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  别 区 学  校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黄浦区徽宁路第三小学 许溪芸 朱敏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黄浦区徽宁路第三小学 忻宇洋 朱敏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黄浦区回民小学 杜博瑜 贺杰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裘锦秋实验学校 李嘉文 陈嬿汝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实验小学 汪涵宇 张宇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实验小学 彭逸臻 张宇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实验小学 周资杰 张宇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实验小学 沈欣然 张宇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黄浦区新凌小学 华明浩 李萍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黄浦区新凌小学 孟子辰 李萍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黄浦区新凌小学 张辰玥 李萍
小学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 陈岳扬 经日宏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彪小学 陈泽荣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 李瑞淇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 沈诗贻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 施胤玖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张嘉辰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 刘随心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小学 张妙翔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小学 韩奕格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谢茗悦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陆星辰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许芸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淮海中路小学 苏翰骁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附属小学 陈昕妤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唐艺嘉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王晴岚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小学 刘韵 张力钢
小学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 孔茹 张力钢
小学组 虹口区 复兴实验小学 仇睿池 刘潇凌
小学组 虹口区 上海市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何嘉诺 刘潇凌
小学组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徐宇轩 刘潇凌
小学组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蒋承书 林俊樑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区市西小学 翟承恩 褚蓓丽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区市西小学 施纫秋 褚蓓丽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实验小学 钱阳 曹京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实验小学 候博文 曹京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实验小学 王思越 曹京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李秭熹 李坤颖艺

第十一届上海市青少年摄影创作实践活动
第二阶段创作入围名单

    第十一届上海市青少年摄影创作实践活动第一阶段活动作品经各区组织相关评审，选
拔以下同学入围到第二阶段创作。请入围的同学，在2021年6月28日15:00后到“上海市学
生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活动平台”（https://shsunshine-zp.shec.edu.cn/
）“公告公示”中，收阅第二阶段活动创作任务卡，并按任务卡要求，在6月29日、30日、
7月1日三天中完成并提交本阶段作品。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刘嘉 李坤颖艺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曾尚博 李坤颖艺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周睿哲 李坤颖艺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谢欣怡 李坤颖艺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毛渝轩 孔洁
小学组 静安(南)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吴奕霏 孔洁
小学组 静安(南) 上海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李峥琦 元佳
小学组 浦东新区 建平实验小学 周思萌 王璋琴
小学组 浦东新区 明珠小学C区 刘晨淏 陈懿
小学组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明珠小学C区 潘乐其 徐悦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浦东新区观澜小学 徐奕可 苏老师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浦东新区明珠小学C区 褚思远 李佳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单晨曦 孙为群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黄思源 费尔新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李晓曼 费尔新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姚俊泽 费尔新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崔蓝月 黄惠华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洪墨函 张晓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胡骏崴 程琛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谭末 左薇平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唐梓悦 孙华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徐胤嘉 黄静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杨梓暄 杨晓瑜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华高小学 邹羽涵 程琛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澧溪小学 陈婉瑜 高雨杰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澧溪小学 付腾炫 张万意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A区 奚正则 朱洁琼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第三小学 钱苡航 瞿梓菲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第三小学 徐梓航 瞿梓菲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第三小学 朱嘉怡 瞿梓菲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房书瑶 丁卫言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付辰恺 沈舒芬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李嘉敏 沈舒芬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刘谨旖 丁卫言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陆朱泽雨 沈舒芬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彭晨欣 丁卫言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时文雪 沈舒芬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王奕欣 沈舒芬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张芯源 沈舒芬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朱意琳 丁卫言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小学 黄悠杨 金卓雯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小学 陆柯妤 金卓雯
小学组 浦东新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小学 陆梓瑄 金卓雯
小学组 浦东新区 潼港小学 冯孝馨 沈忆
小学组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周浦小学 赵辰岳 姚吴斌
小学组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周浦小学 陈奕佳 姚吴斌
小学组 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周浦小学 苏奕文 姚吴斌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嘉定外国语学校 倪郁华 吴洁
小学组 嘉定区 嘉定区南苑小学 邢雪华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小学 杨润添 朱彩英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小学 苏晨晓 刘小燕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华亭学校 赵兵熙 姚晓玲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一中附属小学 孙逸凡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小学 苏晨晓 刘小燕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 吉倩熙 姚青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 刘熙高 陈嘉薇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 王家睿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 王青桐 周逸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 闫浩翔 陈嘉薇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实验小学 陆韵乔 陈嘉薇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封浜小学 张恩瑜 费一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小学 应逸宸 黎清晰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丁梦均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吕金意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唐德懿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尹晨瑞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张希悦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张心妍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张王语澜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瞿婉胤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赵壹平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郑皓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金缘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陈禹辰 戴丽莉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小学 齐天弋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小学 张正涵 张培忠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小学 张芷祺 张培忠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小学 张龚奕 张培忠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小学 潘栩逸 张培忠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小学 辛兆翌 张培忠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小学 邹远哲 张培忠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小学 陈诺菲 张培忠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 曹顾丹 石晓红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 王语晨 郑靖晔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 蔡乐融 闵叶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小学 张砚君 林斌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小学 林俐彤 林斌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疁城实验学校 周陈轩 秦正玲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疁城实验学校 杜文雅 余欣童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疁城实验学校 王梓轩 陈洁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张家瑞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朱城辰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王法辰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王逸晨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章皓宸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蒋辰好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蒋辰好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赵嘉钰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赵子诚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顾耘昊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魏兰依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黄彦博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 肖禹鸿 曾乐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 张洛晟 姚进标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 韦博 姚进标
小学组 嘉定区 嘉定区实验小学北水湾分校 吴逸航 戴冬琴
小学组 嘉定区 嘉定区实验小学北水湾分校 曹怀瑜 戴冬琴
小学组 嘉定区 嘉定区实验小学北水湾分校 李旭晨 戴冬琴
小学组 嘉定区 嘉定区实验小学北水湾分校 钟雅凡 戴冬琴
小学组 嘉定区 普通小学 陈菡 郑靖晔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一中附属小学 衣家平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 陈谦逸 孙敏虹
