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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高〔2017〕53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17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

（温州赛区）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高中： 

根据市教研活动计划，2017 年 3 月 26 日举行了温州市

高二学生生物学竞赛。经评审，共评出评出一类普高 A 组一

等奖 78 名、二等奖 159 名、三等奖 268 名；一类普高 B 组

一等奖 37 名、二等奖 83 名、三等奖 136 名；二类普高一等

奖 57 名、二等奖 126 名、三等奖 191 名；三类普高一等奖

38 名、二等奖 72 名、三等奖 105 名。评出团体优胜奖 22 个。

现将评比结果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2017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温州赛区）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7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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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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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温州赛区）获奖名单 

一类普高 A 组一等奖（78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朱一晨 温州中学 吴圣潘 郑卫鸿 温州中学 陈旭 
陈泊嘉 温州中学 陈旭 王子晟 温州中学 赵小萍 
夏瑞兆 温州中学 赵小萍 徐韫博 温州中学 赵小萍 
张子健 温州中学 赵小萍 杜箫雨 温州中学 洪始娟 
林逐轲 温州中学 洪始娟 舒煜 温州中学 洪始娟 
孙子斌 温州中学 吴圣潘 吴健翔 温州中学 陈旭 
吴丰羽 温州中学 吴圣潘 徐佳楠 温州中学 陈旭 
陈炯豪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陈铭轩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金若楠 瓯海中学 包日存 管珞伊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钱飞 瓯海中学 包日存 陈蕾如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希武 
曾恒烁 瓯海中学 包日存 邓玲颖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木铭浩 瓯海中学 蔡爱美 王瑞维 瓯海中学 包日存 
陈洁琼 瑞安中学 何群平 张书恒 瓯海中学 包日存 
陈明子 瑞安中学 何群平 周政 瓯海中学 蔡爱美 
薛均 瑞安中学 陈消冰 郑舒畅 瓯海中学 蔡爱美 
郑可可 瑞安中学 孔散君 金珅瑶 瑞安中学 缪蓓蕾 
毛殊婷 瑞安中学 陈消冰 季资朝 瑞安中学 缪蓓蕾 
周琪琪 瑞安中学 陈消冰 张诗诗 瑞安中学 孔散君 
黄羽彤 瑞安中学 金威 徐瑞 瑞安中学 孔散君 
钱奕帆 乐清中学 郑浩晖 郑颖 瑞安中学 何群平 
张焓冰 乐清中学 黄丽娇 余炳锐 瑞安中学 陈消冰 
谢博 乐清中学 黄丽娇 吴铁 瑞安中学 陈消冰 
刘婉颖 乐清中学 卢玲雯 徐帆 乐清中学 傅华琳 
陈欣蔚 乐清中学 卢玲雯 陈逸璇 乐清中学 黄丽娇 
胡陈强 乐清中学 卢玲雯 徐子惠 乐清中学 黄丽娇 
陈锐泽 永嘉中学 胡晓琼 夏鹏 乐清中学 卢玲雯 
王琦瑶 永嘉中学 潘建勋 黄文斌 永嘉中学 谢聪聪 
叶增渝 永嘉中学 潘建勋 金豪利 永嘉中学 胡晓琼 
郑百鸣 永嘉中学 邵兴海 金小燕 永嘉中学 金芳芳 
郑温灿 永嘉中学 邵兴海 李温楠 永嘉中学 胡晓琼 
林瑞雪 平阳中学 白洪波 朱志宏 永嘉中学 谢聪聪 
陈梦蕾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欧阳欣愉 永嘉中学 邵兴海 
周涛 平阳中学 黄西西 蒋雨婷 永嘉中学 潘建勋 
周思苗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廖文潮 平阳中学 赵蓉蓉 
温海升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林睿 平阳中学 黄西西 
黄莞莞 平阳中学 黄西西 苏志濠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李艳艳 平阳中学 赵蓉蓉 王可敢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林一航 平阳中学 郑笑笑 陈洁 1 平阳中学 黄西西 
胡锦瑶 温州中学 吴圣潘 颜佳佳 平阳中学 黄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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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普高 A 组二等奖（159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王博 温州中学 陈旭 伍思思 平阳中学 黄西西 
程浩淼 温州中学 赵小萍 叶湄烟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季子禾 温州中学 赵小萍 陈宸 平阳中学 郑笑笑 
蔡伊涵 温州中学 吴圣潘 吴林琪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谢炫豪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谢影雪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吴建义 
温睿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冯璇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吴建义 
叶百佳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朱顺安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刘豪琳 瓯海中学 包日存 刘恒立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谢韫仪 瓯海中学 包日存 苏怡宁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柯棋豪 瓯海中学 包日存 李卓琛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王凯锐 瓯海中学 包日存 胡纯源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陈磊 瑞安中学 缪蓓蕾 王帅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薛余豪 瑞安中学 何群平 陈勇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陈瑞言 瑞安中学 孔散君 苏光烁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郑阳俊 瑞安中学 孔散君 蒋贤达 苍南中学 梁世仰 
戴青青 瑞安中学 陈消冰 王媚 苍南中学 梁世仰 
陈崇伟 瑞安中学 陈消冰 洪焕锐 苍南中学 梁世仰 
胡泽南 瑞安中学 孔散君 吴婉婷 苍南中学 林贤笋 
黄文文 瑞安中学 孔散君 吴瑶瑶 苍南中学 陈潇潇 
陈灏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谢伟锋 吴怀瑾 温州中学 王雅娟 
方婕颖 乐清中学 傅华琳 胡锦隆 温州中学 陈旭 
林宵宵 乐清中学 傅华琳 黄昕慧 温州中学 吴圣潘 
杨笃琪 乐清中学 卢玲雯 陈金瑞 温州中学 洪始娟 
戴若琪 永嘉中学 谢聪聪 蔡依诺 温州中学 陈旭 
史海鸥 永嘉中学 谢聪聪 李勉 温州中学 吴圣潘 
应周巧 永嘉中学 金芳芳 李泽林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张煦 永嘉中学 马春华 陈坚豪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方璇 永嘉中学 潘建勋 董芸如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叶文瑶 永嘉中学 邵兴海 周一逍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郑凯新 永嘉中学 邵兴海 田思思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希武 
周鸣野 平阳中学 黄西西 郑晨曦 瓯海中学 包日存 
易佳依 平阳中学 黄西西 蔡浩然 瓯海中学 包日存 
姜荣沿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徐昊 瓯海中学 包日存 
吕作泼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应慧雅 瓯海中学 蔡爱美 
郭嘉琪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卓瑶瑶 瓯海中学 王敏 
叶思懿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林嘉璇 瓯海中学 王敏 
张亦可 平阳中学 郑笑笑 毛程程 瓯海中学 王敏 
温正炜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胡皓博 瑞安中学 缪蓓蕾 
林子豪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郑雅妮 瑞安中学 陈消冰 
郑瑗瑗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孙心怡 瑞安中学 陈消冰 
徐启慧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谢颖 瑞安中学 陈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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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飞快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庄典 乐清中学 傅华琳 
钟书豪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陈拓 吴洁 乐清中学 傅华琳 
金彬凯 温州中学 陈旭 黄浩泊 乐清中学 郑浩晖 
杨骐骏 温州中学 陈旭 卢雅琼 乐清中学 郑浩晖 
金聘涵 温州中学 赵小萍 郑沐晗 乐清中学 黄丽娇 
姜棋海 温州中学 赵小萍 张琦 乐清中学 黄丽娇 
唐宁遥 温州中学 洪始娟 黄良骏 永嘉中学 胡晓琼 
陈昱辰 温州中学 吴圣潘 周浩杰 永嘉中学 胡晓琼 
裴一飞 温州中学 赵小萍 陈慧莹 永嘉中学 邵兴海 
谢尚可 温州中学 陈旭 潘文戈 永嘉中学 邵兴海 
林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潘义 永嘉中学 邵兴海 
林成达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叶禾 永嘉中学 潘建勋 
郑舒恬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朱仕安 永嘉中学 邵兴海 
黄哲戎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周文睿 永嘉中学 潘建勋 
朱铭觉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陈涵 平阳中学 白洪波 
胡玉盈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尤汝汝 平阳中学 黄西西 
黄驰涵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周功涛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李周婧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陈文文 平阳中学 黄西西 
王浩泉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杜心怡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吴璇 瓯海中学 王敏 黄洋洋 平阳中学 黄西西 
陈佳涵 瑞安中学 缪蓓蕾 杨镐 平阳中学 黄西西 
余泳昊 瑞安中学 缪蓓蕾 徐涛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刘玮 瑞安中学 何群平 陈灵茜 平阳中学 黄西西 
黄安彤 瑞安中学 陈士来 林思思 1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周欣放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李文辉 毛若男 平阳中学 黄西西 
薛睿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谢伟锋 白思琦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敖笑容 乐清中学 张豪 姜文煜 平阳中学 黄西西 
陈海宝 乐清中学 傅华琳 郑余特 平阳中学 倪秀英 
王婉婷 乐清中学 傅华琳 林初革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章琼琼 乐清中学 傅华琳 金小龙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赵林倩 乐清中学 郑浩晖 游广枫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吴建义 
张妤茜 永嘉中学 马春华 郑遥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郑嘉正 永嘉中学 马春华 陈玉杰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邹昊 永嘉中学 胡晓琼 陈天姿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陈衍潮 永嘉中学 潘建勋 吴明洲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柯笑飞 永嘉中学 邵兴海 唐之镛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陈拓 
周浩然 永嘉中学 邵兴海 林秀坤 苍南中学 梁世仰 
郭炳湖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林意为 苍南中学 洪雪雪 
姜方焕 平阳中学 黄西西    

