婧 瑞安市塘下镇海安中学 八（1）班 

112 戴含晴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学 九（3）班 

113 刘 盈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学 八（10）班 

114 叶尼亚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学 八（2）班 

115 张缤尹 瑞安市莘塍第一中学 九（11）班 

116 方攀登 瑞安市莘塍第一中学 八（11）班 

117 周君好 瑞安市莘塍第一中学 七（01）班 

118 谭芯蕊 瑞安市莘塍东新学校 八（3）班 

119 张宇涵 瑞安市汀田第一中学 九（5）班 

120 金禹彤 瑞安市汀田第一中学 八（3）班 

121 龚乃坤 瑞安市汀田第三中学 八（1）班 

122 周冠宇 瑞安市飞云中学 七（8）班 

123 徐翊豪 瑞安市飞云中学 八（9）班 

124 董子铱 瑞安市飞云中学 九（1）班 

125 范书晴 瑞安市飞云中学 九（6）班 

126 薛伟涛 瑞安市阁巷中学 八（3）班 

127 李本谋 瑞安市仙降中学 七（9）班 

128 缪安祺 瑞安市仙降中学 九（1）班 

129 翁文豪 瑞安市仙降中学 八（9）班 

130 郑婷婷 瑞安市林垟学校 八（2）班 

131 胡国栋 瑞安市云周中学 八（2）班 

132 何蕊蕊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七（3）班 

133 郑舒心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七（6）班 

134 李晓丹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八（8）班 

135 苏  洁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八（11）班 

136 林子萱 瑞安市马屿镇梅屿中学 九（3）班 

137 洪丽君 瑞安市曹村镇中学 九（2）班 

138 杨林静 瑞安市高楼镇中学 九（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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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秦安娜 瑞安市高楼镇高楼学校 八（1）班 

140 郑晓晓 瑞安市湖岭镇中学 八（7）班 

141 郑梦践 瑞安市湖岭镇潮基学校 九（1）班 

142 陈望晓 瑞安市林川镇林溪学校 九（2）班 

143 洪彤彤 瑞安市桐浦镇中学 八（1）班 

144 叶志涵 瑞安市陶山镇碧山中学 九（3）班 

145 张  亚 瑞安市陶山镇中学 八（7）班 

146 林璐璐 瑞安市陶山镇荆谷学校 八（2）班 

147 赵欣然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九（1）班 

148 曾奕杨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九（4）班 

149 蔡依颖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九（16）班 

150 张项惠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八（8）班 

151 孙钰涵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八（9）班 

152 蔡雨欣 瑞安市安阳实验中学 七（1）班 

153 陈晶晶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八（6）班 

154 林语轩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八（9）班 

155 张若寒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八（5）班 

156 陈润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九（9）班 

157 伍诗琪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九（7）班 

158 颜弋凯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八（1）班 

159 贾  乙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九（3）班 

160 黄瑞和 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八（2）班 

161 张妤婷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八（5）班 

162 季琪其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九（3）班 

163 赵尔格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 八（1）班 

164 潘榆洁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 八（5）班 

165 叶书吟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 九（1）班 

166 洪伟励 瑞安中学 高一（3）班 

167 卢凌峰 瑞安中学 高二（1）班 

168 陈欣然 瑞安中学 高二（1）班 

169 蒋旭阳 瑞安中学 高二（17）班 

170 陈怡畅 瑞安中学 高三（10）班 

171 徐懿晨 瑞安中学 高三（12）班 

172 蔡慧慧 瑞安市第二中学 高二（1）班 

173 孔德凯 瑞安市第二中学 高二（5）班 

174 黄思诗 瑞安市第二中学 高一（8）班 

175 陈  欢 瑞安市塘下中学 高三（2）班 

176 周伊丹 瑞安市塘下中学 高三（2）班 

177 李卓伦 瑞安市塘下中学 高三（4）班 

178 吴萌萌 瑞安市第四中学 高二（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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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缪慧玲 瑞安市第五中学 高二（1）班 

180 陈晨曦 瑞安市第五中学 高二（2）班 

181 周王凤 瑞安市第六中学 高一（1）班 

182 许霖霖 瑞安市第六中学 高一（8）班 

183 范嘉威 瑞安市第七中学 高二（3）班 

184 郑一凡 瑞安市第八中学 高一（1）班 

185 黄洋洋 瑞安市第八中学 高二（6）班 

186 迟雨杭 瑞安市第九中学 高二（1）班 

187 薛雨欣 瑞安市第十中学 高三（5）班 

188 薛意韩 瑞安市第十中学 高二（8）班 

189 林一炜 瑞安市第十中学 高一（6）班 

190 杨成晨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中 高二（5）班 

191 蔡于宓 瑞安市私立实验中学 高二（2）班 

192 方  唯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高三（2）班 

193 陈志敏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高三（11）班 

194 苏新元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高二（7）班 

195 蒋龙舞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 高二（8）班 

196 蔡庆炜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 高二（6）班 

197 何国星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5商务助理（2）班 

198 汤方方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5美容美体（1）班 

199 谢公享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5营销（2）班 

200 陈晓丹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5电子（3）班 

201 余瑞荣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高三(七)班 

202 程文义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高三（4）班 

203 尹秀慧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4商务高复班 

204 张庭川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4工美高复班 

205 林秀磊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15数控（2）班 

206 施书俊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15数控（3）班 

207 陈鑫晓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15财会（2）班 

208 刘德伟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15电商（2)班 

209 苏倩倩 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15旅游 3+2 

210 陈义哲 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15园林五年一贯制 

211 杨  浪 瑞安市轻工学校 14高复班 

212 李艳红 瑞安市开元综合高级中学 高一（2）班 

213 林婷婷 瑞安市开元综合高级中学 高二（7）班 

214 丁宁宇 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 15计算机（6）班 

八、永嘉县（162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章温窈 永嘉县沙头镇中心小学 六（1）班 

2 廖俊豪 永嘉县上塘城北小学 五（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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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彬彬 永嘉县上塘下塘小学 五年级（1）班 

