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队员 学校名称 等级 指导教师
李嘉航  姜毅 大连庄河市徐岭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孙斌

肖世杰  张云帆 大连市西岗区水仙小学  大连市中山区秀月小学 一等奖 邵丹
范宸玮  孟澄原 大连海事大学附属学校 一等奖 任慧
王瀚博  崔哲铭 大连市中山区桃源小学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一等奖 于长龙
姚懿轩  陈慧明 大连市大连市金州区红旗小学  大连市金州区南山小学 一等奖 于晶
柳湛博  崔春阳 大连市西岗区大同小学  大连市中山区葵英小学 一等奖 邵丹
孙宗奥  姜润财 大连市金州区红旗小学 一等奖 于晶
纪雁馨  吕锦华 大连市甘井子区松山小学  大连市西岗区五四路小学 一等奖 王雪
刘润弘  于明睿 大连市甘井子区金家街第二小学  大连市甘井子区东华小学 一等奖 刘洁
贾鈜茗  王焮声 大连市第七十九中学小学部 一等奖 刘洁
蒋丰泽   徐境鸿 大连海事大学附属学校 一等奖 任慧
柳淇喻  杜相霖 大连市沙河口区兴文小学  大连市第七十九中学小学部 一等奖 刘洁
刘一民  宋锦波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一等奖
王腾岳  朱昱诚 大连市金州区红旗小学 一等奖 于晶

姜雨杉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 一等奖 于长龙
曲冠榕  郑泽楷 大连市甘井子区春田小学  大连市甘井子区宏文小学 一等奖 刘洁
孙长蔚  孙铭键 大连庄河市黑岛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李正伟
张朗朗  顾洪德 大连市沙河口区书香园小学 一等奖 田亚茹
倪昊跃  周航宇 大连庄河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张吉庆
李政宽  郝瑞宸 大连市沙河口区群英小学  大连市格致中学小学部 二等奖 王雪
于韩  华政熹 大连庄河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安莉莉   张继良
王子  徐文 大连庄河市桂云花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刘传杰

宁蔚彤  葛子华 大连庄河市青堆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宋清涛
吕祥  张连杰 大连庄河市兰店中心小学 二等奖 董炳生

王艺霏  赵振宇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二等奖 严雪松
商倬扬  张泽华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二等奖 严雪松
文紫嫣  隋嘉恒 大连市格致中学小学部  大连市第八十中学附属小学 二等奖 邵丹
孙丽歌  王淼 大连庄河市栗子房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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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为  赵博韬 大连市西岗区大同小学  大连市西岗区五四路小学 二等奖 王雪
王海川  郭子奥 大连市甘井子区周二小学  大连市西岗区长春路小学 二等奖 邵丹
魏子越  高志枨 大连市沙河口区玉华小学  大连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王雪
唐铭泽  王梓铭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大连市西岗区红岩小学 二等奖 王雪
刘星艺  张仁奇 大连市甘井子区金家街第二小学 二等奖 孟优
姚俊汀  王子昊 大连庄河市大营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李明
王子源  李禹昊 大连市沙河口区实验小学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圣克拉校区 二等奖 于长龙
杜洪川 邓博壬 大连庄河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张吉庆
宋明阳  刘继隆 大连庄河市步云山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颜梦
赵楠  王柏超 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中心小学 三等奖 康德伟

刘煜琦  赵春童 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小学 三等奖 赵晨
李明泽  吴沅东 大连市甘井子区鹏辉小学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心小学 三等奖 王雪
唐思雨  王昱锦 大连庄河市吴炉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张家治
谭皓仁  藏靖泽 大连市沙河口区抚顺街小学 三等奖 丁毅
苏允程  牛灏然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三等奖 严雪松
梁泳  丛滋业 大连庄河市长岭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郅然

赵家斌  白俊文 大连市西岗区大同小学   大连市沙河口区东北路小学 三等奖 王雪
田家荣  杨欣睿 大连市沙河口区南平小学  大连市西岗区白云新村小学 三等奖 王雪
朱子瑞  王义涵 大连市第八十中学附属小学  大连海事大学附属学校 三等奖 邵丹
唐钧浩  孙玺镇 大连庄河市东风小学 三等奖 陶淑琦
崔久瑞  李悦宁 大连市甘井子区春田小学 三等奖 邵丹
张镇宇  胡浩凯 大连市西岗区五四路小学  大连市西岗区水仙小学 三等奖 邵丹
姜宝庆  王硕 庄河市城山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郭健健

孙圣尧  张泽凯 大连市沙河口区玉华小学  大连市第七十九中学小学部 三等奖 邵丹
宁玉熙  陈涵文 大连庄河市明星小学 三等奖 鞠天娇  张璐璐
刘福临  王浩旭 大连庄河市兴达街道河东小学 三等奖 刘胜国
刁沭人  宋天赐 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小学 三等奖 赵晨
邵钰杰  孔繁荣 大连庄河市塔岭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程丽静
李英赫  王子辰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湾附属学校 三等奖 张文宇
赵鸿铭  张源鑫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心小学 三等奖 王雪



张晓睿  宋钇漾 大连庄河市蓉花山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郭娇
赵涵  杨佳钰 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中心小学 三等奖 康德伟

丁俊熙  刘泽睦 大连市中山区葵英小学 三等奖 于向阳



· 学校名称 等级 指导教师
沙宜霖  史丙涛 大连市一0一中学 一等奖 刘洁

杨皓然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一等奖 鲁宏
王义文  王浩权 大连市第四中学  大连市第八十中学 一等奖 邵丹
王拓  马旭阳 大连市一0一中学 一等奖 刘志成

赵家兴 大连市第三十四中学 一等奖 于长龙
王志搏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一等奖 王欣欣
孙莉媛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二等奖 黄明山

田大震  王纪薇 大连市第十九中学 二等奖 宋国松
孙紫涓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二等奖 黄明山

刘洪铭  梁静茹 大连市第十九中学 二等奖 宋国松
刘泽同 大连市第三十五中学 二等奖 杜明光
刘  拓 大连市第七十六中学 二等奖 邵丹

刘家铭  于洪斌 大连市第八十中学  大连市第二十六中学 三等奖 邵丹
张博  王祖涵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三等奖 汪毓永
孙鹏程  谭本晟 大连市第十九中学 三等奖 宋国松

吴宝佳 大连市第三十五中学 三等奖 杜明光
刘新财  郑滢悦 大连市第十九中学 三等奖 宋国松

吕俊德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三等奖 黄明山
白心宇  孙雨晨 大连市第十九中学 三等奖 宋国松
孙英智  李珊 大连市第十九中学 三等奖 宋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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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员 学校名称 等级 指导教师
李金蔚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一等奖 杨晓乐

张沄溪  秦通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二等奖 杨晓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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