一类普高 A 组三等奖（268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周施恩 温州中学 俞美 伍源潮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蔡凌峰 温州中学 俞美 陈彦好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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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思进 温州中学 王雅娟 余奕绮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邓画予 温州中学 赵小萍 樊布凡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希武 
金琳泽 温州中学 赵小萍 李高翔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张嘉珉 温州中学 洪始娟 潘承前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杨雪沁 温州中学 洪始娟 陈雪 瓯海中学 包日存 
张浩男 温州中学 洪始娟 周凡凡 瓯海中学 包日存 
陈澄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林艺婷 瓯海中学 包日存 
林杨珅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聂馨雅 瓯海中学 包日存 
王嘉健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陈浩灿 瓯海中学 包日存 
谷品皓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麻丰帆 瓯海中学 包日存 
林浙钠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何温甜 瓯海中学 蔡爱美 
陈怡彤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希武 薛梦茹 瓯海中学 王敏 
邓拓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余卓翰 瑞安中学 缪蓓蕾 
王子硕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董锘 瑞安中学 何群平 
朱洛仪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吴清华 瑞安中学 孔散君 
张胜炬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卢渊悦 瑞安中学 陈消冰 
曹明炜 瓯海中学 包日存 林旖旎 瑞安中学 孔散君 
陈翘楚 瓯海中学 包日存 周曼 瑞安中学 孔散君 
陈晨晨 瓯海中学 包日存 施南汐 瑞安中学 王乐乐 
曾浩然 瓯海中学 蔡爱美 季露冰 乐清中学 张豪 
臧奥成 瓯海中学 蔡爱美 赵越颖 乐清中学 张豪 
应佳佳 瓯海中学 蔡爱美 叶知秋 乐清中学 傅华琳 
王钰 瑞安中学 缪蓓蕾 李航宇 乐清中学 郑浩晖 
吴明洁 瑞安中学 何群平 屠立民 乐清中学 黄丽娇 
赵崇尚 瑞安中学 何群平 林程浩 乐清中学 黄丽娇 
陈胤奇 瑞安中学 何群平 腾朴伟 乐清中学 卢玲雯 
蔡朝阳 瑞安中学 孔散君 金婷婷 永嘉中学 马春华 
周文洁 瑞安中学 孔散君 李宇敏 永嘉中学 胡晓琼 
王婷婷 瑞安中学 孔散君 孙瑜浩 永嘉中学 马春华 
金泽余 乐清中学 傅华琳 徐晓敏 永嘉中学 胡晓琼 
金雄程 乐清中学 郑浩晖 叶明亮 永嘉中学 胡晓琼 
郑奕彤 乐清中学 卢玲雯 张良健 永嘉中学 谢聪聪 
林洽然 永嘉中学 马春华 潘昂然 永嘉中学 潘建勋 
潘渺渺 永嘉中学 谢聪聪 李诗妮 平阳中学 白洪波 
潘谦睿 永嘉中学 胡晓琼 郑晨昊 平阳中学 白洪波 
邵佳铭 永嘉中学 胡晓琼 郑璐璐 平阳中学 白洪波 
周陈楠 永嘉中学 谢聪聪 黄益浩 平阳中学 赵蓉蓉 
戴娉珅 永嘉中学 邵兴海 钟聪颖 平阳中学 黄西西 
胡凯淮 永嘉中学 潘建勋 卢孔荣 平阳中学 黄西西 
王紫晴 永嘉中学 潘建勋 付晨晨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夏以利 永嘉中学 邵兴海 林霞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叶牧晨 永嘉中学 邵兴海 杨龙瀚 平阳中学 倪秀英 
卓静 永嘉中学 潘建勋 朱淑敏 平阳中学 倪秀英 
钱佳莹 永嘉中学 潘建勋 林奕杰 平阳中学 赵蓉蓉 