小学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 赵子涵 吴佳宁
小学组 奉贤区 奉贤区江山小学 何绍阳 罗琳
小学组 奉贤区 奉贤区头桥小学 崔铭轩 邬敏敏
小学组 奉贤区 奉贤区头桥小学 冯允雯 卫丹
小学组 闵行区 曹行中心小学 汪浩博
小学组 闵行区 华二紫竹双语学校 贾劭琛 卜筱岚
小学组 闵行区 景东小学 金圣杰
小学组 闵行区 景东小学 梁若彤 施海燕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 周怀坤 吴昊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 闫星瑶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杜奕辰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顾言玥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黄梓云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季濛慧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贾何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姜姬辰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李祖安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刘恩赫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罗雨菡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强书瑜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苏泽宸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熊乐仪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颜千惠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颛桥中心小学 顾而闻 徐赟倩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颛桥中心小学 林彤娜 徐赟倩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区颛桥中心小学 徐灏宸 徐赟倩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刘翰宸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潘羽歆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闵行实验小学春城校区 钱昊辰 柴丹炜
小学组 闵行区 明星小学 俞悦辰 叶玉花
小学组 闵行区 明星学校 秦诗妤
小学组 闵行区 七宝实小 施嘉懿 孙宗华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 贾浩然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 马丁 洪涛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 瞿语沫 洪涛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 沈彦凯 洪涛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 庄子宸 洪涛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明星学校 蔡晓晓 徐洪霞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南校） 张佳奕 翟青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市七宝外国语小学 何卓安 毛玮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市新梅小学 朱修朵 孙玲琳
小学组 闵行区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孙恺晨 孙宗华
小学组 闵行区 莘庄镇小学 包铭悦 孙宗华
小学组 闵行区 田园外小 李珮璐 孙宗华
小学组 闵行区 田园外小 于恒源 孙宗华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刘川枫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雨菡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 包宸宇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 经悦嘉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 茅浩谦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 陆依欣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六一小学 张豪烨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施嘉若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陈潇仡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袁朗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郏雯璇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徐瑞莃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世界小学 杨梵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市光学校（小学部） 吴越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市光学校（小学部） 周妍汐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小学 周佳欣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小学 黄悦涵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小学 丁芮涵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许昌路第五小学 张芷睿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祝荣欣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祝荣欣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王隽清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小学 曹芯媛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小学 管涵冰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世界小学 黄瑞淇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世界小学 邵睿宸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 杨嘉毅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 田亦萌
小学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凤城新村小学 葛昕澍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 严梓诺 王犁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 何可唯 王犁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 张晨熠 王犁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 张雅琳 王犁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  杜佳琪 王犁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 顾积满 王犁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 尤思凡 王犁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 胡屹辰 王犁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达小学 仲翼  徐孝清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达小学 宋旖昕  徐孝清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达小学 宋语诺  徐孝清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达小学 张恩玮  徐孝清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达小学 李泽玮  徐孝清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达小学  杨国麟  徐秋玲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达小学 汪乐辰  徐秋玲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达小学 郝佳  徐秋玲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达小学  陈梓杰  徐秋玲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宝山区月浦中心校 鲍安苒 潘诗雯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宝山区月浦中心校 吴佳轩 李旻婕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宝山区月浦中心校 李安冉 李旻婕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宝山区月浦中心校 汪歆昀 张雯
小学组 宝山区 宝教院实验学校 宋博玟 张慧清
小学组 宝山区 宝教院实验学校 戴靖 张慧清
小学组 宝山区 宝教院实验学校 杨焯远 张慧清
小学组 宝山区 宝教院实验学校 陈钰欣 张慧清
小学组 宝山区 宝山区罗阳小学 张祉娴 程勤
小学组 宝山区 宝山区罗阳小学 王诺言 程勤
小学组 宝山区 宝山区罗阳小学 罗雨涵 程勤
小学组 宝山区 宝山区罗阳小学 钱慕瑶 程勤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罗南中心校 马晨曦 张建明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大华小学 王梓玄 陈维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鹿鸣学校 蒋哲宇 陆蓉蓉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中心校 陈钥 陆蓉蓉
小学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实验学校 阮易 陆蓉蓉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北新泾第二小学 倪文熙 杨李丽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古北路小学 朱晨文 贺宁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天二小学 张天宁 潘力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天二小学 范博文 潘力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天二小学 邱吉尔 潘力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开元学校 张易和 孙婷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开元学校 李昊霖 孙婷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愚园路第一小学向红分校 杨艾桐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民办东展小学 吴雨轩 王金辉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民办东展小学 张梓豪 王金辉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小学 赵子骞 朱建珍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小学 钱祺泽 朱建珍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江五小学 钱清萱 翟元强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第二小学 余梓铭 杨李丽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第二小学 祁卓羽 杨李丽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哈密路小学 陆岩松 王麒麟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邬咏宸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顾佳琳 盛洁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丁忆蕊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凤歆翔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华霖辰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司徒妙怡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孙歆妍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景奕华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沈褚尔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瞿思源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赵兮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钱逸梵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陆皓楠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愚一小学向红分校 陈昱铭 赵芸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新虹桥小学 王嘉岳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第五小学 张悦洋 於宏斌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第五小学 江若菱 於宏斌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法华镇路第三小学 唐永睿 盛洁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玉屏南路小学 徐梓维 顾丹妮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天山二小 肖熠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曹昕越 黄勤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殷正杭 姜雨婷
小学组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徐子人 盛洁
小学组 长宁区 北新泾第三小学 邓尚轩 严晶
小学组 长宁区 北新泾第二小学 诸葛恩祺 杨李丽
小学组 长宁区 北新泾第二小学 黄惟静 杨李丽
小学组 青浦区 佳禾小学 杨随安
小学组 青浦区 佳禾小学 刘子琪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东门小学 黄湙宸 张诚峰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育才小学 朱雨婷 吴磊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裕安小学 张瀚文 沈洪飞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裕安小学 张羽暄 沈洪飞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西门小学 倪天睿 周子言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西门小学 范艺龄 周子言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崇明区江帆小学 曹予诺 黄金鹄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崇明区江帆小学 薛梓轩 黄金鹄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 张凌恺 张雨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 钱思涵 张雨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竞存小学 张博文 杨卫东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竞存小学 范璐捷 杨卫东
小学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海洪小学 龚奕瑶 黄煜
小学组 金山区 朱泾小学 朱志浩 盛智俊