4 朱炜豪 永嘉县上塘中塘小学 六年级（1）班 

5 王玲珑 永嘉县沙头镇渠口小学 六（2）班 

6 王玲玲 永嘉县上塘城东小学 六（1）班 

7 胡壹源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六（2）班 

8 厉彦彤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六（3）班 

9 何佳佳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六（6）班 

10 潘虹羽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六（8）班 

11 徐  铄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六（9）班 

12 潘帝君 永嘉县瓯北第一小学 六（1）班 

13 徐晓蝶 永嘉县瓯北第一小学 六（4）班 

14 叶潮洋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六（1）班 

15 胡荀皓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六（6）班 

16 应睿瞳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六（2）班 

17 王煊茹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六（4）班 

18 包钰铭 永嘉县瓯北第四小学 六（5）班 

19 叶芷君 永嘉县瓯北第五小学 六（5）班 

20 金圣迪 永嘉县瓯北第六小学 六（2）班 

21 金芃羽 永嘉县瓯北第六小学 六（5）班 

22 董冰可 永嘉县瓯北第七小学 六（4）班 

23 金旻昊 永嘉县瓯北第七小学 六（5）班 

24 谢谦谦 永嘉县瓯北第八小学 六（1）班 

25 林谷翰 永嘉县黄田小学 六（2）班 

26 项敏莉 永嘉县黄田小学 六（3）班 

27 林振羽 永嘉县千石小学 六（1）班 

28 杨露茜 永嘉县千石小学 六（2）班 

29 叶诗琴 永嘉罗东小学箬岙校区 六（1）班 

30 杨晟翔 永嘉乌牛第一小学 四（1）班 

31 陈依赫 永嘉乌牛第一小学 五（4）班 

32 金  晶 永嘉县乌牛第二小学 六（2）班 

33 夏嘉俊 永嘉县乌牛仁溪小学 五（1）班 

34 方思语 永嘉县博闻学校 四（1）班 

35 吴海霞 永嘉县瓯北恒和希望学校 五（1）班 

36 李家俊 永嘉县金溪镇中心小学 五（1）班 

37 邹嫣然 永嘉县桥头镇白云小学 五（2）班 

38 单歆然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六（1）班 

39 任品翰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五（4）班 

40 陈一祥 永嘉县桥头镇第二小学 六（1）班 

41 李学诚 永嘉县桥头镇第二小学 五（3）班 

42 陈思妍 永嘉县桥下镇中心小学 五（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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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余佳颖 永嘉县桥头镇朱涂小学林福校区 六年级 

44 胡雨彤 永嘉县桥下镇第一小学 五（3）班 

45 胡静文 永嘉县桥下镇第二小学 五年级 

46 谷徐铭 永嘉县枫林中心小学 五（4）班 

47 徐莉慧 永嘉县枫林中心小学 五（5）班 

48 谢申璇 永嘉县鹤盛镇中心小学 六（1）班 

49 金姿静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五（2）班 

50 陈俞希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五（2）班 

51 金雅芝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六（3）班 

52 戴梓轩 永嘉县岩坦镇中心小学 六（2）班 

53 李君然 永嘉县岩头镇港头学校 六（2）班 

54 陈云哲 永嘉县碧莲镇中心小学 六（5）班 

55 王聪乐 永嘉县碧莲镇中心小学 五（4）班 

56 邵彬彬 永嘉县大若岩镇中心小学 五（2）班 

57 吕航畅 永嘉县巽宅镇中心小学 五（1）班 

58 季子沐 永嘉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六（4）班 

59 周小米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六（3）班 

60 李昊默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六（2）班 

61 叶子菀 永嘉县实验小学 五（1）班 

62 麻恬恬 永嘉县实验小学 六（3）班 

63 刘力佩 永嘉县沙头中学 九（3）班 

64 邵秀秀 永嘉县沙头镇花坦中学 九（2）班 

65 肖倩倩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七（11）班 

66 叶茂盛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八（12）班 

67 陈淳琪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九（3）班 

68 方丽阳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九（14）班 

69 金宣宣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八（14）班 

70 吴鹏浪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八（15）班 

71 戴杲铖 永嘉县东方外国语学校 八（5）班 

72 邵雨田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七（7）班 

73 徐  鹏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七（8）班 

74 郑安棋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七（11）班 

75 杨子苇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七（12）班 

76 应温琪 永嘉县瓯北第二中学 九（2）班 

77 麻敏敏 永嘉县瓯北第二中学 九（6）班 

78 李冉冉 永嘉县瓯北第三中学 九（1）班 

79 刘雪丽 永嘉县瓯北第三中学 九（6）班 

80 金克达 永嘉瓯北第四中学 八（2）班 

81 陈诗胭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八（3）班 

82 陈和硕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九（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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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杨千莹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九（1）班 

84 麻雪琳 永嘉黄田中学 九（10）班 

85 金浩然 永嘉县乌牛第一中学 八（5）班 

86 金依佳 永嘉县乌牛第一中学 七（7）班 

87 张潇迈 永嘉县乌牛第二中学 八（3）班 

88 张恩祈 永嘉县瓯北振兴学校 八（1）班 

89 吴良慧 永嘉县桥下镇第一中学 九（5）班 

90 潘佳颍 永嘉县金溪镇中学 七（2）班 

91 金安妮 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九（1）班 

92 朱天杭 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八（5）班 

93 赵雪婷 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八（11）班 

94 毛焕槐 永嘉县桥下镇第二中学 七（1)班 

95 吴学凯 永嘉县桥下镇中学 八（8）班 

96 全纤纯 永嘉县桥下镇中学 九（4）班 

97 陈瑶晨 永嘉县桥头镇朱涂中学 八（2）班 

98 邹广博 永嘉县桥头镇白云中学 八（2）班 

99 郑嘉丽 永嘉县岩头镇中学 九（1）班 

100 周敏敏 永嘉县岩头镇中学 九（5）班 

101 潘婉琼 永嘉县枫林镇中学 九（6）班 

102 徐婉婷 永嘉县枫林镇中学 九（6）班 

103 戴晨轩 永嘉县岩坦中学 八（4）班 

104 李  如 永嘉县岩坦中学 九（2）班 

105 谷思琦 永嘉县鹤盛镇中学 八（2）班 

106 谢思思 永嘉县鹤盛镇中学 八（1）班 

107 刘温柔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八（3）班 

108 董林西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九（3）班 

109 陈  晴 永嘉县大若岩镇中学 九（1）班 

110 孙欢欢 永嘉县巽宅镇中学 九（3）班 

111 陈建泼 永嘉县体育运动学校 九（1）班 

112 吕  杨 温州翔宇中学 七（1）班 

113 谷志磊 温州翔宇中学 八（11）班 

114 董倩倩 温州翔宇中学 八(03)班 

115 柯婷婷 温州翔宇中学 九（14）班 

116 谢佳雯 温州翔宇中学 九（20）班 

117 刘洪恺 永嘉县崇德实验学校 七（9）班 

118 何  畅 永嘉县实验中学 七（9）班 

119 陈  楷 永嘉县实验中学 七（10）班 

120 金轩毅 永嘉县实验中学 八（2）班 

121 滕瑶瑶 永嘉县实验中学 八（15）班 

122 胡琦琦 浙江省永嘉中学 高三（1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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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林淑瑞 浙江省永嘉中学 高三（20）班 

