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度全市普通中小学市级优秀学生干部公示名单

姓  名 所在学校及班级

黄  淼 武汉市第十三中学八（1）班

彭雪琪 武汉市六中致诚中学七（4）班

张宇昊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八（1）班

杨依晨 武汉市实验初级中学八（1）班

沈卓妍 武汉市第二十一（警予）中学八（2）班

张懿暄 武汉市解放中学八（13）班

张萌萌 武汉市培英中学八（2）班

刘少稀 武汉市堤角中学八（2）班

张艺洋 武汉市第六初级中学八（8）班

周思齐 武汉六中上智中学八（7）班

罗孝凤 武汉市第二初级中学（岱山）八（2）班

陈怡歌 武汉二中广雅中学八（10）班

曾安琪 武汉市京汉学校八（1）班

姜欣雨 武汉市汉铁初级中学八（2）班

陈冠宇 武汉市六中位育中学八（1）班

何星豪 武汉市七一中学八（8）班

房雨岑 武汉七一华源中学八（18）班

胡文博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九（2）班

李雨萱 武汉市实验初级中学九（2）班

刘宇芸 武汉市第二十一（警予）中学九（4）班

李梓轩 武汉市解放中学九（3）班

李子琦 武汉市第六初级中学九（7）班

秦雨轩 武汉六中上智中学九（11）班

黄希原 武汉市第二初级中学九（3）班

汪诗哲 武汉二中广雅中学九（12）班

李嘉骏 武汉市京汉学校九（3）班

倪晨巍 武汉市汉铁初级中学九（2）班

黄明豪 武汉市六中位育中学九（4）班

刘天翔 武汉市七一中学九（4）班

江嘉阳 武汉七一华源中学九（3）班

杨鹏路 武汉市第二中学高二（2）班

杨小天 武汉市第六中学高二（4）班

胡昕怡 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高二（8）班

周子峻 武汉市育才高中高二（5）班

金妍彤 武汉市实验学校高二（7）班

苗玥奕 武汉市第十六中学高二（2）班

胡一诺 武汉市第二十（民族）中学高二（6）班

朱璐瑶 武汉育才美术高级中学高二（8）班

高梓竣 武汉市第二中学高三（5）班

梁旖珣 武汉市第六中学高三（16）班

王典雨 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高三（4）班

黄安琪 武汉市育才高中高三（1）班

张广林 武汉市第二十（民族）中学高三（9）班

朱秋亦 武汉育才美术高级中学高三（8）班

李天予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金雅）八（10）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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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之研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金雅）八（12）班