小学组 金山区 亭林小学 胡盛怡 张怡柔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朱子诚 翁唯一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干笑言 冯哲卿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世界外国语学校 赵珂瑶 吴杰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卢叶珂 翁唯一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马成诺 翁唯一
小学组 金山区 亭林小学 从志豪 翁杰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小学 李哲豪 徐翀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骆许譞 翁唯一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单伊铭 冯哲卿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小学 顾宇浩 徐翀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陆家豪 翁唯一
小学组 金山区 亭林小学 潘子冉 张怡柔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陆依 翁唯一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邱晨瑾 翁唯一
小学组 金山区 金山小学 盛宇轩 徐翀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朱芝瑜 陈琛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周之愈 陈琛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屠歆悦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邱子瑜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姚佳澄 蒋然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夏铸诚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夏妍 夏积民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沈诺寒 周方超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邵宇晟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秦朗
小学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林一凡 陆菁
小学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郑佑滢 张弛
小学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余慷欣 张峻
小学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王奕开 张峻
小学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浦欣妍 张峻
小学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葛子嫣 张峻
小学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陈思齐 梅滢
小学组 普陀区 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朱笑彤 徐佳颖
小学组 普陀区 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刘思瑜 王梦洁
小学组 普陀区 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李宇涵 蔡蓉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包佳妮 沈诗怡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 胡屹辰 王犁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学校 胡寅喆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唐思怡 夏丝丝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光新学校 陆田宇 范春晴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江宁学校 郑涵茵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洛川学校 叶思瑜 王琼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洛川学校 陆麒臻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洛川学校 蒋渊洁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第六小学 叶翊晨 叶妙娟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 徐诚铭 罗勇军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 李致远 罗勇军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小学 张涵泳 蒋晓奋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小学 许思彤 蒋晓奋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小学 王薏迦 蒋晓奋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恒德小学 钱馨沅 罗勇军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恒德小学 李渃熙 符凯中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沪太新村第一小学 龚毅洋 吕雯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诸焱云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徐小云 董格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滕思杭 罗勇军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陈诺 陆一刘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小学 朱一玄 朱立文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小学 周浳汵 曹林雯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金洲小学 李博闻 徐慧箐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联建小学 陈肖旭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陆家宅小学 王子鑫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明翔实验学校 刘胤翔 沈诗敏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唐懿婷 刘莉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孙欣雨 刘莉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孙峻泽 刘莉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罗瑾萱 刘莉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刘何元彦 刘莉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李智轩 刘莉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葛简 刘莉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范宇扬 刘莉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陈以琳 刘莉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树德小学 徐诺言 江珺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树德小学 王予晨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树德小学 唐音谣 丁曦琼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树德小学 谈星诚 宋林艳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树德小学 韩夏菓 陈精蔚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中心小学 王照杰 张丽娜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杨昕宇 沈音浩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王晨熙 沈音浩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沈采 沈音浩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秦馨林 沈音浩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祁子腾 沈音浩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吕晋汐 沈音浩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卢一睿 沈音浩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郑涵予 苏燕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许长勋 苏燕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徐真 苏燕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王彻 苏燕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王蔡豪 苏燕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陆霈霖 苏燕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李泊涵 苏燕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三小 黄宇尧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文英中心小学 谭梦泽 黄珍青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学 周全悦 魏煜华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连晨辰 杨雯婷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高思珈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文达学校 蒋雨辰 高佳妮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新黄浦实验学校 何睿 陈云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朱晨瑜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赵成恺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张凌熙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吴雨辰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魏莱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孟沁怡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范雅淇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邓又菲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陈沁玥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陈砾莹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曹熙涵 王炜欣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子长学校 徐云晏 徐云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子长学校 罗珩瑞 路吉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子长学校 陆睿琳 熊燕萍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子长学校 刘悦涵 张怡婷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子长学校 傅宣宸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市子长学校 陈祯 茅佳丽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罗梓恺 罗义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何思涵 朱娜曼
小学组 普陀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樊姜远 蔡申珺
小学组 松江区 松江区中山小学 孙语瞳 吴秋梅
小学组 松江区 松江区中山小学 陈俊哲 吴秋梅



小学组 松江区 松江区中山第二小学 徐梓萌 胡颖宇
小学组 松江区 松江区中山第二小学 常梓依 胡颖宇
小学组 松江区 松江区中山第二小学 曹长天 胡颖宇
小学组 松江区 泗泾小学 张以薰 王依黎
小学组 松江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 郑书睿 周艳美
小学组 松江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 王雨阳 周艳美
小学组 松江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 谭子涵 周艳美
小学组 松江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 何舟洋 周艳美
小学组 松江区 上海市松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金俊熹 曲卉
小学组 松江区 上海市松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黄梓萌 曲卉
小学组 松江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小学 陈若昔 赵宏宇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第四小学 王思睿 张侃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第二小学 闫煦 沈洁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第二小学 闫熙 沈洁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第二小学 夏冉轩 沈洁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第二小学 闻雪婷 沈洁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小学 周传凯 崔宝月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小学 戴楸宸 崔宝月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小学 李煜锟 崔宝月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小学 史曜曈 崔宝月
小学组 松江区 九亭小学 郑络兮 崔宝月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赵雨馨 叶侃骥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郑妙高 叶侃骥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王嘉怡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张雨馨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陈奕佑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陈彦童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刘若伊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康云天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王旭峰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陆静远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李想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朱欣妍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孟斯冬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徐予晗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张晨轩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盛奕睿 王晶
