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漫画释法活动获奖名单 

 

小学组一等奖（30 名） 

序号 学校 获奖学生 指导老师 

1 武汉市江岸区模范路小学 代雅洁 魏云 

2 武汉市育才小学 刘韦含 石榴柳 

3 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路小学 江昱辰 李妮 

4 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路小学 汤雨宸 张帆 

5 武汉市育才可立小学 易梓恒 刘斯莹 

6 武汉市硚口区长征小学 李紫涵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小学 
刘子熙 杜鹃 

8 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寄宿小学 徐梓戈 李疏影 

9 武汉市武昌区育红小学 周子琦 许莉 

10 武汉市武昌区白鹭街小学 钱佳齐  

11 武汉市武昌区白鹭街小学 杜衍汐  

12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第一小学 龚子珊 徐源 

13 武汉市武昌区四美塘小学 方景宜  

14 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小学 马慕溪 周舢 

15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张晓莹 李蓓 

16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谢安欣 王高 

17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齐艺坤 程蓓 

18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五小

学 
卜以诺 王晶晶 

19 武汉市万科西半岛小学 陈果 詹永红 

20 武汉市万科高尔夫小学 罗小福 张高洁 

21 武汉市万科高尔夫小学 陈姝娴 张高洁 

22 武汉市蔡甸区第五小学 袁勤彧 孙剑珍 

23 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岭小学 陈静柔 刘希 

24 武汉市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 廖希 张媛 

25 武汉市汉南区纱帽山小学 付天乐 胡玲 

26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颜依然 张译方 

27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 
宋佳羽高可盈 郭妮 

28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 
季雨桐 曾丹 



29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 
柯欣妤 曾丹 

30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王雨珊 黄琳枝 

 

小学组二等奖（50 名） 

序号 学校 获奖学生 辅导老师 

1 武汉市江岸区花桥小学 熊子锐 许倩 

2 武汉市育才小学 吴悠然 代蔚 

3 武汉市育才小学 刘韦含 石榴柳 

4 武汉市育才小学 张周祺 代蔚 

5 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殷翊诚 雷静 

6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赵钰彤 殷惟 

7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弋刘萱 范艳 

8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沈香潆 范艳 

9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罗嘉诚 殷惟 

10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吴昊骏 范艳 

11 武汉市育才可立小学 吴恩希 李雪 

12 武汉市京汉学校 潘文佳 何亮 

13 武汉市江汉区辅仁小学 董芯蕊 苏玲 

14 武汉市江汉区振兴路小学 殷如静 陈曼莉 

15 武汉市江汉区华苑小学 李睿涵 柳敏 

16 武汉市硚口区辛家地小学 徐艺纾  

17 武汉市硚口区井冈山小学 程亦琳 夏文葵 

18 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小学 夏雨欣  

19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胡冰羽  

20 武汉市武昌区育红小学 苏琳茜 袁欢 

21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向涛  

22 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十七小

学 

胡鲽 
刘金霞 

23 武汉市青山区青山小学 郑紫涵 方家友 

24 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张惠雅 周国斌 

25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

学 
胡董芯 王高 

26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

学 
朗千寻 程蓓 

27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何昱霏 黄苗 



28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万陆洁 黄苗 

29 武汉市万科西半岛小学 袁心竹 张曼 

30 武汉市万科高尔夫小学 王珺宜 张高洁 

31 武汉市蔡甸区第四小学 章子涵  

32 武汉市江夏区义贞小学 许曼菁 吴杨 

33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小学 赵心悦 张美慧 

34 武汉市江夏区明熙小学 田心怡 聂谅 

35 武汉市江夏区文化路小学 童可歆 周娜 

36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小学 任星屹 刘宽 

37 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岭小学 陈田悦 黄婧 

38 武汉市江夏区贺站小学 郭智捷 祝振利 

39 武汉市江夏区碧云小学 刘欣怡 刘朝 

40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道滠口

小学 
黄子芮 枊诗朦 

41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道滠口

小学 
何林烨 盛鹂梦 

42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四小

学 
余晨曦 陈芬 

43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小

学 
李华悦 陈琛 

44 武汉市汉南区纱帽山小学 程雨越王誉璇 庄岩 

45 武汉市汉南区子林小学 李诗轩 孙婷 

46 武汉市光谷第五小学 巩晓恩 向玲 

47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 
刘绪君 白洋 

48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 
吴语涵 李菁 

49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周凌亦 徐佳 

50 武汉小学 邱天原 郑秀明 

 