 7 

陈聪 平阳中学 白洪波 温洋洋 平阳中学 黄西西 
蔡文颂 平阳中学 黄西西 王庆焕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夏靓曦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吴润东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陈梦洁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林欣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毛大伟 平阳中学 黄西西 王强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陈巧巧 平阳中学 倪秀英 周鸿沁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邓天舒 平阳中学 赵蓉蓉 戴恩慈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潘乐宇 平阳中学 倪秀英 李道威 苍南中学 梁世仰 
王笑笑 平阳中学 倪秀英 周洁 苍南中学 梁世仰 
金伊楠 平阳中学 郑笑笑 王缘法 苍南中学 王瑞恩 
钱可欣 平阳中学 郑笑笑 洪晖云 苍南中学 洪雪雪 
陈逸舟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黄达彪 苍南中学 洪雪雪 
吴慧慧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陈子颖 苍南中学 林贤笋 
尤传伟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叶铮 苍南中学 洪雪雪 
饶珅源 苍南中学 王瑞恩 黄光晨 苍南中学 梁世仰 
曹明慧 苍南中学 王瑞恩 吕雯欣 苍南中学 陈潇潇 
金瑶 苍南中学 梁世仰 陈苗苗 苍南中学 陈潇潇 
郑允望 苍南中学 梁世仰 程挚朋 温州中学 俞美 
李朱杭 苍南中学 林贤笋 沈皓然 温州中学 赵小萍 
陈文奇 苍南中学 林贤笋 袁汛 温州中学 洪始娟 
罗鹏恒 苍南中学 洪雪雪 王雨戈 温州中学 洪始娟 
梁依缘 苍南中学 陈潇潇 陈加臻 温州中学 吴圣潘 
毛清扬 温州中学 吴圣潘 林文琦 温州中学 吴圣潘 
叶璇 温州中学 赵小萍 陈烁冰 温州中学 洪始娟 
单一涵 温州中学 陈旭 彭文涵 温州中学 洪始娟 
朱思铭 温州中学 吴圣潘 安书瑾 温州中学 陈旭 
董政瑞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戴仁聪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徐可人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李路嘉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张焱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汪奕晗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希武 
梅涵诗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王伽淇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希武 
徐盛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方彦心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潘霓裳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希武 周茹冰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应奕涵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希武 陈雅慧 瓯海中学 包日存 
柯依辰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蔡希武 胡万春 瓯海中学 包日存 
章温乐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何其乐 瓯海中学 包日存 
周杰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吴仕进 林豪杰 瓯海中学 包日存 
伍晨怡 瓯海中学 包日存 陈浩宇 瓯海中学 蔡爱美 
徐梧炯 瓯海中学 包日存 南温梦 瓯海中学 蔡爱美 
叶程豪 瓯海中学 包日存 周温琦 瓯海中学 蔡爱美 
倪飞跃 瓯海中学 包日存 潘熠俊 瓯海中学 王敏 
林茂然 瓯海中学 蔡爱美 潘书彦 瑞安中学 缪蓓蕾 
姚浩森 瑞安中学 缪蓓蕾 黄晨豪 瑞安中学 缪蓓蕾 
张宇 瑞安中学 缪蓓蕾 薛冰宇 瑞安中学 缪蓓蕾 
林正杰 瑞安中学 缪蓓蕾 涂佳雪 瑞安中学 何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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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莹莹 瑞安中学 孔散君 倪一佳 瑞安中学 何群平 
薛浩特 瑞安中学 孔散君 胡益强 瑞安中学 何群平 
吴瑞鹏 瑞安中学 孔散君 戴怀轩 瑞安中学 孔散君 
卢奕妃 乐清中学 张豪 狄亚洲 瑞安中学 何群平 
李聪聪 乐清中学 张豪 张津津 瑞安中学 孔散君 
林也杰 乐清中学 傅华琳 包喜乐 乐清中学 郑浩晖 
冯浩博 乐清中学 傅华琳 郑泽锦 乐清中学 郑浩晖 
陈预立 乐清中学 郑浩晖 金雨晨 乐清中学 黄丽娇 
陈琪 永嘉中学 马春华 吴凯锋 乐清中学 卢玲雯 
陈婉 永嘉中学 朱厉静 陈书熠 永嘉中学 马春华 
胡尹 永嘉中学 马春华 陈思慧 永嘉中学 马春华 
金艳艳 永嘉中学 马春华 陈伊凡 永嘉中学 金芳芳 
潘乐洋 永嘉中学 谢聪聪 金依诺 永嘉中学 金芳芳 
王致凯 永嘉中学 胡晓琼 郑苗苗 永嘉中学 金芳芳 
尤嘉琪 永嘉中学 马春华 郑远 永嘉中学 朱厉静 
余嘉豪 永嘉中学 谢聪聪 金诚信 永嘉中学 邵兴海 
张瀚文 永嘉中学 金芳芳 阮温然 永嘉中学 潘建勋 
朱子康 永嘉中学 马春华 章杭 平阳中学 白洪波 
柯信浩 永嘉中学 潘建勋 吴越 平阳中学 白洪波 
郑瑞祺 永嘉中学 邵兴海 周海浚 平阳中学 赵蓉蓉 
周忆 平阳中学 白洪波 蔡世泽 平阳中学 黄西西 
谢作涵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杜王锵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宋宇拓 平阳中学 黄西西 林强 平阳中学 黄西西 
任于凡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应玲玲 平阳中学 黄西西 
蒋子涵 平阳中学 黄西西 雷舒怡 平阳中学 黄西西 
陈敏捷 平阳中学 倪秀英 黄敬涵 平阳中学 倪秀英 
陈龙祥 平阳中学 赵蓉蓉 钟璇 平阳中学 黄西西 
周颖 平阳中学 赵蓉蓉 孔珊珊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潘子怡 平阳中学 郑笑笑 刘梦洁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林晨 平阳中学 郑笑笑 周云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郑雄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杨珍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饶文强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章嘉彤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宁波 
周云渠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黄崇辉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陈虹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黄正柯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张欣吕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陈拓 金小锋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良申 
李雯婷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陈拓 薛继磊 苍南中学 梁世仰 
张越 苍南中学 梁世仰 陈乾 苍南中学 王瑞恩 
黄子炎 苍南中学 梁世仰 潘青青 苍南中学 洪雪雪 
吴星星 苍南中学 梁世仰 陈坤 苍南中学 梁世仰 
陈雄杰 温州中学 陈旭 吴冉 苍南中学 王瑞恩 
程黎庆 温州中学 陈旭 周瑶 苍南中学 陈潇潇 
朱清扬 温州中学 赵小萍 华子艳 苍南中学 陈潇潇 
厉安恬 温州中学 洪始娟 林上硕 苍南中学 陈潇潇 
黄铭翔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陈浩 郑佳雪 苍南中学 陈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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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普高 B 组一等奖（37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余红燕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詹欣慧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郑永勇 
张艺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李奕荟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福芳 
倪千涵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陈荣 乐清市虹桥中学 彭彤菲 
黄文欣雨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南卓凡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周恬伊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林明浩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姜雯雯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高倩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张杰豪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郭振广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林己翔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胡刻羽 温州翔宇中学 傅罗平 
夏凯健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胡彤彤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赵育尔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盛想 周宇轩 温州翔宇中学 朱晓梅 
刘博金涵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钟嘉欣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庞素微 
王子渊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杨子江 苍南县嘉禾中学 刘健 
薛彬茹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魏先平 林滔 苍南县嘉禾中学 刘健 
叶易成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周琳琳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杨尚沅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夏高洁 泰顺中学 童莉里 
郑格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柳子轩 泰顺中学 童莉里 
翁晨皓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黄其海 李国树 泰顺中学 童莉里 
李梓熔 龙湾中学 黄象栋 夏雪 泰顺中学 王文宁 
张文杰 龙湾中学 武金英    