124 张铄婕 浙江省永嘉中学 高二（11）班 

125 陈云奇 浙江省永嘉中学 高一（3）班 

126 谢飘飘 永嘉县职业中学 15级会计电算化（5）班 

127 夏苗苗 永嘉县职业中学 15级会计电算化（3）班 

128 戴圆圆 永嘉县职业中学 15级数字影像技术（1)班 

129 潘秀娜 永嘉县职业中学 15级会计电算化（6）班 

130 潘杨鹏 永嘉县职业中学 15级数控技术应用（2）班 

131 徐振伟 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高一（3）班 

132 戴依璇 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1）班 

133 刘赛静 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高三（1）班 

134 周恭镛 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3）班 

135 吴松法 永嘉县碧莲中学 高二（9）班 

136 汤晨素 永嘉县碧莲中学 高一（7）班 

137 孙  澄 永嘉县楠江中学 高二（1）班 

138 吕淑瑶 永嘉县楠江中学 高二（7）班 

139 王湖静 永嘉县上塘中学 高二（7）班 

140 郑棉棉 永嘉县上塘中学 高三（3）班 

141 徐利绮 永嘉县上塘中学 高三（7）班 

142 朱栩瑶 温州翔宇中学 高二（11）班 

143 王彬琦 温州翔宇中学 高二（11）班 

144 葛箴旎 温州翔宇中学 高二（15）班 

145 柯路恒 温州翔宇中学 高二（16）班 

146 杨  海 永嘉县体育运动学校 15级运动训练（1）班 

147 黄梦慧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15财会（1）班 

148 陈家园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15财会（1）班 

149 曾孙成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15泵阀（3）班 

150 李春娇 永嘉第二职业学校 15财会（3）班 

151 金扬杰 永嘉第二职业学校 15 机电 

152 陈建新 永嘉第二职业学校 15电子技术（3）班 

153 周蒙蒙 永嘉第二职业学校 15超市（2）班 

154 陈博宇 永嘉第二职业学校 14电子技术（1） 

155 瞿  斌 永嘉县永临中学 高三（10）班 

156 徐嘉琪 永嘉县永临中学 高三（4）班 

157 潘蓓慧 永嘉县永临中学 高二（14）班 

158 胡嘉靖 永嘉县永临中学 高一（10）班 

159 葛温暖 永嘉县罗浮中学 高三（11）班 

160 蒋文宇 永嘉县罗浮中学 高三（12）班 

161 麻嘉宜 永嘉县罗浮中学 高二（10）班 

162 叶爽爽 永嘉县罗浮中学 高三（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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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成县（37名） 

序号 班级 班级 学校 

1 胡栩赫 文成县实验小学 四（7）班 

2 蔡炅轩 文成县实验小学 五（8）班 

3 富嘉妤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 四（4）班 

4 赵菁菁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 六（2）班 

5 赵万珊 文成县大峃镇龙川小学 五（2）班 

6 陈紫昕 文成县大峃镇樟台学校 四（1）班 

7 李淑怡 文成县黄坦镇中心小学 六（4）班 

8 包俊城 文成县珊溪镇中心小学 四（2）班 

9 毛炜 文成县珊溪镇中心小学 五（3）班 

10 林晓落 文成县巨屿镇中心学校 六（2）班 

11 刘佳慧 文成县南田镇中心小学 五（5）班 

12 梁颖 文成县南田镇中心小学 六（6）班 

13 吴淑瑶 文成县二源镇中心学校 五（2）班 

14 金雨曦 文成县百丈漈镇中心学校 五（1）班 

15 周京燕 文成县西坑畲族镇民族学校 六（2）班 

16 王宾洛 文成县振中学校 四（2）班 

17 卢慧中 文成县实验中学 八（1）班 

18 赵棋棋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七（1）班 

19 程雪微 文成县黄坦中学 八（1）班 

20 陈梦琦 文成县峃口镇中心学校 七（1）班 

21 王鑫鹏 文成县珊溪中学 七（3）班 

22 潘慧雅 文成县巨屿镇中心学校 九（3）班 

23 胡丽思 文成县玉壶中学 八（1）班 

24 刘莹莹 文成县南田中学 八（1）班 

25 巫森芳 文成县南田镇十源学校 八年级 

26 黄雨桢 文成县二源镇中心学校 七（2）班 

27 林  莉 文成县百丈漈镇中心学校 八（2）班 

28 钟雪桢 文成县西坑畲族镇民族学校 八（1）班 

29 季宇城 文成县振中学校 九（1）班 

30 吴天翊 文成中学 高一（2）班 

31 陈林豪 文成中学 高一（5）班 

32 林秋艳 文成中学 高二（2）班 

33 潘晶晶 文成中学 高二（7）班 

34 苏海雯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高一（1）班 

35 刘晓琪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2）班 

36 叶婷婷 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学前教育 

37 程苗苗 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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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平阳县（145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李文桢 平阳县中心小学 五（5）班 

2 周嘉颖 平阳县中心小学 五（6）班 

3 林玮祎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五（6）班 

4 刘依依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六（8）班 

5 张文心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六（3）班 

6 陈震浩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六（7）班 

7 苏元元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小学 五（3）班 

8 黄业晟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小学 五（3）班 

9 吴保烨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五（3）班 

10 叶朝瑞 平阳县昆阳镇第六小学 五（1）班 

11 陈姝涵 平阳县昆阳镇第七小学 五（2）班 

12 潘世桃 平阳县昆阳镇练川小学 五（1）班 

13 周晨啸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五（1）班 

14 纪中格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六（1）班 

15 王克礼 平阳县鳌江小学 六（1）班 

16 郑奕岑 平阳县鳌江小学 五（5）班 

17 林智贤 平阳县鳌江小学 五（2）班 

18 徐  烨 平阳县鳌江镇实验小学 六（2）班 

19 温川洋 平阳县鳌江镇实验小学 五（4）班 

20 周王晓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小学 六（3）班 

21 王荣治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小学 五（1）班 

22 陈心怡 平阳县鳌江镇第七小学 六（1）班 

23 傅书萱 平阳县鳌江镇第七小学 五（2）班 

24 董淑雯 平阳县鳌江镇第十一小学 五（1）班 

25 白福庆 平阳县鳌江镇第十二小学 五（1）班 

26 纪诗健 平阳县鳌江镇梅溪中心校 六（1）班 

27 郑童瑶 平阳新纪元学校 六（2）班 

28 温  楠 平阳新纪元学校水头校区 五（4）班 

29 李上潮 平阳县闹村乡中心小学 五（2）班 

30 王伊洺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六（7）班 

31 吴昱晨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六（6）班 

32 钟晨鸣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四（5）班 

33 陈婧怡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小学 六（1）班 

34 金睿婧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小学 五（4）班 

35 鲁思桐 平阳育英体校 五（1）班 

36 王思桐 平阳县水头镇鹤溪小学 五（2）班 

37 董雯雯 平阳县水头镇第三小学 六（1）班 

38 林钰洁 平阳县水头镇南湖小学 五（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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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吴云鹏 平阳县水头镇第五小学 五（4）班 