 

小学组三等奖（171 名） 

序号 学校 获奖学生 辅导老师 

1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唐若尚 李敏 

2 武汉市实验小学 张艺乐 李芬 

3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李诺言 李敏 



4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陈志洋 李敏 

5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翁贝雯 李敏 

6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南耀琦 李敏 

7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周梓妍 李敏 

8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夏蓉欣 李敏 

9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兰紫晗 李敏 

10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王馨茉 李敏 

11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王思颖 李敏 

12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罗斯淇 李敏 

13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彭菲淼 李敏 

14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张琼月 李敏 

15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黄筠贻 李敏 

16 武汉市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周子萌 李敏 

1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小学 
朱宥安 杨林 

18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熊陈实 龙盼 

19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罗歆妍 龙盼 

20 武汉市江岸区吕锡三小学 吴淼 顾垚 

21 武汉市江岸区吕锡三小学 邱镜澄 顾垚 

22 武汉市江岸区吕锡三小学 邱镜霈 顾垚 

23 武汉市江岸区吕锡三小学 代芷宁 顾垚 

24 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路小学 张晨希  

25 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路小学 鲁欣妍  

26 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路小学 余可盈  

27 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邓慧玲 赵虹 

28 武汉市育才小学 张金烨 伏馨 

29 武汉市育才小学 徐孟平 伏馨 

30 武汉市育才小学 张钰婷 伏馨 

31 武汉市育才小学 严悦铭 伏馨 

32 武汉市育才小学 舒纤羽 伏馨 

33 武汉市育才小学 昊钰靓 伏馨 

34 武汉市育才小学 刘星宇 代蔚 

35 武汉市育才小学 张一晓 石榴柳 

36 武汉市育才小学 朱宸语 石榴柳 

37 武汉市育才小学 黄琳斐 石榴柳 

38 武汉市江岸区光华路小学 韩心蕊 李敏 



39 武汉市江岸区光华路小学 刘静怡 李敏 

40 武汉市江岸区光华路小学 阚加健 李敏 

41 武汉市江岸区汉铁小学 李沐霏 熊菲 

42 武汉市江岸区汉铁小学 章杰 熊菲 

43 武汉市江岸区汉铁小学 蒋佳琪 熊菲 

44 武汉市育才家园小学 刘依晨 吴漾 

45 武汉市育才家园小学 李昕怡 吴漾 

46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吴雨霏 范艳 

47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彭子西 范艳 

48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朱昱睿 殷惟 

49 武汉市江岸区余华岭小学 翁琪 王芳 

50 武汉市江岸区余华岭小学 赵奥彤 王芳 

51 武汉市江岸区余华岭小学 陈诗彤 王芳 

52 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小学 倪佳琳 罗贵霞 

53 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小学 吴雪驰 罗贵霞 

54 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小学 周婧 罗贵霞 

55 武汉市京汉学校 方莹 何亮 

56 武汉市京汉学校 曾安琪 何亮 

57 武汉市京汉学校 谌偊玄 何亮 

58 武汉市京汉学校 廖若婷 何亮 

59 武汉市京汉学校 张静蕊 何亮 

60 武汉市京汉学校 黄诗瑶 何亮 

61 武汉市京汉学校 李芊琪 何亮 

62 武汉市京汉学校 喻敏 何亮 

63 武汉市江汉区振兴路小学 梅子行  

64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小学 王俪臻  

65 
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CBD

校区 
宋雨曦 廖晓桢 