一类普高 B 组二等奖（83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叶楠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胡婉彤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张启晓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韩津津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余昔芮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周奕帆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周宸玄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郑今昊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郑哲豪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尹章溶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盛想 
郑开心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张轩搏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张冰倩 
蔡巧巧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杨伊凡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魏先平 
吴家栋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毛宠宠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王翔博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郑铭浩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叶衍彬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盛想 叶梦捷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黄其海 
张词添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周利豪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黄其海 
徐其煊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刘俊杰 龙湾中学 黄象栋 
刘雯丽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魏先平 张伊健 龙湾中学 武金英 
黄彦达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吴展鹏 龙湾中学 金璐梦 
胡重重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黄其海 陈明杰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郑永勇 
熊浩博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黄其海 黄振宇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郑永勇 
沈泽曙 龙湾中学 金璐梦 何俊杰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郑永勇 
项嘉伟 龙湾中学 金璐梦 林乃键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福芳 
王忠炜 龙湾中学 金璐梦 谢玮凯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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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晓茹 龙湾中学 金璐梦 朱子俊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张麒凯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郑永勇 叶茂盛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李奕浩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福芳 卢鑫培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薛家杰 乐清市虹桥中学 彭彤菲 谷明浩 温州翔宇中学 傅罗平 
叶昕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李陈珅 温州翔宇中学 傅罗平 
缪亦心 乐清市第二中学 徐云滨 邵俊涵 温州翔宇中学 陈秋生 
郭启为 温州翔宇中学 常小芬 邵连胜 温州翔宇中学 傅罗平 
李林杰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刘尚康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庞素微 
杨诚洁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孔王瑶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庞素微 
叶历杰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王田克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黄中炳 
吴陈颖 温州翔宇中学 李步振 张婧婕 苍南县嘉禾中学 谢伟锋 
王玮琳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黄章飞 苍南县嘉禾中学 刘健 
吴炫 泰顺中学 童莉里 钟灵毓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温蓓蕾 泰顺中学 林庆共 刘炜臻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周舒婷 泰顺中学 童莉里 郑涛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林旗 泰顺中学 林庆共 胡德铭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董旭芬 泰顺中学 童莉里 陈俊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邱铭轩 泰顺中学 王文宁 程琪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陈雨洁 泰顺中学 王文宁 吴晨曦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吴若茜 泰顺中学 欧益枝 林梦瑶 泰顺中学 童莉里 
黄辰渝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吴敬涛 泰顺中学 欧益枝 
杨锦浩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刘丽苗 泰顺中学 欧益枝 
孙晓杰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一类普高 B 组三等奖（136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周轩如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瞿颖 龙湾中学 武金英 
胡凌鸣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张云云 龙湾中学 武金英 
李承轩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王雪 龙湾中学 金璐梦 
朱少奇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张哲钊 龙湾中学 黄象栋 
汪佳琪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陈海澄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郑永勇 
卓毅刚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盛想 陈驰洲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福芳 
潘奕嘉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盛想 张婷婷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福芳 
马跃鸣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盛想 李贵文 乐清市虹桥中学 彭彤菲 
郑珅州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胡耀威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熊安然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魏先平 龙聚灵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陈佳婧 龙湾中学 金璐梦 陈河合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朱佳琦 龙湾中学 金璐梦 高苗苗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刘嘉成 龙湾中学 武金英 朱嘉伟 温州翔宇中学 傅罗平 
刘欣超 龙湾中学 黄象栋 滕丹彤 温州翔宇中学 李步振 
张其栋 龙湾中学 黄象栋 郑铭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庞素微 
包涵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福芳 潘晨杰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刘齐鹏 温州翔宇中学 常小芬 王永彬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吴佼星 温州翔宇中学 常小芬 吴圆圆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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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纪雷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章苏凤 周钰怡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邱炜艳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饶文迪 泰顺中学 童莉里 
包国祥 泰顺中学 童莉里 夏叶枫 泰顺中学 童莉里 
林浩 泰顺中学 王文宁 蔡元浩 泰顺中学 童莉里 
曾齐为 泰顺中学 王文宁 倪奕奕 泰顺中学 童莉里 
李蓉迪 泰顺中学 王文宁 陈明都 泰顺中学 王文宁 
曾国祥 泰顺中学 王文宁 唐晨曦 泰顺中学 欧益枝 
董昭彤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赖银双 泰顺中学 欧益枝 
吴佳依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赖思思 泰顺中学 欧益枝 
彭紫依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朱子昊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徐淑倩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金秀琪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叶晴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王涵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付嘉禾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郑思源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吴成烨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姜俊宇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朱斌铨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盛想 赵智浩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徐永昌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叶有成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周裕浩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吴家声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姜涛 
金可心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林昱汝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盛想 
李盈颖 龙湾中学 金璐梦 徐嘉璐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项阳春 龙湾中学 武金英 陈子萱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许佳玲 龙湾中学 金璐梦 柯政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魏先平 
杨启航 乐清市第二中学 孙乐微 余伶俐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魏先平 
林大中 乐清市第二中学 徐云滨 王佳成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陈洲敏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王天豪 龙湾中学 金璐梦 
李想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吴心怡 龙湾中学 金璐梦 
翁准 温州翔宇中学 黄佳佳 王嘉豪 龙湾中学 金璐梦 
尤程铁 温州翔宇中学 朱晓梅 吴昊 龙湾中学 黄象栋 
谷武 温州翔宇中学 李步振 韩跃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福芳 
吕慧慧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黄中炳 陈曾豪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福芳 
黄伟俊 苍南县嘉禾中学 刘健 马叶承 乐清市虹桥中学 彭彤菲 
李恒昱 苍南县嘉禾中学 刘健 林钜斌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李尚铸 泰顺中学 童莉里 谢天乐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林文斌 泰顺中学 王文宁 徐鑫隆 温州翔宇中学 段盛华 
张微微 泰顺中学 欧益枝 杨嘉轩 温州翔宇中学 傅罗平 
吴雨姝 泰顺中学 欧益枝 蔡夏捷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李春花 
朱涛涛 泰顺中学 林庆共 林忠湾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庞素微 
包珊珊 泰顺中学 林庆共 苏文涛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庞素微 
沈融奕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杨象锦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庞素微 
林佳佳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林孔选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庞素微 
张开翔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妩 谢凯旋 苍南县嘉禾中学 刘健 
徐子彤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谷珍 刘海雯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陈映彤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晓雷 夏心雨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叶沈达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赵周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朱展逸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郑雅婷 文成县武阳书院 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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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梓豪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一波 林晓飞 泰顺中学 童莉里 
李益权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张冰倩 余微微 泰顺中学 童莉里 
木锦渊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欧扬森 泰顺中学 王文宁 
陈臻熠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陈枫 王丽燕 泰顺中学 王文宁 
姜璐毅 龙湾中学 武金英 郑诗馨 泰顺中学 王文宁 
林恩特 龙湾中学 武金英 张洲涛 泰顺中学 王文宁 