40 施原野 平阳县凤卧镇红军小学 六（1）班 

41 叶思怡 平阳县萧江镇第一小学 五（2）班 

42 蔡芷瑜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小学 五（5）班 

43 胡徐康 平阳县萧江镇第三小学 五（4）班 

44 黄一诺 平阳县萧江镇第四小学 五（2）班 

45 杨欣慧 平阳县萧江镇第五小学 六（1）班 

46 李  恒 平阳县麻步镇中心小学 六（1）班 

47 毛宇萱 平阳县麻步镇树贤小学 六（2）班 

48 袁晓彬 平阳县麻步镇渔塘小学 五（2）班 

49 王  艳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小学 六（4）班 

50 曾梓妍 平阳县海西镇宋埠民族小学 六（1）班 

51 蔡艺涵 平阳县万全镇郑楼小学 五（1）班 

52 傅世橙 平阳县万全镇湖岭小学 五（2）班 

53 金宜潍 平阳县海西镇宋埠小学 五（3）班 

54 郑伊然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小学 六（3）班 

55 潘林静 平阳县腾蛟镇带溪小学 五（1）班 

56 朱思逸 平阳县腾蛟镇凤巢小学 四（2）班 

57 蓝  博 平阳县南雁镇中心小学 四（3）班 

58 周心悦 平阳县南雁镇中心小学 五（3）班 

59 雷步鑫 平阳县山门镇中心小学 六（4）班 

60 杨子江 平阳县实验中学 九（9）班 

61 白  烨 平阳县实验中学 八（7）班 

62 董  润 平阳县实验中学 八（5）班 

63 项云强 平阳县实验中学 八（14）班 

64 潘 瑭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八（7）班 

65 金文佳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八（15）班 

66 缪蒙爱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九（8）班 

67 杨子澄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九（14）班 

68 郑  晗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七（7）班 

69 林婉怡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 七（7）班 

70 杨丁柠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 八（7）班 

71 林雨尘 平阳县昆阳镇第三中学 九（10）班 

72 李庆燕 平阳县昆阳镇第四中学 八（7）班 

73 陈玮烨 平阳县鳌江镇第三中学 九（5）班 

74 余  杭 平阳县鳌江镇第三中学 八（5）班 

75 章语晗 平阳县鳌江镇第三中学 八（2）班 

76 王  鹏 平阳县鳌江镇第四中学 九（6）班 

77 王  程 平阳县鳌江镇第四中学 九（6）班 

78 蔡黄建格 平阳县鳌江镇第四中学 八（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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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白植硕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中学 八（9）班 

80 李  盟 平阳县鳌江镇第六中学 八（2）班 

81 石碧和 平阳县鳌江镇第八中学 九（4）班 

82 叶慧慧 平阳县鳌江镇第八中学 八（2）班 

83 李珊珊 平阳新纪元学校 八（4）班 

84 赵  李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八（6）班 

85 林海鸿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八（9）班 

86 姚建姿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中学 九（1）班 

87 陈  诺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中学 七（3）班 

88 肖恩慧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中学 八（3）班 

89 白心晨 平阳县水头镇第三中学 八（1）班 

90 吴道仰 平阳县水头镇第四中学 九（2）班 

91 却科芸 平阳县水头镇鹤溪中学 九（1）班 

92 黄萍萍 平阳县凤卧镇中学 八（2）班 

93 吴梦玮 平阳县闹村乡中学 八（2）班 

94 郑羽彤 平阳县萧江镇第一中学 九（1）班 

95 陈  蕾 平阳县萧江镇第一中学 八（2）班 

96 施  璇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中学 七（5）班 

97 林  伟 平阳县麻步镇中学 八（4）班 

98 陈文静 平阳县麻步镇树贤中学 九（2）班 

99 余杨颖 平阳县万全镇榆垟中心学校 九（1）班 

100 李家悦 平阳县万全镇郑楼中学 八（3）班 

101 陈锦秀 平阳县海西镇宋埠中学 八（2）班 

102 尤妍妍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中学 八（5）班 

103 杨慧敏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中学 九（5）班 

104 梁一心 平阳苏步青学校 八（3）班 

105 朱书正 平阳苏步青学校 八（3）班 

106 林  策 平阳苏步青学校 九（4）班 

107 林  泽 平阳苏步青学校 九（11）班 

108 林瑾诺 平阳县山门镇初级中学 八（1）班 

109 冯  相 平阳中学 高二（2）班 

110 程康健 平阳中学 高二（3）班 

111 郑贤涨 平阳中学 高二（9）班 

112 陈  颖 平阳中学 高二（14）班 

113 黄正羽 平阳中学 高三（1）班 

114 伍  茜 平阳中学 高二（19）班 

115 朱倩倩 平阳县第二中学 高一（4) 班 

116 蒋思思 平阳县第二中学 高二（9）班 

117 施克杳 平阳县第二中学 高三（9）班 

118 陈永豪 平阳县第三中学 高一（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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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陈易伶 平阳县第三中学 高二（6）班 

