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选手姓名 所在学校 教练员 奖项
1 骆方奇 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小学 刘飞飞 一等奖
2 陈正钧 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小学 付  亮 一等奖
3 陈泽宇 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小学 戚  薇 一等奖
4 张翕喆 大连市沙河口区群英小学 刘雨 一等奖
5 赵颐晗 盘锦市盘山县东郭学校 吴兰英 一等奖
6 徐国羽 沈阳市浑南区第二小学 刘宁 一等奖
7 吴东燊 沈阳市皇姑区岐山路第一小学 王强 一等奖
8 李明月 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小学 王莹 一等奖
9 李林轩 沈阳市实验学校 周阳 一等奖
10 冷金奥 葫芦岛市曙光小学 高德会 一等奖
11 汝欣阳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张文宇 一等奖
12 张天锴 沈阳市大东区辽沈街第二小学 高雅 一等奖
13 赫景祁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张振惠 一等奖
14 孙圣博 辽阳市白塔区实验小学 陈男 一等奖
15 缪君泽 大连海事大学附属学校 任慧 一等奖
16 王雨森 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小学 张庭嘉 一等奖
17 刘越嘉 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小学 张庭嘉 一等奖
18 王靖涵 葫芦岛市曙光小学 高德会 一等奖
19 纪庭林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张振惠 一等奖
20 佘松原 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中心小学　 李红旭 一等奖
21 曹欣竺 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中心小学　 李红旭 一等奖
22 赵云龙 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中心小学　 杨非 一等奖
23 姜永涛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张文宇 一等奖
24 刘豫林 盘锦市鹤乡小学 宋军 一等奖
25 祃德旺 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中心小学　 杨非 一等奖
26 衣航娇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张振惠 一等奖
27 梁仕杰 庄河市栗子房镇中心小学　 冷利 二等奖
28 王梓丞 本溪市明山区联丰小学　 罗昊 二等奖
29 赵峋皓 辽阳市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周丽君 二等奖
30 王颢翔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 赵明秋 二等奖
31 曲涟彤 大连甘井子区宇峰小学　 李勇 二等奖
32 孟令超 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关亚峰 二等奖
33 褚连元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张振惠 二等奖
34 林楷尧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张振惠 二等奖
35 李子赫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张振惠 二等奖
36 张博滔 辽河油田胜利小学 邵振宇 二等奖
37 张轩豪 辽阳市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冯颖 二等奖
38 刘宇桐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张文宇 二等奖
39 杨思涵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严雪松 二等奖
40 丁凡桦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张文宇 二等奖
41 黄健榛 沈阳市和平一校长白岛一分校 毛爱玲 二等奖
42 孙梓倬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张文宇 二等奖
43 陈思岐 辽阳市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李丽 二等奖
44 姜芃博 盘锦市鹤乡小学 王洪霞 二等奖
45 陈政晔 辽阳市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杨敏 二等奖
46 宋昕玥 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小学 张庭嘉 二等奖
47 丛日鹏 辽阳市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刘红梅 二等奖
48 李金政 锦州市凌河区北湖小学 李凤军 二等奖
49 曾植 本溪市平山区群力小学 李永平 二等奖
50 魏文翰 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小学 刘舰阳 二等奖
51 富世喆 阜新市实验小学 张建宇 二等奖
52 崔博嘉 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中心小学　 李红旭 二等奖
53 陈鑫 兴城市徐大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王治刚 三等奖
54 张景云 辽阳市白塔区实验小学 陈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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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王奕衡 辽阳市白塔区白塔小学 崔影 三等奖
56 王镜超 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关亚峰 三等奖
57 章钊源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十小学 陈岚 三等奖
58 李依凝 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关亚峰 三等奖
59 刘馨月 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镇中心小学　 杨非 三等奖
60 冉曦程 阜新市开发区实验小学 国春雷 三等奖
61 宋禹陶 本溪市平山区群力小学 王刚 三等奖
62 关惠匀 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关亚峰 三等奖
63 陈思羽 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关亚峰 三等奖
64 王  祉 辽阳市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杨敏 三等奖
65 冯佑仪 阜新海州区矿工街小学　 康久玲 三等奖
66 王柯涵 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 吴迪 三等奖
67 徐崧泽 辽阳市辽阳县三新学校 侯佳彤 三等奖
68 张欣 辽阳市白塔区南林子小学 荣煜 三等奖
69 王鹏然 阜新市东苑小学 李丁 三等奖
70 佟梓豪 辽阳市白塔区普化小学 高艳梅 三等奖