 

二类普高一等奖（57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周温博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叶丽平 丁俊瑶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张淑还 
苏国炜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胡江准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杨斌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湛中伟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马光远 
王梦妮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林睿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游兆武 
陈哲伟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叶子瑜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吴振宇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陈晨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周诚信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万婷婷 瑞安市第二中学 叶礼程 
徐亦晨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舒静 郑利智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丽蓉 
赵子璇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舒静 王旭晔 乐清市第三中学 金永才 
孔莘雅 乐清市第三中学 金永才 王蓉蓉 乐清市第三中学 金永才 
鲍泓玮 乐清市第三中学 金永才 潘驰方 永嘉县罗浮中学 厉国勇 
林威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李炯霄 永嘉县上塘中学 孙建南 
林文龙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文静 詹应勇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刘炯利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吴华昊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潘怡辰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林昊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虞王磊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卓明智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戴赢赢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侯光俊 平阳县鳌江中学 钟方达 
龚大栋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郑雨欣 平阳县鳌江中学 陈灵秀 
温方琪 平阳县鳌江中学 王维 林佳佳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张淑还 
黄杰 平阳县鳌江中学 陈灵秀 朱德霖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郑昀亚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章珑珑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周志华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金家璇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金京龙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郑程豪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陈翔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蓝敏华 潘逸群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池珍妮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吴琦琪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叶荣伟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丽蓉 朱为士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陈奕华 
薛捷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史中宝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林君芳 
曾慧林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姜继坤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蔡福荣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二类普高二等奖（126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夏君君 瑞安市第二中学 叶礼程 齐宇涵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蓝敏华 
陈亮闻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安煊政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叶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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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晨凯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姜方舟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陈瑞浩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沈文娟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潘丽雅 
林发明 瑞安市第四中学 周陈野 甘泽霖 洞头区第一中学 赵秋云 
蔡克卯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丽蓉 庄志颖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庄广天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舒静 吴博雄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周炳涛 永嘉县罗浮中学 厉国勇 陈楠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金珅凡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文静 狄豪伟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朱孙乐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文静 张磊 瑞安市第四中学 周陈野 
汤无忌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叶翔翔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丽蓉 
卢成梁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陈秀媚 瑞安市第五中学 程晓娜 
谢远凯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潘露雨 乐清市第三中学 徐岳敏 
伍理克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陈锘研 乐清市第三中学 徐岳敏 
白涛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林静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文静 
姜斌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徐智伟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邓思怡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郑纬洲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谢尚康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孙胜宠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林志雄 苍南县树人中学 伊小军 黄欢欢 平阳县鳌江中学 王维 
陈希琦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谷益楠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杨崇源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杨德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曾文高 
易永杰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朱孔涛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梅涛 
陈晨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范叔培 苍南县树人中学 伊小军 
章吉甫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叶丽平 张冰馨 苍南县树人中学 伊小军 
朱振寰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柯舒倩 郭燎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张林海 
李凡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薛育言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王晓伟 瑞安市第五中学 程晓娜 胡晨宏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李智 乐清市第三中学 金永才 黄欣彤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郑曜东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虞杰凯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叶丽平 
孔令贤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姚浩宇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叶丽平 
陈敬翰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吴雨哲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游兆武 
金思榕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谢作瑞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汤微 
周煌煌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梅涛 林家成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李雪雯 苍南县树人中学 伊小军 周子晗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游兆武 
张淇 苍南县江南高级中学 王茜洁 陈温特 龙湾区永强中学 潘慧慧 
叶其康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林君芳 项雯莉 龙湾区永强中学 潘慧慧 
曾欢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明将 朱晨旭 龙湾区永强中学 潘慧慧 
董涵涵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周致源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潘丽雅 
陈集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王建涵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陈奕华 
王清源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郑定浩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陈韦屹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汤微 王安妮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高昊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张雯妍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周亚曼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柯舒倩 郑雅轩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林豪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高利晓 曾文雅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陈以琳 龙湾区永强中学 潘慧慧 戴祥隆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陈红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何良鹏 瑞安市第五中学 程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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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圣豪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刘波 瑞安市北京外国语大学附校 王志勇 
潘思瑶 瑞安市第二中学 叶礼程 应祖炀 瑞安市北京外国语大学附校 王志勇 
夏婷婷 瑞安市第二中学 叶礼程 杨志宇 乐清市第三中学 徐岳敏 
龙永江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丽蓉 陈嘉琦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冯佳敏 乐清市第三中学 金永才 金浩忠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孙晓丽 乐清市第三中学 徐岳敏 周一豪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文静 
胡明炯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陈家元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肖知聪 永嘉县上塘中学 孙建南 周星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薛欣怡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董大勇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曾文高 
朱家豪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林振植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梅涛 
张泽珅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林圣杰 苍南县江南高级中学 李坤 
李筱涵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陈星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王勤日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曾文高 周林炜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杨慧琪 苍南县江南高级中学 李坤 吴彬彬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陈荣泉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张淑还 黄佳璐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章培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陈文斌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唐宗健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毛莹莹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二类普高三等奖（191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林君豪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谢圆圆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文静 