120 何硕硕 平阳县第三中学 高二（7）班 

121 施昌涛 平阳县第三中学 高三（3）班 

122 支芯子 平阳县鳌江中学 高一（1）班 

123 雷瑶瑶 平阳县鳌江中学 高二（1）班 

124 黄如梦 平阳县鳌江中学 高三（13）班 

125 廖海滨 平阳县鳌江中学 高三（14）班 

126 兰  娟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二（2）班 

127 黄兴豪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二（13）班 

128 吕婷婷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三（1）班 

129 吴乾敏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三（2）班 

130 易陈玉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高三（3）班 

131 林容森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高三（6）班 

132 翁家威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高三（14）班 

133 陈芳芳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高二（1）班 

134 叶竹艳 平阳县第二职业学校 高二幼师（1）班 

135 蔡佳佳 平阳县第二职业学校 高三综合（2）班 

136 李燕芳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高三（3）班 

137 叶苏海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高二（1）班 

138 金  奥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高一（15）班 

139 夏  松 平阳县育秀高级中学 高三（3）班 

140 林  航 平阳县育秀高级中学 高二（2）班 

141 温作涵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高一（14）班 

142 刘佳盼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高三（8）班 

143 叶世奇 平阳育英体校 高二（3）班 

144 林德锋 平阳县萧振高级中学 高三（7）班 

145 周  逊 平阳县萧振高级中学 高二（3）班 

十一、泰顺县（46名） 

序号 学校 班级 学校 

1 赖依蔓 泰顺县第二实验小学 六（1）班 

2 林思琦 泰顺县实验小学 六（4）班 

3 翁丽婉 泰顺县筱村镇第二小学 六（3）班 

4 杨佳怡 泰顺县仕阳镇第二小学 六年级 

5 林  晶 泰顺县筱村镇中心小学 六年级 

6 林  川 泰顺县仕阳镇中心小学 四（1）班 

7 潘欣悦 泰顺县罗阳镇中心小学 四（1）班 

8 韦子琼 泰顺县实验中学小学部 四（3）班 

9 白  云 泰顺县司前镇中心小学 四（3）班 

10 夏妍妍 泰顺县新城学校 五（3）班 

11 包礼俊 泰顺县泗溪镇中心小学 五（4）班 



— 33 — 

12 林夕訾 泰顺县雅阳镇中心小学 五（5）班 

13 蔡东豆 泰顺县东溪乡中心学校 五年级 

14 陶美婷 泰顺县三魁镇第二小学 五年级 

15 刘以恒 泰顺县罗阳镇第二小学 五（2）班 

16 梅博韬 泰顺县罗阳镇第二小学 五（2）班 

17 叶韵芷 泰顺县大安乡中心学校 六（1）班 

18 韦冬雪 泰顺县罗阳镇鹤巢小学 六年级 

19 吴邦锦 泰顺县三魁镇中心小学 五（1）班 

20 夏陶野 泰顺县育才小学 五（3）班 

21 包淑怡 泰顺县南浦溪镇中心学校 八（1）班 

22 周  西 泰顺县第七中学 八（1）班 

23 李佳佳 泰顺县实验中学 八（4）班 

24 蔡一焱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九（9）班 

25 钟晓楠 泰顺县民族中学 九（1）班 

26 蓝  天 泰顺县新城学校 九（3）班 

27 叶慧祺 泰顺县第六中学 九（3）班 

28 王雨蝶 泰顺县龟湖中心学校 九（1）班 

29 陈  郁 泰顺县第三中学 九（5）班 

30 吴晶晶 泰顺县柳峰中心学校 九（1）班 

31 林甜甜 泰顺县第二中学 七（7）班 

32 齐德俊 泰顺县实验中学 七（9）班 

33 林  涵 泰顺县育才初级中学 七（1）班 

34 张雅琪 泰顺县大安乡中心学校 七（1）班 

35 夏柳晨 泰顺县罗阳镇第二中学 七（2）班 

36 林婷婷 泰顺县第八中学 九（1）班 

37 夏怡玮 泰顺县包垟乡中心学校 八年级 

38 蔡耀铭 泰顺县城关中学 高二（6）班 

39 邓双叶 泰顺县城关中学 高二（7）班 

40 包影霜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高二（1）班 

41 董帆帆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高二（6）班 

42 包晶晶 泰顺县石雕艺术学校 高一（19）班 

43 吴雨姝 泰顺中学 高二（7）班 

44 邓  瑶 泰顺中学 高三（9）班 

45 彭恩勖 泰顺中学 高一（9）班 

46 陈  玮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高二（11）班 

十二、苍南县（202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叶诗静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五（1）班 

2 庄沁妍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五（3）班 

3 张书涵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六（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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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文耀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六（8）班 

5 张  琦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小学 六（6）班 

6 庄千慧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小学 六（5）班 

7 林子炫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小学 五（1）班 

8 林家琦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小学 五（2）班 

9 陈  静 苍南县灵溪镇第五小学 四（1）班 

10 余小塔 苍南县灵溪镇第五小学 五（5）班 

11 蔡雅琦 苍南县灵溪镇第六小学 五（3）班 

12 陈海慧 苍南县灵溪镇第六小学 五（2）班 

13 庄姝婧 苍南县少年艺术学校 五（1）班 

14 谢思甜 苍南县灵溪镇沪山小学 五（3）班 

15 刘益辰 苍南县灵溪镇渎浦小学 四（5）班 

16 李今添 苍南县灵溪镇渎浦小学 五（3）班 

17 陈子约 苍南县藻溪镇小学 五（4）班 

18 王作为 苍南县灵溪镇观美小学 五（4）班 

19 谢心晨 苍南县灵溪镇渡龙学校 五（3）班 

20 杨纯洁 苍南县灵溪镇南水头学校 六（3）班 

21 薛可儿 苍南县灵溪镇凤池学校 六（1）班 

22 洪晓宇 苍南县灵溪镇华阳学校 六（1）班 

23 夏  宇 苍南县金乡镇小学 六（4）班 

24 尤登建 苍南县金乡镇小学 六（4）班 

25 林绵翼 苍南县金乡镇第二小学 五（4）班 

26 郑尹彤 苍南县金乡镇第三小学 六（3）班 

27 黄梦瑶 苍南县金乡镇第四小学 五（5）班 

28 陈韵羽 苍南县炎亭镇学校 五（1）班 

29 戴安钰 苍南县马站小学 五（3）班 

30 李则帅 苍南县沿浦镇小学 四（1）班 

31 林  灿 苍南县岱岭畲族乡学校 五（1）班 

32 蔡俊轩 苍南县霞关镇小学 四（1）班 

33 王芷彤 苍南县桥墩小学 六（1）班 

34 欧阳晨兴 苍南县桥墩镇腾垟学校 六年级 

35 苏晓晓 苍南县桥墩镇五凤学校 六（1）班 

36 林佳妙 苍南县江南实验学校 四（1）班 

37 李婷婷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五（1）班 

38 周世琪 苍南县矾山镇第二小学 五（2）班 

39 周琪琪 苍南县赤溪镇龙沙学校 五（1）班 

40 陈宗航 苍南县赤溪镇小学 六（2）班 

41 朱师成 苍南县矾山镇第一小学 五（3）班 

42 李依晨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六（5）班 

43 陈盈晔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六（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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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蔡万熹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六（9）班 

45 金  宸 苍南县钱库小学 五（4）班 

46 倪晨皓 苍南县钱库小学 六（5）班 

47 蔡征昊 苍南县钱库小学 五（4）班 

48 彭志文 苍南县钱库镇第二小学 五（5）班 

49 黄邦哲 苍南县钱库镇第二小学 五（1）班 

50 蔡韵涵 苍南县钱库镇第三小学 六（4）班 

51 项梦婷 苍南县钱库镇第四小学 五（1）班 

52 董  宇 苍南县望里镇第一小学 五（1）班 

53 陈  豪 苍南县望里镇第二小学 五（3）班 

54 杨诗嘉 苍南县钱库镇新安一学 六（1）班 

55 倪荟雅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小学 五（1）班 

56 余佳颖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小学 五（2）班 

57 王欣悦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小学 四（9）班 

58 陈  墨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小学 五（4）班 

59 章小凡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小学 五（4）班 

60 郭伊涵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小学 五（2）班 

61 高  硕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小学 五（1）班 

62 林禹彤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小学 五（8）班 

63 黄  凯 苍南县龙港镇第五小学 五（4）班 

64 王启翔 苍南县龙港镇第五小学 五（2）班 

65 李雯雯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五（6）班 

66 徐顺厅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六（2）班 

67 吴依晨 苍南县龙港镇第七小学 五（5）班 

68 杨瑾宜 苍南县龙港镇第七小学 五（5）班 

69 林  烨 苍南县龙港镇第八小学 六（3）班 

70 王恩琪 苍南县龙港镇第九小学 四（1）班 

71 陈  鹏 苍南县龙港镇第九小学 五（3）班 

72 王小靓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小学 五（4）班 

73 邓昭润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一小学 五（1）班 

74 徐礼贤 苍南县龙港镇湖前小学 六（2）班 

75 陈  昊 苍南县龙港镇湖前小学 五（1）班 

76 潘晨曦 苍南县龙港镇凤江小学 六（4）班 

77 林苏瑶 苍南县龙港镇白沙小学 五（1）班 

78 林雯键 苍南县龙港镇海城小学 五（1）班 

79 叶纪湘 苍南县龙港镇平等小学 五（1）班 

80 陈文硕 苍南县龙港镇江山小学 五（4）班 

81 潘海燕 苍南县龙港镇新城第二小学 六（1）班 

82 陈茹伊 苍南县龙港镇巴曹第一小学 五（3）班 

83 叶  浩 苍南县龙港镇巴曹第二小学 五（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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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缪可可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三小学 六（1）班 