小学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朱政旭 王晶
小学组 徐汇区 田林第四小学 邬佳艺
小学组 徐汇区 东安三小 范梓妍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东安三小 富钰森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高安路第一小学 苗奕扬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高安路一小（宛平） 邵晨骁 邵玉声
小学组 徐汇区 华理大附小 黄安淇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汇师小学 包捷承 黄婷
小学组 徐汇区 汇师小学 石云起 黄婷
小学组 徐汇区 建襄小学 朱韵遥
小学组 徐汇区 江南新村小学 姜沁希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健外国语实验小学 钱未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Brianna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陈思媛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冯橙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黄静一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黄天睿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刘晓今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刘智嘉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毛岳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倪想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孙雨晨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索隆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唐宁誉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王梦泽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王源成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严烁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颜欣晨
小学组 徐汇区 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张子宸 饶颐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杜钰豪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胡雨辰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黄羽涵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焦煜涵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李伊冉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马浩泽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马浩哲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马亚萱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孟想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汤晏洋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吴欣蔓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龙华小学 周裕茹 钱菁
小学组 徐汇区 梅陇中心小学 乔添琦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民办盛大花园小学 郑晏清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民办新金童小学 王天艺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启新小学 黄子骏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启新小学 于苏里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启新小学 章佳程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日晖新村小学 盛况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实验学校 杨颜鸣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 孙允儿 李丞夏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 吴俏凝 王丽雯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康健外国语实验小学 邵嘉祺 程艳南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海小学 邵楠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海小学 陶承瑜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海小学 王飞扬 王勇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海小学 郑皓文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教实小 王逸舟
小学组 徐汇区 上教实小 邢明喆
小学组 徐汇区 上师大第三附属实验小学 王晨合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田林第三小学 王致远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田林三小 刘晨瑶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田林四小 董芯语
小学组 徐汇区 位育实验学校 戴柏轩 朱斌彬



小学组 徐汇区 位育实验学校 黄馨予 朱斌彬
小学组 徐汇区 位育实验学校 金昕辰 朱斌彬
小学组 徐汇区 位育实验学校 郁亦菲 朱斌彬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汇区爱菊小学 陈奕涵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汇区田林第四小学 董芯语 王岑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汇区田林第四小学 江亦 王岑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汇区田林第四小学 李泽远 王岑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汇区田林第四小学 陆胤雅 王岑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汇区田林第四小学 杨思源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汇区逸夫小学 刘勋褀 吉萍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汇区逸夫小学 谢泽毅 吉萍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教院附小 茆俊羽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徐教院附小 朱洛逸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樱花园小学 刘乐棠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樱花园小学 王洁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樱花园小学 吴文瑄 元佳
小学组 徐汇区 园南小学 方启涵 元佳

组  别 区 学  校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初中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 叶瞻雨 杨棋雯
初中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冯熙然 韦旭
初中组 黄浦(艺术) 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 江翊哲 巢匡昀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彭枭瀚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吴加悠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是加晨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 李星辰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卢奕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陈沁怡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第十中学 陈怡佳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兴业中学 王鑫智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黄教院附属中山学校 夏敏菁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黄教院附属中山学校 夏敏茜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尚文中学 戎宇星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 王羽萱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尚文中学 王鑫雅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兴业中学 张家浩 张力钢
初中组 黄浦(科技) 上海市卢湾中学 王乐萱 张力钢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鲁迅初级中学 朱宸恺 顾敏华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鲁迅初级中学 李云晨 顾敏华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鲁迅初级中学 杜臻钦 顾敏华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鲁迅初级中学 沈圭晟 顾敏华
初中组 虹口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初级中学 宣思诚 林俊樑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 唐渺 林俊樑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 徐珞珈 何粹华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徐梓娴 刘潇凌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葛盛宇 刘潇凌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鲁迅初级中学 杨方韬 顾敏华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 杨婧瑜 何粹华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 谢修羽 谢雨滋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鲁迅初级中学 陈欣迪 顾敏华



初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实验学校 陈祥瑜 何粹华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谢昱臣 孔洁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冯仁源 孔洁
初中组 静安区 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 夏悠然 万华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陈奕君 李坤颖艺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启轩 费尔新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姜志响 王海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王睿俊 费尔新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王悠然 费尔新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许兆一 费尔新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杨盈盈 王海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周驰浩 周为民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澧溪中学 康丰翼 严慧萍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罗山中学 李鹤婷 沈立康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罗山中学 欧阳心怡 沈立康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罗山中学 朱芊瑶 沈立康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民办尚德实验学校 曹梓涵 沈哲迅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民办尚德实验学校 刘米啦 沈哲迅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民办尚德实验学校 沈嘉燕 沈哲迅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民办尚德实验学校 周菲倩 沈哲迅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民办尚德实验学校 周冠辰 鲍若凡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南汇第二中学 沈欣然 朱春妹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南汇实验学校 陆一祎 瞿红斌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南校 曹文基 叶嘉成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南校 胡艺 叶嘉成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南校 李木子 叶嘉成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南校 刘沛武 叶嘉成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南校 陆莹 叶嘉成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南校 罗嘉劭 叶嘉成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南校 瞿依雯 叶嘉成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南校 魏玄霖 叶嘉成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中学南校 周泉 叶嘉成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洋泾中学东校 姚宇霏 胡逸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育民中学 陈钇权 刘瑜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育民中学 龚天祺 刘瑜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育民中学 王希琪 刘瑜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顾桐 胡若婷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雷硕 胡若婷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柳嘉霖 汤伟克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陆智忆 樊学英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聂元梓 胡若婷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孙展鹏 汤伟克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孙卓雅 樊学英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王佳丽 樊学英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魏明轩 胡若婷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吴嘉仪 汤伟克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张刘佳媛 樊学英
