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队员 学校名称 等级 指导教师
杨忱睿 辽宁省实验学校 一等奖 杨烁

姚锦清  滕浩然 沈阳市和平一校 一等奖 周  莹
姜伊锴  陈远 沈河区一经二校 文艺一校 一等奖 冯润生
程磊  李晨宇 沈阳市实验学校 一等奖 马钢

齐一凡 沈阳市珠江五校 一等奖 冯晋
耿三和  宋轩京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  沈阳铁路实验小学 一等奖 冯润生
马佳悦  孟新然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一等奖 刘洪海
李东轩  孙博轩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新世界校区 一等奖 李朝晖

许宏瑞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一等奖 胡忠民
徐霁萌  杨堪碧 沈阳铁路第五小学  北京师范大学沈阳附属学校 一等奖 张惠童
武文睿  葛宝龙 浑南区第五小学  北京师范大学沈阳附属学校 一等奖 孙楠

于馨皓 南京九校教育集团胜利大街分校 一等奖 高桂敏
唐嘉圻 沈阳市珠江五校 一等奖 冯晋

王官睿  苏逸轩 沈阳市实验学校 一等奖 冯润生
杨译  王壹博 文艺二校(文艺一校部)  文艺二校 一等奖 冯润生

刘亚轩  黄诗涵 沈河区方凌小学 一等奖 唐伟
李骁键 浑南三小 一等奖 董丽微
王睿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一等奖 胡忠民

高宇航  金泳岳 沈阳铁路第五小学 一等奖 戴永利
李佳澍 沈河区文艺二校 一等奖

卢世博 苗喆川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一等奖 胡忠民
苗朔源  张峻豪 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 一等奖 岳铁明
赵涌冰  李滢序 造化中心校 一等奖 邢仁
李星孝  赵乃萱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一等奖 刘洪海
马浩原、韩松均 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 二等奖 孙  宇

项浩铭 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 二等奖 姚石
李品谌 大东区草仓路小学 二等奖 姜利
马源 文萃小学 二等奖 何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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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鉴锋  王楚侨 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 二等奖 岳铁明
时艺俊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二等奖 何金龙
张家晟 大东区草仓路小学 二等奖 姜利

孙伊铂  陈俊澎 广全小学  二等奖 刘广诚
李永强  曹轩宁 杨士中心校 二等奖 王志强
杜政泽  袁可欣 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 二等奖 岳铁明
程功  郑忠祥 苏家屯区中兴街小学 二等奖 宋铁毅

李文瀚  刘肖宇 岐山一校  泰山路小学 二等奖 冯润生
李佳祺  李佳 沈河区方凌小学 二等奖 唐伟

刘昱彤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一小学 二等奖 艾俊龙
齐治平  刘家铄 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 二等奖 孙  宇

赵忠义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二等奖 胡忠民
张启恒 珠林一校 二等奖 牛树利

高广辰  郭宫勋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二等奖 高新
颜子竣   李依麟 文化路小学 二等奖 赵庆海

冯奕赫 沈阳市珠江五校 二等奖 冯晋
蒋鑫  赵南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二等奖 高新

齐梓洋  隋欣桐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二等奖 胡忠民
张名扬 南京十校 二等奖 陈  岚

赵铭渲  李流申 沈阳市浑南一小 二等奖 回新宇
叶浩南  李印桐 沈阳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马钢

李昊临 沈阳市大东区杏坛小学 三等奖
贡志博  史康明 苏家屯区中兴街小学 三等奖 宋铁毅
郭子齐  王钰卓 沈阳市育人学校 三等奖 孟庆柱

王谦诚 珠林一校 三等奖 牛树利
常铎 沈阳市大东区杏坛小学 三等奖 郭生麟  孙传莹

王园成  蒋瑷骏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小学 三等奖
梁益豪  郭宗直 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 三等奖 孙  宇
何羿臻  陆星园 沈阳市育人学校 三等奖 孟庆柱

刘炜彤 沈阳市启工街第二小学 三等奖 何金龙



吕昊阳  王昊博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三等奖 高新
王相沣  丁一宁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三等奖 刘洪海

邱泓逹 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二小学 三等奖 胡忠民
张艺宸  刘书琬 杨士中心校 三等奖 张金
马润芃  郭宫政 沈河区中山路小学 三等奖 刘洪海
任祥天  陶泓之 南京一长白岛一分校 三等奖 冯润生

佟帅毅 珠林一校 三等奖 牛树利
张俊齐  李轩宇 沈阳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马钢

杨钧皓 铁西区贵和小学 三等奖 何金龙
王壹博 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 三等奖 姚石
王睿哲 沈阳市珠林一校 三等奖 牛树利
吴振奥 辽宁省实验中学阳光小学 三等奖 何金龙
李梦然 珠江五校溪湖校区 三等奖 杜海波

金浩然  李思翰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小学 三等奖 赵庆海
姜杰骜 沈阳市沈河区育鹏小学 三等奖

赵悠然  李储峰 沈阳市浑南一小 三等奖 回新宇
陈翰林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二校（东校区） 三等奖 韩雪

王博文  梁韩逸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小学 三等奖 赵庆海
裴彧 辽宁省实验学校沈北合作校 三等奖 何金龙

孟庆铎  闫跃心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小学 三等奖 赵庆海
姚心怡  康状 沈阳市广全小学 三等奖 宋扬



参赛队员 学校名称 等级 指导教师
张墨峦  张力文 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 一等奖 赵玉香
王瀚雯  韩煜 沈阳市博才中学 一等奖 蔡珩

崔峻珲  徐绍宸 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 一等奖 赵玉香
闫家峪 沈阳市第一五二中学 一等奖 朱晓明
孙涛 沈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一等奖 石雪飞

潘博涵 沈阳市第四十三中学 二等奖 张韩冰
王  绩 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 二等奖 赵玉香
鲁容伯 辽宁省实验学校 二等奖 王利坤
宿博汉 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 二等奖 赵玉香
王艺翔 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 二等奖 孙宗波

刘帅呈、赵启多 沈阳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冯润生
苗润曦 南昌中学南八校区 三等奖 刘文会

景然、孙圣哲 沈阳市第一二七中学 三等奖 朱峰
贾鸿博 沈阳市博才中学 三等奖 蔡珩

阳金周、刘富豪 沈阳市崇文中学 三等奖 袁安吉
于清泽、黄一飞 沈阳市第一二七中学 三等奖 朱玉军

王百雯 沈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三等奖 金忠辉
王春奇 沈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三等奖 殷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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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员 学校名称 等级 指导教师
罗翥童  赵梓涵 辽宁省实验中学 一等奖 魏冰
赵中禹  赵中南 辽宁省实验中学 一等奖 魏冰
郭帅辰 谢旭辉 沈阳二中 一等奖 赵锦
王晨阳  张家驹 沈阳二中 一等奖 赵锦
杨竞晨  李芷琛 沈阳二中 二等奖 赵锦
张垚杰   曹昕睿 沈阳二中 二等奖 赵锦
霍奕翔  黄洪基 沈阳二中 二等奖 赵锦
朱致慧  张益晨 沈阳市第124中学  沈阳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何金龙
吕虹霏  王宇光 沈阳二中 三等奖 赵锦
朱浩铭 许佳屹 沈阳二中 三等奖 赵锦
刘础豪  刁雨诺 沈阳市皇姑区第120中学 三等奖 梅铁
梁墨轩  董君陶 沈阳市第三十八中学 三等奖 郑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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