85 吴   箫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六（5）班 

86 刘亦恒 苍南县宜山小学 五（5）班 

87 郑启悦 苍南县宜山小学 五（5）班 

88 黄瑞辰 苍南县宜山镇第三小学 五（2）班 

89 谭文书 苍南县宜山镇第二小学 五（2）班 

90 黄心怡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九（4）班 

91 张琳琛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九（5）班 

92 陈瑶璐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九（10）班 

93 李  娜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九（12）班 

94 黄丽莹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中学 九（5）班 

95 朱语涵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八（5）班 

96 黄雨璇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七（8）班 

97 吴思思 苍南县灵溪镇第三中学 九（2）班 

98 郑灵来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中学 八（5）班 

99 华陈杰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中学 八（9）班 

100 郑芷欣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中学 八（3）班 

101 张晋婷 苍南县灵溪镇第八中学 九（1）班 

102 章  铭 苍南县灵溪镇第十中学 八（1）班 

103 蔡文博 苍南县灵溪镇第十中学 八（6）班 

104 洪增熹 苍南县灵溪镇第十一中学 九（1）班 

105 王昱晴 苍南县藻溪镇初级中学 九（3）班 

106 吴保营 苍南县灵溪镇渡龙学校 七（2）班 

107 叶文静 苍南县灵溪镇灵江学校 七（2）班 

108 温  学 苍南县金乡镇第二中学 九（7）班 

109 陈翔天 苍南县金乡镇第三中学 九（9）班 

110 陈  漪 苍南县大渔镇学校 九（1）班 

111 郑佳乐 苍南县炎亭镇学校 九（1）班 

112 张雨洁 苍南县金乡镇石砰学校 九（1）班 

113 朱莎莎 苍南县桥墩镇第一中学 九（6）班 

114 蔡巧巧 苍南县矾山镇第一中学 九（2）班 

115 陈萌芽 苍南县南宋镇初级中学 九（3）班 

116 王冰冰 苍南县赤溪镇初级中学 九（2）班 

117 雷朝彬 苍南县民族中学 八（4）班 

118 庄  妍 苍南县树人学校 八（2）班 

119 章文熙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七（1）班 

120 金  石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七（6）班 

121 杨  涛 苍南县文汇中学 九（3）班 

122 王  瑞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中学 八（2）班 

123 黄伟俊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中学 九（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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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邓雅文 苍南县龙港镇第一中学 九（2）班 

125 林  涵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中学 七（11）班 

126 苏昱丹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中学 七（9）班 

127 上官依子 苍南县龙港镇第二中学 八（2）班 

128 金嘉悦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中学 七（3）班 

129 黄  淳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中学 九（7）班 

130 胡瑛琦 苍南县龙港镇第三中学 八（5）班 

131 曹  阳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中学 七（5）班 

132 缪一维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中学 七（5）班 

133 陈乐乐 苍南县龙港镇第五中学 九（6）班 

134 方思璐 苍南县龙港镇第五中学 九（2）班 

135 池亦情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中学 九（1）班 

136 邵文燕 苍南县龙港实验中学 九（2）班 

137 陈辛欣 苍南县龙港镇第九中学 九（1）班 

138 阳  薇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中学 八（2）班 

139 陈月升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一中学 八（2）班 

140 余瑞琴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三中学 九（1）班 

141 杨瑶瑶 苍南县龙港镇第十四中学 九（2）班 

142 姜荣瀚 苍南县龙港镇云岩学校 九（1）班 

143 李亚男 苍南县青华学校 八（3）班 

144 陈锦凡 苍南县青华学校 八（7）班 

145 周  畅 苍南县宜山镇第一中学 九（1）班 

146 薛伊婷 苍南县宜山镇第一中学 九（2）班 

147 郑佩佩 苍南县宜山镇第一中学 八（11）班 

148 周甲钏 苍南县宜山镇第一中学 八（14）班 

149 周  翔 苍南县嘉禾中学 八（1）班 

150 许苏萍 苍南县钱库镇第一中学 九（12）班 

151 李韩佳 苍南县钱库镇第一中学 九（5）班 

152 张志伟 苍南县钱库镇第一中学 九（9）班 

153 黄  珂 苍南县钱库镇第二中学 九（7）班 

154 黄晓婧 苍南县钱库镇第四中学 九（2）班 

155 陈民铄 苍南县钱库镇仙居学校 八（1）班 

156 游婉晴 苍南县马站镇第一中学 八（1）班 

157 陈钊汝 苍南县霞关镇初级中学 八（1）班 

158 施  扬 苍南县星海学校 八（6）班 

159 陈  骁 苍南中学 高二（1）班 

160 黄紫琼 苍南中学 高二（11）班 

161 杨海鹰 苍南中学 高二（14）班 

162 冯永将 苍南中学 高二（17）班 

163 陈  旖 苍南中学 高三（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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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倪舒娅 苍南中学 高三（11）班 

165 陈婵媛 苍南中学 高三（15）班 

166 诸葛邦灏 苍南县灵溪中学 高三（7）班 

167 杨国栋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高一（11）班 

168 方思诺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高二（12）班 

169 朱书浩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高三（5）班 

170 胡英豪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高三（6）班 

171 沈  雁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高一（3）班 

172 林  静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高三（2）班 

173 吴雨晗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高三（8）班 

174 陈子怡 苍南县宜山高级中学 高三（10）班 

175 朱坤隆 苍南县宜山高级中学 高二（3）班 

176 陈嘉琪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高三（2）班 

177 黄绍帅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高三（1）班 

178 陈晶晶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高二（5）班 

179 夏安琪 苍南县钱库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1）班 

180 项婷婷 苍南县钱库第二高级中学 高三（1）班 

181 张仁钊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高二（9）班 

182 饶雯昕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高三（8）班 

183 朱玲娜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高三（1）班 

184 林  钤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高三（1）班 

185 宋龙女 苍南县求知中学 高三（7）班 

186 卢  伟 苍南县求知中学 高三（1）班 

187 叶洋广 苍南县求知中学 高二（5）班 

188 陈  晗 苍南县树人中学 高三（7）班 

189 殷炜坊 苍南县树人中学 高二（5）班 

190 黄  月 苍南县巨人中学 高三（1）班 

191 王  鹏 苍南县江南中学 高一（8）班 

192 金敏敏 苍南县江南中学 高二（3）班 

193 刘良麟 苍南县金乡卫城中学 高一（1）班 

194 蔡心颖 苍南县金乡卫城中学 高二（1）班 

195 兰守乾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4网络技术班 

196 张云南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工艺美术班 

197 谈  令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网络技术（1）班 

198 黄春霞 苍南县龙港第二职业学校 高三升学班 

199 林嘉欣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15计算机（2）班 

200 张佳佳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15电子商务（3）班 

201 王升燃 苍南县勤奋职业学校 高二（12）班 

202 雷春秋 苍南县飞林职业学校 高二（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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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浙南产业集聚区（26名）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校 