卢妙音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前进）八（2）班

张耀辉 武汉市第十二初级中学八（9）班

向嘉乐 武汉市第十九初级中学八（2）班

刘泽华 武汉市先锋中学八（3）班

周  媛 武汉市新华下路中学八（7）班

崔皓景 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八（6）班

郭一言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八（7）班

何妮娜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八（9）班

夏梓航 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八（4）班

王成卓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金雅）九（8）班

胡  鑫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金雅）九（12）班

闵文楷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前进）九（1）班

邹雪怡 武汉市第十二初级中学九（8）班

向丝雨 武汉市第二十八中学九（4）班

陈思颖 武汉市新华下路中学九（1）班

谢佳宏 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九（8）班

林  俊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九（8）班

佟语馨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九（8）班

邵星语 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九（4）班

余伟强 武汉市第十九中学高一（8）班

沈玎睿 武汉市第一中学高二（1）班

罗晓雨 武汉市第七中学高二（4）班

彭小禾 武汉市第六十八中学高二（6）班

薛  楚 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高二（8）班

陶志博 武汉市常青第一中学高二（8）班

李姝润 武汉市第一中学高三（10）班

周子淳 武汉市第十二中学高三（1）班

肖幕成 武汉市第六十八中学高三(1)班

刘盈暄 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高三（9）班

王子郡 武汉市常青第一中学高三（6）班

张厚旸 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七（1）班

石承骏 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八（2）班

张俊辉 武汉十一崇仁初级中学八（5）班

窦罗之夏 武汉十一崇仁初级中学八（7）班

徐嘉倩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八（7）班

何秋岩 武汉市十一滨江初级中学八（5）班

赵欣蕊 武汉市第十七初级中学八（6）班

刘雨欣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顺道校区八（1）班

胡钟诗雨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七（3）班

胡紫怡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八（10）班

糜奕凡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中学八（5）班

游博文 武汉市第四初级中学九（11）班

赵艺馨 武汉十一崇仁初级中学九（5）班

马奕深 武汉十一崇仁初级中学九（9）班

许嘉诚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九（3）班

郭润晗 武汉市十一滨江初级中学九（3）班

张晓雨 武汉市第十七初级中学九（6）班

第 2 页，共 10 页



关振宇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九（6）班

张雷蕴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中学九（4）班

蔡欣阳 武汉市第四中学高二（2）班

陈思睿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高一（1）班

许青睐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高二（1）班

徐文龙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高二（6）班

郝卫洋 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高二（9）班

辜远发 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高二（1）班

李思达 武汉市第四中学高三（1）班

凌伟豪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高三（12）班

伍昕怡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高三（16）班

明  润 武汉市第十七中学高三（6）班

胡文欣 武汉市第二十六中学高三（1）班

朱雪萌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七（8）班

王嘉贝 武汉第三寄宿中学八（16）班

童诗涵 武汉第三寄宿中学八（18）班

李佳怡 武汉市二桥中学芳草校区八（1）班

王锦仪 武汉市二桥中学知音校区八（3）班

吴思彤 武汉市翠微中学八（9）班

李欣宜 武汉市楚才中学八（8）班

柯汉林 武汉市第三十二中学八（5）班

付丹妮 武汉市第三初级中学八（1）班

潘锦阳 武汉市德才中学八（2）班

季周煊 武汉第三寄宿中学九（1）班

李宇翔 武汉第三寄宿中学九（6）班

肖天赐 武汉市二桥中学知音校区九（2）班

袁舒贝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九（7）班

汪卓然 武汉市翠微中学九（10）班

万秋阳 武汉市楚才中学九（7）班

代一鸣 武汉市七里中学九（1）班

高事恒 武汉市第三中学高二（7）班

王嘉欣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高二（7）班

郭比乐 武汉市建港中学高二（9）班

杨庚辛 武汉市弘桥中学高二（7）班

罗钰雯 武汉市晴川高中高二（4）班

彭孝瑞 武汉市建港中学高三（2）班

余中田 武汉市第三中学高三（2）班

颜哲妮 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高三（6）班

祁晏琳 武汉市弘桥中学高三（2）班

张俊研 武汉市梅苑学校八（8）班

陈学玉 武昌文华中学八（1）班

路依阳 湖北华一寄宿学校七（4）班

王安琦 湖北华一寄宿学校八（6）班

程思宇 武汉中学（初中部）八（2）班

朱宇鹏 武汉市陆家街中学八（4）班

吴冠萱 武汉市南湖中学七（13）班

王泽睿 武汉市南湖中学八（14）班

张馨尹 湖北省水果湖第二中学八（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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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海森 武汉大学附属外语学校八（8）班