孔佳佳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游兆武 徐海江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施瑶瑶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谢帆 庄素素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余佳泽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来理想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王温杰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洪耀南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黎慧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柯舒倩 宋晓慧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付一帆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陈奕华 林定夺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周品淼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陈奕华 李媛媛 平阳县鳌江中学 陈灵秀 
应婷婷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潘丽雅 梁亦旺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张钦汝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潘丽雅 游田俊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童建翔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周绍化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尤立珅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吴海涛 苍南县江南高级中学 李坤 
林思怡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王静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林君芳 
夏颖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章子怡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张淑还 
黄宏瑶 瑞安市第二中学 叶礼程 林舒琴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蔡子怡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罗一凡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陈佳慧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赖玲星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戴来慧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吴銮婷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傅安宁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钱凌晨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陈训伟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丽蓉 王彬彬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詹应杰 瑞安市第五中学 程晓娜 陈玮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林瑶玮 乐清市第三中学 金永才 杨彬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潘浩博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张磊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徐孙豪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林文琪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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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杰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黄程浩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陈姿霖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颜苡丞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许振豪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蒋相亮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叶德达 平阳县鳌江中学 钟方达 胡立财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柯舒倩 
黄雯雯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李璇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林萍 
温正浩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曾文高 沈彬彬 龙湾区永强中学 丁德成 
王叔舟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梅涛 叶鑫浩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陈奕华 
董文俊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梅涛 王君贤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陈奕华 
杨崇浩 苍南县江南高级中学 李坤 黄晓斌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金理锋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林君芳 卓仙蝶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沈概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张淑还 张扬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赖三涵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焦宇梁 瑞安市第二中学 叶礼程 
王琦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李明泽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蒋昭享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余森磊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丽蓉 
杨翔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杨建森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丽蓉 
罗正新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周林丹 瑞安市第五中学 程晓娜 
陶愉康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蓝敏华 张怡 乐清市第三中学 徐岳敏 
叶妤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戴恬婧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文静 
林超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马光远 林雪开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何家昊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谢帆 王鑫鹏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文静 
柯约斯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冯方检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陈逸心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陈协和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金珑珑 温州市艺术学校 徐雪娜 黄可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魏颖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卢孔树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陈博鑫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黄静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蒋瑞豪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李沁怡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曾文高 
陈红彤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周志兰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梅涛 
郑港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洪清清 苍南县江南高级中学 王茜洁 
潘跃程 瑞安市第四中学 胡静 郑建涵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林君芳 
叶明华 瑞安市第五中学 程晓娜 郑冰静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张淑还 
金鑫益 瑞安市第五中学 程晓娜 谢文秀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薛恩典 瑞安市北京外国语大学附校 徐玮佳 陈明涛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章晓平 
吴咏琪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舒静 汪若航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蓝敏华 
林朝洋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邹曦涵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李玉洁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余德光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叶超炜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金心怡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叶丽平 
温从越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黄温槐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柯舒倩 
林威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胡志豪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高利晓 
陈苏华 平阳县鳌江中学 陈灵秀 倪迈克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高利晓 
许小小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左安利 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高利晓 
黄益鑫 平阳县鳌江中学 林文丽 张舒翔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林萍 
金洁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曾文高 夏鑫海 龙湾区永强中学 王茂贤 
杨海峰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曾文高 姜业 龙湾区永强中学 丁德成 
吴友泽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梅涛 孙跃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李国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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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冬恩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周炜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王琪琪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张颖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黄象锋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季茹茹 瑞安市第二中学 叶礼程 
黄舒琦 苍南县灵溪中学 张爱宝 陈齐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唐佳佳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吴培杰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杨春雨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蓝敏华 郑雪珅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郑蒙蒙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李晨辉 瑞安市第四中学 余丽蓉 
李瑜瑜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许成武 陈伊洋 瑞安市第五中学 程晓娜 
周勇超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叶丽平 赵水浩 乐清市第三中学 金永才 
徐则遥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马光远 林嘉福 乐清市第三中学 金永才 
林志曙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游兆武 张青猛 永嘉县罗浮中学 厉国勇 
胡安琪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游兆武 吴晓亮 永嘉县上塘中学 孙建南 
戴泽杨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季良锦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李浩演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柯倩倩 杨昌冕 平阳县第三中学 段国华 
陈贞汝 龙湾区永强中学 潘慧慧 潘晓炜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叶汇汇 龙湾区永强中学 丁德成 项舒畅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立明 
张亦雅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陈奕华 应瑶瑶 平阳县鳌江中学 王维 
陈思淇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夏明相 苍南县树人中学 伊小军 
陈光煌 洞头区第一中学 刘德庆 李伟业 苍南县江南高级中学 王茜洁 
吕绍晨 洞头区第一中学 王华虎 钱圣宏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林君芳 
叶锡明 瑞安市第二中学 池帮荣 丁后港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张淑还 
陈祥兴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周瑞萍 苍南县灵溪中学 林香山 
张黄蓉 瑞安市塘下中学 阮瑞曼 朱方源 苍南县宜山高级中学 蔡福彩 
徐莹莹 瑞安市第五中学 程晓娜 包思思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林森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舒静 林康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李志强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毛莉莎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任豪杰 
林琪慧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文静 翁俊杰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蓝敏华 
马纪翔 永嘉县上塘中学 杨东    