1 陈舒曼 龙湾区沙城镇第一小学 五（2）班 

2 邵歆惠 龙湾区沙城镇第一小学 五（3）班 

3 朱程宇 龙湾区沙城镇第一小学 五（2）班 

4 孙佳怡 龙湾区沙城镇第二小学 五（3）班 

5 刘欣瑜 龙湾区沙城镇第三小学 六（1）班 

6 项炜展 龙湾区天河镇第一小学 六（1）班 

7 陈柏烨 龙湾区天河镇第一小学 五（6）班 

8 余柏翰 龙湾区天河镇第一小学 五（5）班 

9 肖婕妤 龙湾区天河镇第二小学 六（1）班 

10 纪  毅 温州滨海学校 六（3）班 

11 胡津晶 温州滨海学校 六（4）班 

12 杜梦丹 龙湾区海城第一小学 六（7）班 

13 徐浩然 龙湾区海城第一小学 六（4）班 

14 邱煜涵 龙湾区海城第一小学 五（5）班 

15 王安乐 龙湾区海城第二小学 六（4）班 

16 马诗淇 温州滨海学校 七（2）班 

17 杨安怡 龙湾区沙城镇中学 八（1）班 

18 郑展浩 龙湾区沙城镇中学 九（5）班 

19 李娉娉 龙湾区天河镇中学 八（4）班 

20 张可心 龙湾区海城中学 七（5）班 

21 陈佳慧 龙湾区海城中学 八（2）班 

22 曾  雪 龙湾区海城中学 九（4）班 

23 丁志伟 龙湾区春晖高级中学 高二（3）班 

24 王学政 温州市滨海高级中学 高二（1）班 

25 祝如意 温州市滨海高级中学 高二（6）班 

26 张青青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高二（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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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共 179 个） 

 

一、直属学校（14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温州市实验小学 四（5）班 应晓梅 

2 温州市籀园小学 五（3）班 林日红 

3 温州市第八中学 八（6）班 陈发捧 

4 温州市第九中学 九（5）班 孙  琦 

5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九（6）班 杨  晖 

6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九（9）班 王爱飞 

7 温州外国语学校 八（10）班 李欢欢 

8 温州市绣山中学 八（1）班 张文丽 

9 温州中学 高二（15）班 蒲  华 

10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8）班 阮秀丽 

11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高二（2）班 章胜亮 

12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高三（5）班 徐丽若 

13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5级财会实验班 谢雪艳 

14 温州市艺术学校 高三（3）班 俞  笑 

二、鹿城区（12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五（3）班 郑依依 

2 鹿城区瓯越小学 五（4）班 何  慧 

3 鹿城区瓯越小学 六（2）班 邹雯雯 

4 鹿城区实验小学 六（5）班 黄葱苗 

5 温州市少年艺术学校 六（2）班 木云云 

6 温州市黄龙第二小学 五（1）班 王  蕾 

7 温州市鞋都第一小学 五（1）班 应乐曼 

8 温州市上戍小学 六（1）班 潘亚尔 

9 温州市黄龙第二小学 六（3）班 金董 

10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六（2）班 陈琳茜 

11 温州市藤桥中学 九（4）班 朱碧茹 

12 鹿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15学前教育 2+3（2）班 胡李秀 

三、龙湾区（ 8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六（2）班 林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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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四（5）班 鲁婧婧 

3 龙湾区永昌第一小学 四（3）班 王莲青 

4 龙湾区屿田小学 六（3）班 虞玲珍 

5 龙湾区实验中学 九（2）班 陈文静 

6 温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八（4）班 林开芬 

7 温州市龙湾中学 高三（11）班 王国敏 

8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高二（8）班 夏建军 

四、瓯海区（ 15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瓯海区新桥小学新桥校区 六（2）班 麻爱琴 

2 瓯海区实验小学南瓯校区 六（1）班 郑飞莲 

3 瓯海区景山小学 六（4）班 王奇秀 

4 瓯海区仙岩第一小学 六（3）班 陈海燕 

5 瓯海区瞿溪小学信达校区 四（3）班 王茫茫 

6 瓯海区茶山第一小学 六（1）班 林  洁 

7 瓯海区潘桥中学 九（7）班 胡胜东 

8 瓯海区新桥中学 八（4）班 陈小芳 

9 瓯海区梧田第二中学 九（8）班 林少炜 

10 瓯海区南白象中学 八（5）班 黄林雅 

11 瓯海区娄桥中学 七(7)班 陈  璐 

12 瓯海区三溪中学 高三（5）班 崔建英 

13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高二（5）班 汤立龙 

14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12）班 徐晓琼 

15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4 酒店服务与管理（1）班 张  艳 

五、洞头区（ 3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洞头区实验小学 五（1）班 郑月丽 

2 洞头区海霞中学 九（4）班 向晓群 

3 洞头区第一中学 高三（10）班 夏根安 

六、乐清市（27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乐清市大荆镇第一小学 四（2）班 周卫荷 

2 乐清市雁荡镇第一小学 四（5）班 金锣镇 

3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六（7）班 倪红红 

4 乐清市虹桥镇第五小学 五（1）班 倪仙芝 

5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四（5）班 陈晓珍 

6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四（2）班 钱坚琴 

7 乐清市翁垟第三小学 六（2）班 童琼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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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乐清市柳市镇第八小学 六（2）班 周胡丹 