66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小学 郑可欣  

67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小学 李享  

68 武汉市江汉区华中里小学 欧阳心如 蔡畅 

69 武汉市江汉区华中里小学 王康耀 蔡畅 

70 武汉市江汉区振兴路小学 曹铃悦  

71 武汉市江汉区辅仁小学 王荆饴 苏玲 

72 武汉市江汉区华中里小学 王晨希 蔡畅 

73 武汉市硚口区体育馆小学 胡曦文  



74 武汉市硚口区实验小学 尹艺晓  

75 武汉市硚口区博学小学 陈雪菲 孙琳 

76 武汉市硚口区崇仁寄宿学校 刘锐析 韦文艳 

77 武汉市硚口区太平洋小学 陈怡雯  

78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万桂缘芳 吕倩 

79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陈鹤锛 万嘉玉 

80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刘晨茜李梓铭 万嘉玉 

81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王诗涵 梅凤华 

82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李镒尭 万嘉玉 

83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王紫霓 梅凤华 

84 武汉市汉阳区钟寄宿小学 李可滢 戈欢 

85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唐文祺 万嘉玉 

86 武汉市武昌区实验幼儿园 计佳妮 彭凤鸣 

87 武汉市武昌区白鹭街小学 何林英  

88 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小学 赵子娴 黄晶 

89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一小 熊奕铭 汪咪 

90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江匡毓  

91 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九小学 徐梓谦 钟文捷 

92 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九小学 张妍依 龙晓琴 

93 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九小学 张珑藤 郑红 

94 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九小学 付天彤 余意 

95 武汉市青山区桥头小学 方俊杰 柯雨镭 

96 武汉市青山区青山小学 李思洁 方家友 

97 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袁艺 周国斌 

98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金地

分校 
祝梓恩 彭靓媛 

99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金地

分校 
詹诗涵 白志斌 

100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赵砚航 黄苗 

101 武汉市洪山区青菱小学 何嘉欣 周琪 

102 武汉市洪山区青菱小学 方言 周琪 

103 武汉市洪山区青菱小学 杨紫萝 周琪 

104 武汉市洪山区青菱小学 李紫萱 周琪 

105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五小

学 
王奥 刘菲 

106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五小

学 
胡雅琪 黄雨 



107 武汉市万科西半岛小学 丰周桐 秦永红 

108 武汉市万科西半岛小学 何妮娜 李彩霞 

109 武汉市万科高尔夫小学 张馨羽 张高洁 

110 武汉市蔡甸区第一小学 余绮思 代霞 

111 武汉市蔡甸区第一小学 罗张颖 代霞 

112 武汉市蔡甸区第一小学 潘欣悦 代霞 

113 武汉市蔡甸区第四小学 李妍彤  

114 武汉市蔡甸区第五小学 万博雅 孙剑珍 

115 武汉市蔡甸区第六小学 闵天歌 胡莉 

116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中心小学 孙静怡  

117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中心小学 李紫涵  

118 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岭小学 唐婉仪 岑蕾 

119 武汉市江夏区齐心小学 朱欣妍  

120 武汉市江夏区明熙小学 田宸宇 聂谅 

121 武汉市江夏区金水学校 杨傲雪  

122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学校 胡婧婧  

123 武汉市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 黄欣瑞 李秋萍 

124 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小学 徐家铭  

125 武汉市江夏区义贞小学 田如意 吴杨 

126 武汉市江夏区第二小学 艾芷怡 何紫薇 

127 武汉市江夏区第二小学 艾琰茜 何紫薇 

128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道滠口小

学 