三类普高一等奖（38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卓扬政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周文敬 张涵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滕鑫杰 乐清市大荆中学 倪静 王铭扬 平阳县萧振高中 白玲群 
陈发明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李盈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潘星维 瓯海区三溪中学 黄青青 陈思怡 瓯海区三溪中学 黄青青 
王浩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蔡宇 乐清市育才中学 连栋栋 
蔡品余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邵义茗 乐清市第四中学 郑王素 
滕显海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蒋丽琴 章乔震 苍南县桥墩高级中学 刘品慧 
陈梦雪 平阳县萧振高中 白玲群 徐显盛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刘泽龙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钱苏娜 苍南县求知中学 林杨华 
朱成烙 温州市越秀学校 潘长春 刘棋棋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陈爱央 
董璐露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郑华 王杨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曾文杰 平阳县萧振高中 白玲群 陈怡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陈昊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白思敏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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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华 苍南县求知中学 林杨华 鲍海燕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郭毅扬 瓯海区三溪中学 黄青青 舒前城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戴文远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陈文亮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周章章 
徐鑫泽 乐清市育才中学 连栋栋 李勇哲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郑华 
吴凯悦 永嘉县永临中学 苏玲玲 郑泽桐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孙玫 
郑崇纯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蒋丽琴 邵子寅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孙玫 

三类普高二等奖（72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吴惠玲 温州市啸秋中学 石向兵 薛清华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周浩轩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陈潇 方瀚韬 乐清市大荆中学 倪静 
曾娜 瑞安市第六中学 徐菁菁 郑青青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陈明伟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金富铤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郑华 
吴义飞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卢铠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苏拉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周章章 钟杰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王子航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林芳芳 胡晓明 永嘉县永临中学 王海明 
张宁 乐清市大荆中学 倪静 黄彩炬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吴叶辉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施德巍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郑新元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蔡福鸿 平阳县萧振高中 白玲群 
陈亚楠 乐清市育才中学 连栋栋 周锡国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李传勇 
南钦耀 乐清市第四中学 郑王素 姜婷婷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刘洲灿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王成伟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曾云速 
赵志峰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李洲谊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陈庆杰 
李胜涛 永嘉县永临中学 王海明 奉综银 温州市啸秋中学 石向兵 
胡慧倩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王伟生 金开拓 温州市啸秋中学 石向兵 
徐帆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潘登 曹坤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周章章 
吴桐 平阳县育秀中学 赖萍萍 朱茜茜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郑华 
温佳慧 苍南县求知中学 林杨华 曾仕豪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彭冬冬 瓯海区三溪中学 黄青青 吴志豪 永嘉县永临中学 邹达璐 
王若如 温州市啸秋中学 石向兵 章洪志 永嘉县碧莲中学 潘纯纯 
苏建鸣 瑞安市第八中学 叶建东 周步桢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王飞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陈世光 张棋皓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王秀 
陈思佳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周章章 张介天 温州市春晖高级中学 陈丹 
王依婷 乐清市第四中学 郑王素 吴昊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赵捷捷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林正晋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陈世光 
鲍兴然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赵勇杰 乐清市大荆中学 戚杏珠 
阙定乐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季雨洁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余培煜 平阳县萧振高中 萧洋洋 王嘉瑜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颜宇 平阳县育秀中学 应威娜 吴贺宁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熊兵 平阳县育秀中学 应威娜 黄逸伟 乐清市育才中学 尚金楠 
武小龙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季文浩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王伟生 
潘富城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李儒山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王伟生 
周雨晴 温州市越秀学校 潘长春 杨海清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陈煜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陈潇 陈敏 平阳县萧振高中 白玲群 
谢天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陈潇 吕瑶 苍南县求知中学 林杨华 