初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周浦育才学校 张星玥 胡若婷
初中组 嘉定区 练川实验学校 李嘉轩 汪炯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涵瑶 邵琦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华二初级中学 左蕊宸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华二初级中学 褚嘉祺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嘉定区启良中学 唐语 姚青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嘉定区启良中学 唐语 姚青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嘉定区启良中学 孙陆犇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嘉定区怀少学校 倪家乐 杜翠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嘉定区怀少学校 李梓丞 杜翠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嘉定区怀少学校 王彦贺 杜翠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嘉定区怀少学校 王语迪 杜翠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嘉定区怀少学校 陈管羿 杜翠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华二初级中学 周一涵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华二初级中学 李俊贤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华二初级中学 谷天成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华二民办初级中学 李天赟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启良中学 卢英浩 姚青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外冈中学 陈紫晗 姚青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中学  肖紫洋 姚青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中学 曾钰程 姚青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怀少学校 王清瑜 杜翠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怀少学校 邵思宇 杜翠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怀少学校 鲍一鸣 杜翠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中学 周王烺峥 杨海红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新城实验中学 邹语馨 杨海红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民办华二初中 周嘉淳 杨巍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陈睿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疁城实验学校 郑涵秀 沈皎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疁城实验学校 陈奕阳 张春红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联合中学 王嘉诺 王嘉诺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练川实验学校 徐嘉晨 刘婉怡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练川实验学校 柏锦涵 汪炯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迎园中学 唐玮萌 闵芬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迎园中学 唐雨萱 潘欢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迎园中学 沈睿宇 沈俊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迎园中学 王 越 陈天依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迎园中学 陈昱陈 姚青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金鹤学校 刘宇佳 闫涛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陈健宇 倪华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魏继航 倪华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黄渡中学 林春晓 老师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黄渡中学 缪旭 徐斐菁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羌羌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张梓航 黄诗婕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徐悦然 黄诗婕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朱妤诺 黄诗婕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杜诗涵 黄诗婕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陈佳妍 黄诗婕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颜若琳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唐子承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张婧涵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郑泽楠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民办桃李园实验学校 蒋奕玮 金俊琦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中学 廖嘉业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丁佳祺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于欣源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冯梓岩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印睿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吴柔嘉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周诗怡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姚雪隽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张子萱 陈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张文心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张梓涵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杨凌岳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杨叶晨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杨理正泽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潘莺华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王哲与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王子豪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王菲特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程程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竺宇飞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胡嘉祺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胡峻洲 陈渠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蒋力豪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薛周博弈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赵嘉瑜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邓嘉宜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陈方翌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陶钰雯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顾容嘉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黄弈婷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洪悦桐 崔颖
初中组 嘉定区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王婧杨
初中组 嘉定区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金旖曹 闫颖
初中组 嘉定区 同济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黄诗涵
初中组 嘉定区 嘉定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夏仲铭 姚青
初中组 嘉定区 德富路中学 姜许楠 姚青
初中组 嘉定区 民办华二初级中学 刘永乐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民华二初级中学 周方源 周宇迪
初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怀少学校 Daniel Shi 杜翠翠
初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汇贤中学 陈希言 何婷
初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汇贤中学 汪灏云 丁利萍
初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汇贤中学 蒋天悦 张叶子
初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邵厂学校 周逸凡 王华兰
初中组 闵行区 华二紫竹双语学校 施梓轩 卜筱岚
初中组 闵行区 华二紫竹双语学校 吴桐潇 卜筱岚
初中组 闵行区 七宝二中 梁晋宁 孙宗华
初中组 闵行区 七宝二中 张钰棠 孙宗华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交大二附中 孙澄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李昕霓 马焱霞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毛浩轩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熊芷涵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闵行区协和双语教科学校 韩文轩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纪王学校 蒋恺鑫 潘东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纪王学校 张靖瑶 潘东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纪王学校 朱俐 潘东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明星学校 唐嘉培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明星中学 刘新阳 邱陵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明星学校 陈高歌
初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孙正直
初中组 闵行区 莘松中学 饶舜禹 孙宗华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育鹰学校 徐正轩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鞍山实验中学 孙芸熙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惠民中学 曾艺轩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惠民中学 周健坤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惠民中学 陆蕾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初级中学 严晔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初级中学 蔡如熠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昆明学校 高天卓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昆明学校 赵思祺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昆明学校 赵蕴仪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李芯瑶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俞快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周辰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何晨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铁岭中学 方远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铁岭中学 康雅斤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铁岭中学 王紫云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铁岭中学 胡泽鹏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同济初级中学 周逸宸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同济初级中学 龚浩然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新大桥中学 乐悠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徐嘉麟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叶聆
初中组 杨浦区 同济大学实验学校 章皓淳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三门中学 秦天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新大桥中学 朱星瑜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新大桥中学 王捷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同济初级中学 李婧瑶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同济初级中学 梁辰怡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铁岭中学 董妍祺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市光学校 黄子瀛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蒋子恬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昆明学校 李梓诚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控江初级中学 周璐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惠民中学 徐锶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惠民中学 徐兆稼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惠民中学 韦阅天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张宇轩
初中组 宝山区 上海宝山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吴佳凝 施勤芬



初中组 宝山区 上海宝山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毛奕涵 施勤芬
初中组 宝山区 上海民办行知二中实验学校 马心荞 杜开震