9 乐清市柳市镇第九小学 六（5）班 朱晓芳 

10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二小学 五（3）班 林  亚 

11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三小学 六（1）班 高礼通 

12 乐清市湖雾镇中学 九（3）班 严金斌 

13 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九（13）班 叶邦平 

14 乐清市淡溪镇中学 九（1）班 万旭英 

15 乐清市乐成实验中学 七（13）班 陈玉荣 

16 乐清市翁垟第一中学 八（5）班 江震芳 

17 乐清市乐成公立寄宿学校 八（A5）班 滕文辉 

18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中学 九（1）班 胡赛琴 

19 乐清市柳市镇黄华实验学校 九（3）班 陈小丹 

20 乐清市北白象镇中学 八（8）班 方翠景 

21 乐清中学 高二（14）班 杨传乐 

22 乐清市第二中学 高三（8）班 李晓乐 

23 乐清市第三中学 高二（12）班 徐岳敏 

24 乐清市虹桥中学 高三（10）班 盛旭仁 

25 乐清市芙蓉中学 高三（4）班 陈乐丹 

26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高二（8）班 梁  丽 

27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高一（8）班 王恩标 

七、瑞安市（26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瑞安市上望第二小学 五（4）班 张珊瑚 

2 瑞安市塘下镇第三小学 五（1）班 刘小萍 

3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中心小学 五（1）班 虞丰平 

4 瑞安市飞云中心小学 四（6）班 陈珍珠 

5 瑞安市马屿镇中心小学 六（3）班 孙秀贞 

6 瑞安市高楼镇中心小学 五（2）班 彭晓莹 

7 瑞安市湖岭镇中心小学 五（3）班 杜爱菊 

8 瑞安市桐浦镇中心小学 六（1）班 金  洁 

9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五（4）班 郑淼 

10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五（5）班 谢  丹 

11 瑞安市阳光小学 五（1）班 万晓敏 

12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八（14）班 陈伟华 

13 瑞安市锦湖第一中学 八（3）班 林建瑞 

14 瑞安市塘下镇新华中学 八（2）班 陈哨飞 

15 瑞安市莘塍第一中学 八（01）班 夏丽平 

16 瑞安市飞云中学 七（13）班 郑小慧 

17 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 九（6）班 张向红 

18 瑞安市高楼镇中学 九（4）班 郑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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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瑞安市湖岭镇中学 九（1）班 陈金定 

20 瑞安市陶山镇荆谷学校 八（2）班 单秀芳 

21 瑞安市安阳高级中学初中部 八（1）班 徐芳 

22 瑞安市飞云中学 八（13）班 夏珊珊 

23 瑞安中学 高三（9）班 卢军菊 

24 瑞安市塘下中学 高二（2）班 李海天 

25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6实验（2）班 陈瑛 

26 瑞安市轻工学校 15汽修(4)班 章仁义 

八、永嘉县（23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永嘉县上塘城西小学 六（1）班 周海鸥 

2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五（3）班 鲍小珍 

3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六(5)班 徐祥和 

4 永嘉县桥头镇第二小学 六（1）班 朱丽苹 

5 永嘉县岩头镇五尺小学 六（2）班 李  圆 

6 永嘉县碧莲镇中心小学 四（1）班 徐晓芳 

7 永嘉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四（2） 林微微 

8 永嘉县实验小学 五（6）班 吴银燕 

9 永嘉县上塘城北小学 四（2）班 盛秀燕 

10 永嘉县实验中学 七（4）班 徐优贤 

11 永嘉县上塘城西中学 八（12）班 王金朝 

12 永嘉县瓯北第一中学 九（11）班 余建琴 

13 永嘉县瓯北第五中学 九（7）班 叶鼎孟 

14 永嘉县桥下镇中学 八（8）班 王剑飞 

15 永嘉县溪下乡溪下学校 九年级 尤颖异 

16 永嘉县碧莲镇中学 八（6）班 黄炎群 

17 永嘉县实验中学 八（3）班 潘银娟 

18 永嘉中学 高三（1）班 李斌斌 

19 永嘉县职业中学 15 级会计电算化（6）班 肖连连 

20 永嘉第二高级中学 高三（2）班 陈晓鸥 

21 永嘉县楠江中学 高三（2）班 黄幸福 

22 永嘉第二职业学校 15机电 徐同德 

23 永嘉县罗浮中学 高三（5）班 陈丹丹 

九、文成县（5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文成县珊溪镇中心小学 四（1）班 胡秀燕 

2 文成县第二实验小学 五（4）班 吴利云 

3 文成县第二实验中学 九（1）班 赵翡斐 

4 文成县巨屿镇中心学校 九（3）班 张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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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高三（8）班 陆小丽 

十、平阳县（16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平阳县中心小学 四（4）班 王克回 

2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五（5）班 王国辉 

3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四（2）班 邱玮 

4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小学 四（5）班 徐丽芝 

5 平阳新纪元(蓝田)学校 六（1）班 黄有珍 

6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小学 六（3）班 林金銮 

7 平阳县实验中学 九（3）班 钟海静 

8 平阳县昆阳镇第二中学 八（4）班 林初昀 

9 平阳县麻步镇树贤中学 九（3）班 林国防 

10 平阳县水头镇第四中学 九（1）班 黄平辉 

11 平阳县腾蛟镇第一中学 八（1）班 林  骇 

12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中学 八（9）班 曾红慧 

13 平阳县第二中学 高二（4）班 张文生 

14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高二（1）班 刘冬芬 

15 平阳中学 高二（1）班 童彩棉 

16 平阳中学 高三（3）班 苏  明 

十一、泰顺县（5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泰顺县东溪乡中心学校 六年级 董婷婷 

2 泰顺县三魁镇中心小学 五（2）班 吴晓建 

3 泰顺县实验小学 五（3）班 夏荔 

4 泰顺县罗阳镇第二中学 八（4）班 雷国何 

5 泰顺中学 高三（13）班 陶晓丹 

十二、苍南县（21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六（7）班 华怀裕 

2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六（7）班 蓝琴琴 

3 苍南县钱库小学 六年（8）班 吴小娇 

4 苍南县金乡镇金乡小学 五年（4）班 温小燕 

5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五年（2）班 陈德伟 

6 苍南县江南实验学校 五年（1）班 兰燕芳 

7 苍南新星实验学校 四年级（3）班 张雪航 

8 苍南县宜山镇第三小学 五年（1）班 陈彩平 

9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 九（5）班 黄正泛 

10 苍南县钱库镇第二中学 九（6）班 苏依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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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苍南县金乡镇第二中学 八（8）班 潘林真 

12 苍南县岱岭畲族乡学校 八（1）班 林海滨 

13 苍南县宜山第一中学 九（1）班 戴秀芬 

14 苍南县民族中学 九（4）班 欧阳海英 

15 苍南县星海学校 八（2）班 林庆宋 

16 苍南中学 高二（12）班 吕德丰 

17 苍南县钱库第二高级中学 高二（4）班 陈爱军 

18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高三（2）班 王少梨 

19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高三（1）班 朱玲娜 

20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高二（11）班 陈卫国 

21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高三（1）班 曾燕霞 

十三、浙南产业集聚区（4 个） 

序号 学校 班集体 班主任 

1 龙湾区沙城镇第三小学 四（1）班 涂培芝 

2 龙湾区天河镇第二小学 六（2）班 张 才 

3 温州滨海学校 八（1）班 王奎 

4 龙湾区春晖高级中学 高三（1）班 陈仕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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