71 邹恒林 辽阳市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洪伟 三等奖
72 韩易轩 辽阳市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杨敏 三等奖
73 宋喆熙 阜新市四合路小学 由硕秋 三等奖
74 张博淳 辽阳市白塔区东文化小学　 孙露 三等奖
75 王沐鑫 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小学 刘舰阳 三等奖
76 刘博文 兴城市徐大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马壮 三等奖
77 浦楷卿 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小学 刘舰阳 三等奖
78 刘瑜 阜新市民族街小学 邹泉 三等奖
79 董冠羽 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小学 王俊龙 三等奖
80 赵俊博 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小学 王莹 三等奖
81 侯添博 盘锦市兴隆台区林丰学校 宋夏 三等奖
82 李程龙 盘锦市盘山县东郭学校 陈军 三等奖
83 杜钊旭 辽阳市白塔区逸夫小学 于启莹 三等奖
84 何奕霖 辽阳市白塔区白塔小学 崔影 三等奖
85 刘芸菲 兴城市徐大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徐长亮 三等奖



序号 选手姓名 所在学校 教练员 奖项
1 姜一诺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鲁宏 一等奖
2 李思雨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王欣欣 一等奖
3 李天羽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王欣欣 一等奖
4 石桐铭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鲁宏 一等奖
5 徐鹏飞 大连市一一一中学 丁巍 一等奖
6 张华伟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王欣欣 一等奖
7 田意 盘锦市盘山县东郭学校 潘红涛 一等奖
8 陈凯奕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王欣欣 一等奖
9 李晨宇 盘锦市大洼区第一初级中学 王建 一等奖
10 栾泽珺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王欣欣 一等奖
11 姚锦清 沈阳市南昌初级中学 杨佳妮 一等奖
12 张誉豪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张文宇 一等奖
13 王睿晗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王欣欣 二等奖
14 袁铭健 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黄明山 二等奖
15 杨堪碧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王奇 二等奖
16 王翰林 丹东市第五中学 张雁燕 二等奖
17 马晨 阜新市蒙古中学 孙浩 二等奖
18 王帅乔 沈阳市134中学 陈琢 二等奖
19 梁展维 本溪市第十二中学 李学辉 二等奖
20 郑宇轩 盘锦市盘山县甜水学校 刘岩 二等奖
21 陈庆宇 阜新市蒙古中学　 孙浩 二等奖
22 孙瑀 辽阳市第十二中学 李季 二等奖
23 柴照仑 盘锦市第一完全中学 甘伟 二等奖
24 孙菲阳 阜新市实验中学 孙浩 三等奖
25 海韵贺 阜新市蒙古中学　 孙浩 三等奖
26 刘卢未凡 鞍山市高新区实验学校 王东宁 三等奖
27 韩昊峰 鞍山市二十六中学 王东宁 三等奖
28 闻宝德颜 鞍山市文华学校 刘舰阳 三等奖
29 张原凯 盘锦市第一完全中学 甘伟 三等奖
30 张宝凯 盘锦市第一完全中学 甘伟 三等奖
31 安勃瀚 盘锦市第一完全中学 甘伟 三等奖
32 王尹宣 盘锦市魏书生中学（盘锦市辽东湾实验中学） 孟飞飞 三等奖
33 金天 阜新市蒙古中学　 孙浩 三等奖
34 王拓凡 盘锦市盘山县东郭学校 王宝博 三等奖
35 姚戬 阜新市蒙古中学　 孙浩 三等奖
36 刘硕 盘锦市盘山县甜水学校 刘一迪 三等奖
37 马浩航 盘锦市兴隆台区林丰学校 隋昕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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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选手姓名 所在学校 教练员 奖项
1 曹荣权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沈巍 一等奖
2 史東达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一等奖
3 赵帝尧 鞍山市第一中学 赵宏伟 一等奖
4 佟湛宁 阜新市实验中学　 张建宇 一等奖
5 金杨梓晗 鞍山市第一中学 赵宏伟 一等奖
6 汪超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杨晓乐 一等奖
7 王泽鑫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高雪峰 一等奖
8 王诗睿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崔娜 一等奖
9 秦正 阜新市实验中学　 邵强 一等奖
10 郭纹硕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沈巍 二等奖
11 王歆迪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孙绍荣 二等奖
12 张贺铭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高雪峰 二等奖
13 赫明达 阜新实验中学　 富海涛 二等奖
14 闫星宇 阜新市实验中学　 邵强 二等奖
15 刘明易 抚顺市第二中学 郭新宇、孙晓楠 二等奖
16 鲁馨钰 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杨兆宏 二等奖
17 于储源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高雪峰 二等奖
18 李田运来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崔娜 二等奖
19 李施月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黄存军　 三等奖
20 王科举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陈硕 三等奖
21 蒋梓鹏 阜新市实验中学　 富海涛 三等奖
22 战俊宇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杨晓乐 三等奖
23 冯晓龙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　 王昭宁 三等奖
24 王若伊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三等奖
25 陈乐天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王奇 三等奖
26 刘颖姗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三等奖
27 曹昊哲 抚顺市四方高级中学　 寇传华 三等奖
28 王袁瑞泽 辽宁省实验中学 魏冰 三等奖
29 郑贯聪 鞍山市第一中学 赵宏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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