初中组 宝山区 上海市行知外国语学校 李牧宸 徐晓燕
初中组 宝山区 顾村实验学校 尤慧慧 陆蓉蓉
初中组 宝山区 上海市久隆模范中学 施亦君 陆蓉蓉
初中组 宝山区 宝钢新世纪学校 杨欣怡 陆蓉蓉
初中组 宝山区 行知二中 王天泽 陆蓉蓉
初中组 宝山区 华二宝山实验学校 王睿君 陆蓉蓉
初中组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实验学校 黄麒谕 陆蓉蓉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阮可夏 王智超
初中组 长宁区 天山初级中学 徐哲 姜彦
初中组 长宁区 天山初级中学 朴米东 姜彦
初中组 长宁区 天山初级中学 王梓铭 姜彦
初中组 长宁区 天山初级中学 蒋子宣 姜彦
初中组 长宁区 天山初级中学 袁子墨 姜彦
初中组 长宁区 天山初级中学 许子宸 姜彦
初中组 长宁区 天山初级中学 邱添 姜彦
初中组 长宁区 天山初级中学 陈永璠 姜彦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于海昭 陈茗莹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刘一睿 陈茗莹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孙苒 陈茗莹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沈之阳 陈茗莹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复旦初级中学 王昊文 陈茗莹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天山第二中学 陆凡熙 盛洁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娄山中学 唐新凯 粟江花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娄山中学 朱芃泽 宋老师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娄山中学 杨恩蕙 粟江花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娄山中学 洪哲桂 粟江花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娄山中学 浦肇庭 粟江花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娄山中学 王泽林 潘申申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俞懿宸 高爽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夏翼云 杨君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金泓一 杨君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新泾中学 俞文君 朱泽民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吴子涵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张家瑞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徐恺祺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施黄琪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朱婕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李祉颖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林宇凡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盛其飞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许佳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邵馨谊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虹桥中学 陈宜宏 骆昕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西延安中学 侯家宁 朱竹笛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西延安中学 朱俊霖 刘雯倩
初中组 长宁区 上海市西延安中学 赵柏淳 朱竹笛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长江学校 屠后洋 孙秀艳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长明中学 陈思予 叶心怡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东门中学 施泽言 顾玮越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东门中学 李若浦 顾玮越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东门中学 李镕妤 顾玮越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东门中学 陆俊廷 顾玮越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中学 刘诗雨 沈熔天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中学 秦泽轩 沈熔天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向化中学 范怡琳 沈熔天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实验中学 陆梓晗 国强
初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崇明区实验中学 沈怡乐 国强
初中组 金山区 蒙山中学 景乐一 景小军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沈慧琳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章司彦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亭新中学 盛家祺 顾红霞
初中组 金山区 西林中学 朱宸铭 陈智凤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夏天辰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朱行中学 王一鸣 丁益兰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袁汉彰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朱泽宇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陆予妍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张缘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吕巷中学 陈思雨 冯晓丽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苏涵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高俊廷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朱行中学 谢晶晶 丁益兰
初中组 金山区 西林中学 蒋浡 包国珍
初中组 金山区 西林中学 陆弈蔡 无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朱宥琪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金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姚平 翁唯一
初中组 金山区 亭新中学 张蕾 顾红霞
初中组 金山区 亭新中学 赵宇浩 顾红霞
初中组 金山区 蒙山中学 马玥暚 景小军
初中组 普陀区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张式松 孙薇
初中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陈柳鑫 杨莹
初中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李昱霆 樊婕
初中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沈畅 杨莹
初中组 普陀区 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张杞豪 樊婕
初中组 普陀区 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孙思涵 王家松
初中组 普陀区 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周艺婷 刘意
初中组 普陀区 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钟灵菲 陈辉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刘天依 许颖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中学 傅一哲 高老师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中学 叶奕婷 罗勇军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中学 赵思涵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进华中学 赵依诺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洛川学校 刘伊诺 侯晓敏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洛川学校 徐乐怡 傅老师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梅陇中学 计茗馨 沈燕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梅陇中学 季笑鸥 季凯军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梅陇中学 刘俊浩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梅陇中学 王峻熙 王伟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梅陇中学 张禛丰 罗勇军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梅陇中学 张子凡 陈欢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梅陇中学 郑喆文 郑瀚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梅陇中学 朱乐宸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怒江中学 陈悦赫 蓝悦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怒江中学 赖妙 蓝悦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怒江中学 孙祺轩 蓝悦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沙田学校 吴彦仪 黄泓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铜川学校 李弈辰 顾俊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新杨中学 肖凯程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兴陇中学 马若迦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兴陇中学 徐浩翔 周世亿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兴陇中学 张皓文 周世亿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延河中学 倪瑞辰 刘婧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延河中学 宋忻睿 刘婧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延河中学 谈天琦 刘婧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延河中学 徐静淅 刘婧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延河中学 朱睿杰 阮莉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延河中学 陶锦秀 刘婧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陈泉鸣 刘佳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长征中学 董奕雯 金冉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长征中学 归钰泽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长征中学 金舒妍 金冉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长征中学 毛思逸 金冉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长征中学 沈悦雯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长征中学 虞浩天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真北中学 胡梦恬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真北中学 闵睿 吴燕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真北中学 吴昕玥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陈悦阳 王炜欣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韩欣晏 王炜欣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李泽宇 王炜欣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王安欣 王炜欣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王欣怡 王炜欣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许渥丹 王炜欣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张语桐 王炜欣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子长学校 陈睿楠 徐华萍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唐心蕊 陈思渊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王凯文 陈思渊
初中组 普陀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朱欣怡 陈思渊
初中组 松江区 仓桥学校 沈宇轩 范洪
初中组 松江区 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盛陈昕 杨星法
初中组 松江区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 张奥博 石俊
初中组 松江区 九峰实验学校 沈彦骏 安宁
初中组 松江区 九峰实验学校 费中麟 许杰锋
初中组 松江区 九峰实验学校 管程溢 蔡兰
初中组 松江区 九峰实验学校 马静怡 钱魏魏
初中组 松江区 九峰实验学校 卫王悦 焦国英
初中组 松江区 九峰实验学校 徐诗雯 何雪娟
初中组 松江区 九峰实验学校 张轶顺 曾敛春



初中组 松江区 民乐学校 李悟 陶琼英
初中组 松江区 民乐学校 姚乐韬 高秋欢
初中组 松江区 民乐学校 聂钰宸 张小萍
初中组 松江区 民乐学校 王依杨 张小萍
初中组 松江区 民乐学校 赵梓涵 陶琼英
初中组 松江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 王隽凡 马兴凤
初中组 松江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 程文皓 马兴凤
初中组 松江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 崔婧依 马兴凤
初中组 松江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 周宇 马兴凤
初中组 松江区 松江七中 李希宸 陈小秋
初中组 松江区 小昆山学校 张婧琛 白玲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杨家宁 王晶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林炫灏 王晶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安南 王晶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邱玮晨 王晶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王竞航 王晶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王旭彬 王晶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戴乐楠 王晶
初中组 静安区 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 蔡秉坤 吴晨
初中组 静安区 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 黎昊勋 吴晨
初中组 静安区 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 连俊杰 吴晨
初中组 静安区 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 王佳颖 吴晨