代自博 湖北省水果湖第一中学八（2）班

张家源 武汉武珞路实验初级中学七（18）班

王朝睿 武汉武珞路实验初级中学八（11）班

程敏锐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八（1）班

祝嘉静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八（13）班

江宣铭 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八（5）班

葛心怡 武汉市杨园学校九（1）班

汪芊君 武汉市梅苑学校九（2）班

路淞棋 湖北华一寄宿学校九（7）班

沈乐妍 武汉市陆家街中学 九（9）班

何一宁 武汉市南湖中学九（11）班

白骏豪 武汉市南湖中学九（15）班

沈思睿 湖北省水果湖第二中学九（2）班

邓索非 武汉大学附属外语学校九（5）班

张瀚文 武汉武珞路实验初级中学九（7）班

蔡牧吟 武汉武珞路实验初级中学九（16）班

夏子舒 武汉武珞路实验初级中学九（20）班

邵雨萱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九（9）班

杨天朗 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九（4）班

李睿琪 武汉市第十五中学高一（8）班

邹靖凡 武汉市第十五中学高二（1）班

李若琪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二（4）班

黎鲍杰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二（23）班

刘昕睿 武汉中学高二（10）班

潘雯轩 武汉市东湖中学高二（7）班

钱珂卿 湖北大学附属中学高二（1）班

帖宸铉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二 5 班 

彭若彤 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高二（2）班

翟欣怡 湖北省水果湖高级中学高二（10）班

徐蕊茜 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高二（12）班 

周星睿 武汉市第十五中学高三（10）班

黄钰褀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三（9）班

方梓桉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三（28）班

曾  汉 武汉中学高三（5）班

李金霖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三 1 班

王阮盼 武汉市第十四中学高三（3）班

赵加魏 湖北省水果湖高级中学高三（4）班

任  珉 武昌文华中学高三（2）班

吴  妞 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高三（1）班

魏诗瑶 青山区武钢实验学校七（1）班

石可妍 武汉市任家路中学七（4）班

杨永熙 青山区武钢实验学校八（19）班

陈诗荣 青山区钢城第十二中学八（1）班

林文婧 青山区钢城第十一中学八（8）班

贾茜茹 武汉市钢城第八中学八（9）班

胡漪然 武汉市钢城第二中学八（4）班

汤心怡 武汉市钢城第六中学八（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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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晨旭 武汉市任家路中学八（9）班

王  慧 武汉市第四十九初级中学八（8）班

曾梓菡 青山区武钢实验学校九（14）班

蓝尹梓 武汉市第四十九初级中学九（3）班

褚泽熙 武汉市任家路中学九（9）班

夏玉婷 武汉市任家路中学九（11）班

白芮瑄 青山区白玉山中学九（1）班

曾艺帆 武汉市钢城第八中学九（4）班

李忠伟 青山区钢城第十二中学九（2）班

李薇祎 青山区钢城第十六中学高二（7）班

陈泽承 青山区钢城第四中学高二（5）班

陶婉玥 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高二（6）班

张  岩 武汉市武钢三中高二（9）班

葛紫煜 武汉市钢都中学中学高二（7）班

凃  媛 青山区钢城第四中学高三（9）班

张忠珺 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高三（5）班

杨子玥 武汉市武钢三中高三（16）班

宋俊贤 武汉市钢都中学中学高三（7）班

陈夏溪 武汉市卓刀泉中学七（2）班

鲁博文 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建和分校八（1）班

江雨洁 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八（2）班

徐修能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初中部八（2）班

陈翛满 武汉市马房山中学八（2）班

徐  佳 武汉市洪山实验外国语学校八（3）班

谭伊欣 武汉市板桥中学八（4）班

王  依 武汉市长虹中学八（5）班

罗竞雄 武汉市洪山区杨春湖实验学校八（7）班

李星兴 武汉市洪山中学八（9）班

雷佳欣 武汉市鲁巷中学八（9）班

周佳洁 武汉市英格中学八（10）班

索熙珍 武汉西藏中学七（3）班

崔胜楠 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建和分校九（1）班

江思卓 武汉市卓刀泉中学九（3）班

谢瑞安 武汉市长虹中学九（5）班

胡雨轩 武汉市洪山区杨春湖实验学校九（6）班

李沐垠 武汉市洪山中学九（8）班

占胡杨 武汉市鲁巷中学九（8）班

张文成 武汉市英格中学九（8）班

陈泽然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初中部九（11）班

边巴卓玛 武汉西藏中学九（2）班

朱兴祺 武汉市马房山中学高二（1）班

孙瑞汐 武汉市关山中学高二（3）班

王远帆 武汉大学附属中学高二（7）班

高  原 武汉市长虹中学高二（10）班

吴若溥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高二（12）班

旦增索朗 武汉西藏中学高一（3）班

叶锦昊 武汉市长虹中学高三（2）班

杨子昂 武汉市关山中学高三（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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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祯琦 武汉市马房山中学高三（3）班