王粲然 罗元 

129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向东小学 姜应谱 彭晓辉 

130 武汉市新洲区辛冲街东城小学 刘景怡 陈璐 

131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向东小学 何奇莲 彭晓辉 

132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四小学 李越 邢皓霞 

133 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利河小学 王语棋 曹学峰 

134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张怡菲 熊道静 

135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向东小学 李燕玲 彭晓辉 

136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喻奕芳 熊道静 

137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殷店小学 叶彩伊 李芳 

138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陵小学 胡靖怡 王清飞 

139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小学 张思怡 刘玮 

140 武汉市汉南区纱帽山小学 江林芳 庄岩 

141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学 范金娥 谢艳霞 



142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小学 何嘉琪 谢艳霞 

143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小学 刘天渝 陈琛 

144 武汉市汉南小学 吴宇聪 李荣霞 

145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小学 赵彤彤 李铭 

146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徐梓琪 孙梦星 

147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吴泗小

学 
赵淑敏 郑健 

148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于晨宇 赵瑞琪 

149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秦子淇 张译方 

150 武汉市光谷第五小学 张雅琪 李梓欣 

151 武汉市光谷第五小学 陶宸辰 向玲 

152 武汉市光谷第五小学 张洛荥 向玲 

153 武汉市光谷第九小学 覃锦涛 吴梦澜 

154 武汉市光谷第十二小学 钱雨泽 孔蓉 

155 武汉市光谷豹澥第一小学 程丽娜 李姝婧 

156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 
董佳昕 白洋 

157 武汉市张家铺学校 李双 程爱莲 

158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 
王子昕 李菁 

159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 
职睿玥 白洋 

160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华侨城小学 
倪睿妍 李菁 

161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周乐天 王攀 

162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李明择 吴婉悦 

163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胡然 余书婷 

164 武汉小学 傅禹钦 郑秀明 

165 武汉小学 张宇轩 郑秀明 

166 武汉小学 范相玥 郑秀明 

167 武汉小学 郑照临 郑秀明 

168 武汉小学 曲美君 向瑾 

169 武汉小学 陈廷靖 向瑾 

170 武汉小学 黄梓宸 向瑾 

171 武汉小学 何紫宸 郑秀明 

 

 



初中组一等奖（20 名） 

序号 学校 获奖学生 辅导老师 

1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黄贝尔 叶爱珍 

2 武汉市第二十八中学 曹佳慧 陈瑶 

3 武汉市第二十八中学 曹佳慧 陈瑶 

4 武汉市第三寄宿中学 李迦音 姚杰 

5 武汉市第三寄宿中学 王裕涵 姚杰 

6 武汉市关山中学 张纪童 陈雄伟 

7 武汉市关山中学 李慧玲 陈雄伟 

8 武汉市关山中学 姜可晴 陈雄伟 

9 武汉市鲁巷中学 纪俊伊 梁军 

10 武汉市鲁巷中学 周栩如 梁军 

11 武汉市马房山中学 杜菁华 程迎春 

12 武汉市吴家山第二中学 胡柳阳飞 鲁姗姗 

13 武汉市吴家山第二中学 丁瑾雯 曹虹 

14 武汉市恒大嘉园学校 陈未央 郑颖 

15 武汉市幸福路中学 周雅欣 张倩 

16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中学 熊欣悦  

17 武汉市江夏区长城中学 卢一鸣 程梦月 

18 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中学 朱雅萌 胡琼 

19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初级中学 蔡思 程金良 

20 武汉市光谷第二初级中学 郭可怡 袁芊 

 

 

