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队员 学校名称 等级 指导教师
刘芷良  邓智文 弓长岭区新建小学 一等奖 李丹
刘明轩  周子舒 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一等奖 宋珈

李泉霖  夏浩嘉轩 白塔区卫国小学 一等奖 范明竹
张瀚文  胡博翔 弓长岭区新建小学 一等奖 李丹
张哲铨  张翰哲 白塔区青年街小学 一等奖 李佳男
任韵迪  荆湛轩 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一等奖 杨敏
赵英博  邹金池 弓长岭区新建小学 一等奖 李丹
牟浩博  李明桐 白塔区卫国小学 一等奖 王馨翊
张皓程  盖新然 白塔区普化小学 一等奖 杨凯
周子皓  周子涵 白塔区青年街小学 一等奖 李佳男
王新雅  陈政晔 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一等奖 杨敏
赵远铭  赵均霖 白塔区青年街小学 一等奖 李佳男
杨亭睿  韩佳伦 白塔区永乐小学 一等奖 王旭
宋承谕  董雨嘉 白塔区青年街小学 一等奖 李佳男
张严今  易柏言 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一等奖 宋珈
苏洛达  冯一航 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一等奖 宋珈
孙浩诚  吴奕铭 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 二等奖 刘德庆
郑惠泽  吴金霖 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二等奖 杨敏
张仲伯  白金澎 白塔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张萍
李禹辰  祝鹏浩 白塔区永乐小学 二等奖 王旭
孙德维  刘佳鑫 辽阳县河栏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二等奖 王勇
洪传贺  周庭旬 白塔区白塔小学 二等奖 秦海龙
宋昀桐  刘久熙 辽阳县八会宗舜九年一贯制学校 二等奖 刘金鹏
尹  榮  陈俊冶 弓长岭区雷锋小学 二等奖 孙婷  翁洪俊
刘  贺  李美润 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二等奖 宋珈
支祥镔  衣子昊 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二等奖 宋珈
张鹤宁  张诗悦 白塔区普化小学 二等奖 杨凯
石铠侨  李佳洋 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二等奖 杨敏
孙国梁  景华庚 白塔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陈男
杨欣雨  孟令原 灯塔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回志永
贾博宇  詹欣然 辽阳县河栏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二等奖 王勇
宋承昊  白天睿 白塔区普化小学 二等奖 杨凯
江金泽  黄柯男 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三等奖 杨敏
吴浩楠  曲宸汐 宏伟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喻绍峰
单韵迪  徐琳皓 弓长岭区雷锋小学 三等奖 孙婷  翁洪俊
王泓淅  任晓睿 白塔区白塔小学 三等奖 秦海龙
王梓源  李广泽 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刘德庆

吴仁超  杨云吉泰 灯塔市实验小学 三等奖 回志永
李施霖  王凯祺 白塔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田军
孔庆翰  李抒衡 白塔区永乐小学 三等奖 王旭
李梓铭  刘骐鸣 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三等奖 杨敏
王子豪  李文博 辽阳县首山镇第二小学 三等奖 张欢

庞赵梓艺  李金佳航 白塔区白塔小学 三等奖 秦海龙
许琳朗  崔皓博 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三等奖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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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恩卓  李泓男 白塔区白塔小学 三等奖 秦海龙
崔昕婕  刘釜铖 宏伟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刘洪刚
张贵轩  唐英豪 弓长岭区雷锋小学 三等奖 孙婷  翁洪俊
杨家琪  史博文 宏伟区实验学校 三等奖 许伟
尚祖汀  丁宣彤 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刘德庆
滕睿  郑雁程 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刘德庆
孙  瑀  周家慕 白塔区白塔小学 三等奖 秦海龙
姜禹辰  孙贺鹏 辽阳县首山镇第二小学 三等奖 杨艳君
全俊杰  王琰 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三等奖 杨敏



参赛队员 学校名称 等级 指导教师
刘霆宇  刘光昊 辽阳市一中 一等奖 曹阳  陈迪
张笑宇  王熙博 辽阳县河栏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一等奖 黄海文
罗明宇  田家宁 辽阳市第十二中学 二等奖 李季
陈奕彤  李仪峰 辽阳县刘二堡镇中学 二等奖 罗庆顺
曾庆钰  傅凯文 辽阳县刘二堡镇中学 三等奖 罗庆顺
李拜三  曾凡卓 辽阳市第十二中学 三等奖 李季

张桐续 辽阳市第十二中学 三等奖 李季
王  旭   裴永智 辽阳县首山镇第二初级中学 三等奖 王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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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员 学校名称 等级 指导教师
赵域成  周苏鹏 辽阳市一高中 一等奖 杨兆宏
逯柏彤  刘子境 辽阳市一高中 二等奖 杨兆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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