 18 

三类普高三等奖（105 名）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阿布杜撒拉木 温州中学新疆部 丁兆峰 周伟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钟思慧 
黄溢 瓯海区三溪中学 黄青青 周汉青 泰顺县城关中学 夏燕静 
陈策 瓯海区三溪中学 黄青青 谢彬瑞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陈庆杰 
陈奥迪 温州市啸秋中学 石向兵 潘文斌 温州市啸秋中学 石向兵 
王常铭 温州市啸秋中学 石向兵 周彬茹 温州市啸秋中学 石向兵 
杨小浒 瑞安市第六中学 徐菁菁 游林杰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王剑 瑞安市第六中学 徐菁菁 干娴茜 乐清市大荆中学 倪静 
王斌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杨子威 乐清市大荆中学 倪静 
连静雯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郑华 张浩 乐清市育才中学 尚金楠 
王佳佳 乐清市第四中学 郑王素 连婷婷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郑华 
谷阿秀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蒋丽琴 林益全 乐清市第四中学 郑王素 
金绍滨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王伟生 陈望 乐清市第四中学 郑王素 
赵益民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王伟生 戴子豪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张慧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刘中伟 永嘉县永临中学 苏玲玲 
应天禧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李传勇 金焕策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潘登 
李发奋 苍南县桥墩高级中学 吴榕榕 胡温泽 永嘉县楠江中学 章蓓蓓 
苏竹涛 苍南县求知中学 林杨华 孙澄 永嘉县楠江中学 章蓓蓓 
朱汉格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钟思慧 谢欣珅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马晶 温州中学新疆部 丁兆峰 练方会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胡纯贤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陈潇 陈盛涛 平阳县萧振高中 白玲群 
金永澜 温州市沙城高级中学 陈潇 王青钢 平阳县育秀中学 赖萍萍 
杜朝扬 瑞安市第六中学 徐菁菁 王助瑶 平阳县育秀中学 赖萍萍 
王星国 瑞安市龙翔高级中学 林涌泉 叶苏海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李传勇 
徐旭坤 乐清市大荆中学 戚杏珠 谢尚鸿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叶芳芳 乐清市大荆中学 倪静 施李慧 苍南县求知中学 林杨华 
虞浩阳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江杰克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王秀 
杨天宇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董泽辉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陈庆杰 
赵一杰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郑华 项豪特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陈庆杰 
郑韩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朱文凯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陈庆杰 
郑熠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王伟生 戴于渌 瓯海区三溪中学 黄青青 
倪子欣 平阳县育秀中学 赖萍萍 陈宇涵 温州市越秀学校 潘长春 
林甲凌 苍南县桥墩高级中学 吴榕榕 朱文杰 温州市越秀学校 潘长春 
林绳汶 苍南县金乡卫城中学 王姣 曾佳慧 瑞安市第六中学 张勇 
李东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胡琳雅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陈世光 
李浩华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陈栩乐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林芳芳 
叶俊洋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王秀 宋家乐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郑金超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陈庆杰 朱珅丽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陈晓静 
徐时兆 温州市啸秋中学 石向兵 张焕 乐清市育才中学 尚金楠 
黄乐静 瑞安市第六中学 徐菁菁 林文杰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郑华 
林晓宇 瑞安市第六中学 徐菁菁 万明庆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孙玫 
陈育珍 瑞安市第六中学 徐菁菁 栾航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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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 瑞安市私立实验中学 章超群 张维 乐清市兴乐中学 倪燕冬 
木文康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戴巧云 金朝朝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潘登 
王威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徐雅静 徐嘉伟 永嘉县碧莲中学 钱芸芸 
苏广鹏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郑华 叶之江 永嘉县楠江中学 章蓓蓓 
张鼎馨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孙玫 陈先锋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张益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孙玫 陈文静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万思晨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孙玫 谢秀珠 苍南县金乡卫城中学 王姣 
金鹏鹏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潘登 金理杭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陈用伟 平阳县第二中学 曾辉冬 陈凯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李晓君 
苏周军 平阳县育秀中学 赖萍萍 董凯辉 泰顺县城关中学 夏燕静 
黄月 苍南县巨人中学 胡俊柏 曾衡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朱家迎 
王正游 苍南县求知中学 林杨华    

高二学生生物竞赛团体优胜奖名单 

一类普高 A 组（5 所）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温州中学 

瑞安中学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瓯海中学  

一类普高 B 组（5 所）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苍南县嘉禾中学 

温州国际育英实验学校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瑞安市第十中学  

二类普高（8 所） 
平阳县第三中学 平阳县鳌江中学 

瑞安市塘下中学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苍南县江南中学 乐清市第三中学 

瑞安市第二中学 永嘉县上塘中学 

三类普高（4 所） 
平阳县第二中学 苍南县巨人中学 

乐清市兴乐中学 乐清市国际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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