初中组二等奖（30 名） 

序号 学校 获奖学生 辅导老师 

1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吕牧骏 叶爱珍 

2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中学 刘雨琪  

3 武汉市第三寄宿中学 张馨引 姚杰 

4 武汉市第三寄宿中学 定轩羽 姚杰 

5 武汉市第三寄宿中学 黄鹤芸 姚杰 

6 武汉市楚才中学 钟君怡 杜春丽 

7 武汉市楚才中学 李璟南 杜春丽 

8 武汉市楚才中学 左佳瞳 杜春丽 

9 武汉市第三寄宿中学 郑安妮 姚杰 



10 武汉市铁四院学校 蔡雨桐 赵文琦 

11 武汉市第九中学 王欣怡  

12 武汉市鲁巷中学 陈雨欣 梁军 

13 武汉市鲁巷中学 刘心怡 梁军 

14 武汉市马房山中学 朱烨骅 程迎春 

15 武汉市吴家山第二中学 汪思琪 刘瑜 

16 武汉市吴家山第二中学 王依然 曹虹 

17 武汉市吴家山第二中学 史唯珂 曹虹 

18 武汉市恒大嘉园学校 史梦芯 郑颖 

19 武汉市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袁蕴熙 刘明霞 

20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中学 方雅诗 肖纯 

21 武汉市蔡甸区柏林中学 高炜博  

22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中学 黄菊  

23 武汉市江夏区第四中学 魏雯丽  

24 武汉市江夏区长城中学 徐夏阳 程梦月 

25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道泡桐

第二中学 
程思琪 张天琪 

26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道泡桐

第二中学 
刘文瑾 张天琪 

27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汪集初级

中学 
胡匡迪 江晓红 

28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徐颖 祝秀云 

29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初级

中学 
刘诗语 祝秀云 

30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邱笑天 王跃梅 

 

 

初中组三等奖（58 名） 

序号 学校  获奖学生 辅导老师 

1 武汉市六中位育中学 胡皓 肖建梅 

2 武汉市六中位育中学 刘宇心 肖建梅 

3 武汉市六中位育中学 刘婉婷 肖建梅 

4 武汉市六中位育中学 熊婧怡 肖建梅 

5 武汉市六中位育中学 熊婧怡 肖建梅 

6 武汉市六中位育中学 晏思扬 肖建梅 

7 武汉市六中位育中学 刘仪琳 肖建梅 

8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雷若珊 叶爱珍 



9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黄子墨 叶爱珍 

10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赵哲宇 叶爱珍 

11 武汉市京汉学校 万玉珍 张非非 

12 武汉市京汉学校 嵇然 张非非 

13 武汉一初慧泉初级中学 余希怡 乐欢 

14 武汉一初慧泉初级中学 胡瑞奇 乐欢 

15 武汉一初慧泉初级中学前进校区 李钘妍 乐欢 

16 武汉市第二十八中学 胡恩琪 陈瑶 

17 武汉市第二十八中学 吕轩 陈瑶 

18 武外英中学校 王晗芮  

19 武汉市七里中学 杨鑫  

20 武汉市铁四院学校 唐相宜 赵文琦 

21 武汉市铁四院学校 邹冰洁 柯小燕 

22 武汉市铁四院学校 潘美智子 容黎 

23 武汉市第四十五中学 王宇飞  

24 武汉市第四十五中学 赵静怡 曹琼琳 

25 武汉市第四十五中学 王宇飞  

26 武汉市鲁巷中学 高瑨 梁军 

27 武汉市马房山中学 杨诗琪 程迎春 

28 武汉市吴家山第三中学 任静怡 谌慧琳 

29 武汉市吴家山第二中学 钱佩轩 鲁姗姗 

30 武汉市吴家山第二中学 张钰洁 曹虹 

31 武汉市恒大嘉园学校 刘悦珊 郑颖 

32 武汉市幸福路中学 马一佳 张倩 

33 武汉市张湾中学 艾蔓  

34 武汉市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 徐毅广 张静 

35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中学 曹文浩  

36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中学 文思彤  

37 武汉市江夏区建新中学 张嘉怡  

38 武汉市江夏区求实中学 李祖骏  

39 武汉市江夏区长城中学 刘庆生 程梦月 

40 武汉市江夏区长城中学 刘庆生 程梦月 

41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初级中学 王筱雅 陈晶 

42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道长岭中学 吴瑞茜 魏福宝 

43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道李集中学 高嘉仪 熊庆辉 



44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道李集中学 高嘉仪 张勇 

45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汪集初级中学 胡 璟 夏春梅 

46 武汉市新洲区潘塘街初级中学 罗锡彦 朱晓玲 

47 武汉市新洲区辛冲街第二初级中学 徐 璐 郭 琴 

48 武汉市新洲区辛冲街第二初级中学 张星宇 王其林 

49 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初级中学 余慕缇 倪 川 

50 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初级中学 王路瑶 倪 川 

51 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新集初级中学 张诗诗 胡三学 

52 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新集初级中学 张 欣 胡三学 

53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徐灿灿 王跃梅 

54 武汉市光谷第二初级中学 秦静怡 袁芊 

55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中学 左文婷 李平 

56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中学 李彤 李平 

57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中学 吴秋彤 闫夏 

58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中学 何宇晨 闫夏 

 