初中组 静安区 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 王啸宇 吴晨
初中组 静安区 上海市第一聋哑学校 张可 吴晨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刘泊 叶侃骥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钱思成 叶侃骥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徐正轩 叶侃骥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綗天爱 叶侃骥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唐熙诚 叶侃骥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周家榆 叶侃骥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黄一涵 叶侃骥
初中组 静安区 静安区少年宫 赵一凡 叶侃骥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陈可染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陈诗耘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范思哲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葛欣怡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黄璨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江天一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陆天泽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马遥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孟星宏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缪依凡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缪原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王芸睫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吴樾庭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杨智粦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余子路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张承希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张钧凯 方克文
初中组 杨浦区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 周以恒 方克文



中学组 徐汇区 康健外国语实验中学 刘璟珂 元佳
中学组 徐汇区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王悦灵 元佳
中学组 徐汇区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朱宪博 滕寅
中学组 徐汇区 康健外国语实验中学 周明恩 元佳
中学组 徐汇区 零陵中学 陆怡霖 元佳
中学组 徐汇区 龙苑中学 陈媛媛 闵彩霞
中学组 徐汇区 龙苑中学 黄子仪 闵彩霞
中学组 徐汇区 龙苑中学 童浩翔 闵彩霞
中学组 徐汇区 龙苑中学 肖成昊 龙萍
中学组 徐汇区 龙苑中学 徐多慧 闵彩霞
中学组 徐汇区 龙苑中学 印煜璀 欧阳谢璐
中学组 徐汇区 龙苑中学 张佳缘 闵彩霞
中学组 徐汇区 龙苑中学 赵金航 龙萍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民办位育中学 陈熙晋 施美希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民办位育中学 丁昶皓 元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民办位育中学 李彦宏 施美希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民办位育中学 马伊辰 施美希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民办位育中学 虞智皓 施美希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师大附中附属龙华中学 汤子萱 唐敏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师大附中附属龙华中学 杨云舒 唐敏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实验学校 杨颜鸣 元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二中学 邵学雯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崔泽宪 邱明明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丁灵涵 任怡静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顾雨晗 张小丽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姜来 张颖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马可 任怡静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任康煦 朱丽君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沈乐言 陈怡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沈旭窈 谈昕怡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四中学 王优嘉 平嘉玲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 李沄影 宋微微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 孙雯欣 宋微微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 殷崇涵 赵红霞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高中 吴飞翰 王炜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高中 朱文凯 王炜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陈菲尔 杨启云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陈子铭 陈刊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邓澈 庞栩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杜彦阳 宣琰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费益清 彭容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何家亦 沈含青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吉天宸 李婷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贾子衿 张文丽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蒋欣烨 刘慧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金宇嘉 陈刊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李之说 刘路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梅元鸿 赵艺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苏悠然 宣琰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隋子恒 杨启云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孙珞涵 彭容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孙旭洋 陈刊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谭鸿儒 庞栩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汪家优 刘慧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王亦扬 宣琰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邬远晴  刘慧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吴家睿 宋昇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吴正彦 彭容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许允正 俞智贤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闫琛 汤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姚奕丞 王江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叶湙阳 沈含青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於哲宇 王静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张沣元 张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张珺彤 汤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张扬 陈刊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赵可妍 庞栩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周子凯 刘慧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庄宸阳 彭容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初级中学 徐梓童 王淑珍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初级中学 周佳琛 王淑珍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学 谢周玥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中学 郭润屹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第二中学 陈王韬 邵诗悦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第二中学 黄佳亮 邵诗悦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第二中学 王子芊 路玮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第二中学 张地阳 董慧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中学 包宇辰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中学 金海航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中学 金昭永 高钰岚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中学 李雨桥 高钰岚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中学 刘骐铭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中学 沈之赟 高钰岚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中学 孙羽乔 高钰岚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中学 吴涔祺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田林中学 张可欣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陈馨逸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陈昱霖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陈子悦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杜奕辰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付予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顾嘉铭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顾语昕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韩学而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黄丹晨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黄如萍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黄奕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江雨桐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姜皓哲 虞驾云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赖悠嘉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李雨桐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林姿含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刘涵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卢语杨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罗梓嫚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骆潇阳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钱悦尔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沈洛亿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汤宸铭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童馨洁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王辰程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王欣悦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王雅淇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王蕴暖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吴佳曦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吴天呈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吴天睿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吴欣佳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吴悠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徐霁瑶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徐骥洋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颜宸悦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杨子翎 虞驾云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叶木根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于千耘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张歆冉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张栩诺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张一然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张羽洋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赵欣岚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赵欣岚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周叮桐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周家银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周凌朵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周赟之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朱潇田 王晓艳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刘芷妍 金喆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周宸玥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李佳蔚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李乐珊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梁予晴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刘宸嘉 钱呈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刘轩成 方佳玲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乔麦 詹俊杰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孙宥淇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王慧宁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谢元婷 王蓓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熊子涵 王蓓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徐星泽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 郑梓鋆 程小陌