 

高中、中职组一等奖（10 名） 

序号 学校  获奖学生 辅导老师 

1 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 颜馨梅  

2 武汉市第二十九中学 
汪欣韵 李芯蕊 

王子涵 
吴萱 

3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许天驰  

4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肖思驿 黄卫华 

5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代心怡 邵俊 

6 武汉市弘桥高中 陈思怡 杨华 

7 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胡子怡 林胜轩 曾璐 

8 武汉市蔡甸区实验高级中学 黄贵优怡 周琼 

9 武汉市黄陂区第七中学 刘涛 刘晨曦 

10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谢思颖 王国鑫  

 

高中、中职组二等奖（15 名） 

序号 学校  获奖学生 辅导老师 

1 武汉市旅游学校 邹雲嘉 董迎 

2 武汉市旅游学校 何崇瑞 董迎 

3 武汉市旅游学校 李嘉怡 董迎 



4 武汉市第十九中学 葛珊羽 吕文东 

5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 朱雨桐  

6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 雷欣瑶  

7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 陆致远  

8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王天乐  

9 武汉市第三职业教育中心 胡金媛 彭雪怡 许文 

10 武汉市钢都中学 张婷 陈洲俊 

11 武汉市蔡甸区实验高级中学 余芷怡 周琼 

12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中学 杨子君  

13 武汉市黄陂区职业技术学校 林菲 阮成风 

14 武汉市黄陂区第六中学 王施懿 张枊 

15 武汉市黄陂区第六中学 熊兴尧 张枊 

 

高中、中职组三等奖（32 名） 

序号 学校  获奖学生 辅导老师 

1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 万芷芊 邵俊 

2 武汉市财贸学校 黄梦婕 赵佳妮 岑璟 

3 武汉市财贸学校 宋雅铭 梅花 

4 武汉市财贸学校 
陈毓林 章雅婷 

万泽升 
岑璟 

5 武汉市旅游学校 肖晴 董迎 

6 武汉市第十九中学 罗枫珉 吕文东 

7 武汉市第十九中学 刘晶雅 廖奕扬 李梦薇 

8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 袁经纬  

9 武汉市第四中学 丁蔓娅  

10 武汉市弘桥中学 郝从芸 华倩 

11 武汉市弘桥中学 覃元丹 万丽 

12 武汉市第三职业教育中心 喻文佳 喻欢桂 

13 武汉市第三职业教育中心 刘诗怡 余静 

14 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刘雨欣 王晶 曾璐 

15 武汉市钢都中学 董煦怡 彭德友 

16 武汉市钢都中学 彭宇轩 韩献锐 

17 武汉市钢都中学 王嘉慧 陈洲俊 

18 武汉市钢都中学 熊丽雯 陈洲俊 

19 武汉市蔡甸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曾庆彤  

20 武汉市蔡甸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李力君  



21 武汉市蔡甸区实验高级中学 肖子幸 周琼 

22 武汉市汉阳第一中学 刘云婷  

23 武汉市汉阳第一中学 兰菲  

24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中学 向小欣  

25 武汉市黄陂区第六中学 刘宇宏 张枊 

26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高级中学 陈佳怡 喻春兵 

27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高级中学 胡睿熙 喻春兵 

28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高级中学 陈浩夫 喻春兵 

29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高级中学 程雯璟 喻春兵 

30 武汉市新洲区高级职业中学 杜诗琪 肖咏梅 

31 武汉市新洲区高级职业中学 王  峰 李梦梅 

32 武汉机电工程学校 胡兆铨 余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