中学组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中学南校区 龙灵殊 刘思佳
中学组 徐汇区 世界外国语中学 余文行 潘子艺
中学组 徐汇区 世界外国语中学 张晋瑄 潘子艺
中学组 徐汇区 田林第三中学 胡昊康
中学组 徐汇区 田林二中 张地阳 元佳
中学组 徐汇区 位育初级中学 孙臻熠 元佳
中学组 徐汇区 位育实验学校 何书童 樊佩
中学组 徐汇区 西南模范中学 高新程
中学组 徐汇区 西南模范中学 钱思佳
中学组 徐汇区 西南位育中学 金书恒
中学组 徐汇区 西南位育中学 余书恒
中学组 徐汇区 园南中学 范佳吉 元佳
中学组 徐汇区 园南中学 孙欣忆 陈旭栋
中学组 徐汇区 中国中学 陈冬迪 林嘉颖
中学组 徐汇区 中国中学 董抱宏 林嘉颖
中学组 徐汇区 中国中学 范紫嫣 林嘉颖
中学组 徐汇区 中国中学 李璐嘉 顾杰
中学组 徐汇区 中国中学 祈昕 顾杰
中学组 徐汇区 中国中学 谢季安 顾杰
中学组 徐汇区 中国中学 杨永正
中学组 徐汇区 中国中学 于晓辉 元佳

组  别 区 学  校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高中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敬业中学 胡峻桦 袁凌蓉
高中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敬业中学 沈鹭瑶 袁凌蓉
高中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敬业中学 周婕 袁凌蓉
高中组 黄浦(艺术) 上海市敬业中学 王思涵 袁凌蓉
高中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吴秋曈 张力钢
高中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丁歆悦 张力钢
高中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梁元麒 张力钢
高中组 黄浦(科技)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蔡陈淼 张力钢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 牛泓鉴 林俊樑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鲁迅中学 王籽艺 林俊樑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白玛顿珠 陈珅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刘仲天 林俊樑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鲁迅中学 朱嘉骅 刘潇凌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沈禛祺 刘潇凌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卓玛央宗 陈珅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金浩民 刘潇凌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第五十二中学 祝琳 林俊樑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高级中学 蒋翌琪 林俊樑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第五十二中学 许多 林俊樑 
高中组 虹口区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于立洋 陈珅 
高中组 静安区 逸夫职业学校 周懿君 徐炜延
高中组 静安区 上海市民立中学 刘斯颺 李坤颖艺
高中组 静安区 上海市民立中学 杨晨婕 李坤颖艺
高中组 静安区 上海市民立中学 谌兆哲 李坤颖艺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宇轩 费尔新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何慧俐 费尔新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刘茹韵 费尔新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孙纤纤 费尔新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魏佳颖 费尔新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管晨毓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白柳阳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管璐薇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郭昱彤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陆冰洁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谈骐豪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殷宸蕾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周陈辰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周沁轩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进才中学 朱俊彦 陈淑珉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三林中学 陈际中 孙琴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三林中学 范隽琦 孙琴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三林中学 洪宇飞 孙琴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三林中学 钱智俊 孙琴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三林中学 瞿孙越 孙琴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三林中学 陶怡江 孙琴
高中组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三林中学 徐喆杭 孙琴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中光高级中学 金睿琳 万鹏鹏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二中 袁嘉润 李帅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 严岩 徐蓓莹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 周珂宇 徐蓓莹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 张欣韦 徐蓓莹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 张潘博 徐蓓莹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 施新杰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 王佳凝 徐蓓莹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 王林禹 徐蓓莹
高中组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高级中学 翟惠怡 徐蓓莹
高中组 嘉定区 嘉定区第二中学 张陶怡 李帅
高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曙光中学 黄昭远 张彦斌
高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曙光中学 方泽凯 张彦斌
高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郭臻哲 翁兆杰
高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臧有有 翁兆杰
高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张博奕 翁兆杰
高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洪庙中学 陈李晗 毛健秋
高中组 奉贤区 奉贤区洪庙中学 张可可 毛健秋
高中组 奉贤区 奉贤中学 瞿彦杰 张琴妹
高中组 奉贤区 奉贤中学 徐沁芸 张琴妹
高中组 闵行区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闵行科技高级中学 毕金淼 潘正栋
高中组 闵行区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闵行科技高级中学 谭正 潘正栋
高中组 闵行区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闵行科技高级中学 王传天 潘正栋
高中组 闵行区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闵行科技高级中学 夏雪儿 潘正栋
高中组 闵行区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闵行科技高级中学 杨弈涵 潘正栋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陈笛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陈煜歆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龚晨粟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李静宇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罗汐岑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潘逸琦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乔嘉慧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沈园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王芯怡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吴曦玥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徐嘉阳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徐语庭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张雨辰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赵泽瑜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闵行中学 朱宇琦 章含楚
高中组 闵行区 上海闵行区协和双语教科学校 刘天逸 张忠平
高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第三中学 李婧雯
高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第三中学 卢奕啸
高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第三中学 章林涛
高中组 徐汇区 上海市南洋中学 郭润屹 陈敏
高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莘庄中学 惠英琦 李娇杨
高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莘庄中学 刘阚森 李娇杨
高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莘庄中学 陆川 李娇杨
高中组 闵行区 上海市莘庄中学 陆俊杰 李娇杨
高中组 闵行区 文绮高中 于逸扬 章含楚
高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中原中学 汤子涵
高中组 杨浦区 上海市中原中学 黄童童
高中组 宝山区 上海市建峰职业技术学院附属高中 吴铭宇 陆蓉蓉
高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 张俊扬 周龙
高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 施翔 周龙
高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 朱宏狄 周龙
高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 赵臻洋 周龙
高中组 崇明区 上海市民本中学 施辰雨欣 刘栋丽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沈约 陈伟民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奚冬鑫 陈伟民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阮庆雯 朱嘉麟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管葭妮 钟炎雯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陈紫嫣 陈伟民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钱雨熙 朱嘉麟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张烨 陈伟民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顾煜禛 皮晓雯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徐敏 陈伟民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张沁琰 宋芳芳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盛徐晨 陈伟民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史真阳 朱嘉麟
高中组 金山区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俞思颖 厉磊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顾沁怡 金方倩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韩冰一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柏宏杰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陈启新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谷浩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顾祎晔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江静怡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赖佳烽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史祎笑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田佳妮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汪钰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王鑫雨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徐俊毅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徐志勇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薛栋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衣俊杰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赵晓辉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朱浩杰 张艳
高中组 普陀区 上海市曹杨中学 范良捷 罗勇军
高中组 松江区 上海市松江二中 常妤卓 何俊威
高中组 松江区 上海市松江二中 夏奕炜 朱静华
高中组 松江区 上海市松江二中 许心田 何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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