郭鸿宇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高三（3）班

德吉央珍 武汉西藏中学高三（2）班

陈祖瑶 武汉市吴家山第二中学七（1）班

毛雅萱 武汉市武汉为明学校七（2）班

徐亦忻 武汉市辛安渡中学七（1）班

朱诗琦 武汉市东方红中学七（2）班

李雨霏 武汉市恒大嘉园学校七（1）班

宋思睿 武汉市将军路中学七（9）班

陈臻铭 武汉市径河中学八（1）班

高欣玥 武汉市吴家山第三中学八（14）班

崔玲菲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美联实验学校八（2）班

张可伊 武汉市吴家山第二中学九（4）班

张  晶 武汉市吴家山第五中学九（8）班

张佳音 武汉市慈惠中学九(1)班

张心怡 武汉市金银湖中学九（9）班

钟  晴 武汉为明学校九（7）班

邱可欣 武汉市吴家山第三中学九（5）班

王学曼 武汉市三店学校九（1）班

黄京洲 武汉睿升学校高一（4）班

肖心怡 武汉市吴家山第四中学高一（16）班

胡雨萱 武汉市吴家山第四中学高二（14）班

付周雪 武汉市吴家山中学高二（1）班

胡佳琛 武汉为明高级中学高二（2）班

周紫怡 武汉市吴家山第四中学高三（7）班

段俊威 武汉市吴家山中学高三（5）班

陈慕容 武汉为明高级中学高三（2）班

张  帆 蔡甸区中法城三五四一学校七（1）班

陈  涵 武汉市蔡甸区莲花湖中学七（5）班

李乐航 蔡甸区大集中学八（2）班

周子路 武汉市蔡甸区横龙中学八（1）班

刘语希 蔡甸区永安街永安中学八（3）班

刘祺萱 武汉市蔡甸区莲花湖中学八（1）班

喻欣晨 武汉市蔡甸区幸福路中学八（5）班

周佳明 蔡甸区奓山街常福中学803班

刘雨馨 蔡甸区中法城新农中学九（1）班

郑子墨 蔡甸区大集中学九（1）班

许无边 武汉市蔡甸区莲花湖中学九（4）班

蒋思行 武汉市蔡甸区幸福路中学九（5）班

刘远征 武汉市蔡甸区幸福路中学九（6）班

朱凌伊 蔡甸区奓山街奓山中学九（4）班

郭言鼎 蔡甸区汉阳二中高一（9）班

项靖妍 蔡甸区汉阳一中高二（8）班

向申博 蔡甸区汉阳一中高二（11）班

屈乐妍 蔡甸区实验高中二（9）班

王子阔 蔡甸区汉阳一中高三（4）班

姚馨怡 蔡甸区实验高中高三（1）班

黄  健 武汉市江夏区第二中学七（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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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乔石 武汉市江夏区建新中学七（2）班

罗子睿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初级中学七（15）班

袁雨熙 武汉市江夏区求实中学七（2）班

吴墨涵 武汉市江夏区宁港中学八（1）班

聂佳琪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长城中学八（3）班

杨蕙泽 武汉市江夏区第四中学八（4）班

邓宇辉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中学八（3）班

李思琪 武汉市江夏区土地堂中学八（1）班

方心月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中学八（7）班

秦世经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中学初中部八（1）班

熊  悦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中学八（5）班

陈雅娟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中学九（2）班

张熊伶 武汉市江夏区第五中学九（5）班

景远昭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中学九（7）班

夏溪阳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初级中学九（10）班

杨  钰 武汉市江夏区建新中学九（3）班

滕泽沐 武汉市江夏区第二中学九（1）班

潘紫奕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中学初中部九（2）班

彭天豪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初级中学九（1）班

王紫欣 武汉市江夏区第四中学九（2）班

何思蓓 武汉市江夏区一中高一（16）班

罗吉旋 武汉市江夏区实验高中高一（5）班

吴思怡 武汉市江夏区实验高中高二（7）班

蔡宇轩 武汉市江夏区一中高二（7）班

祝  豪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高二（12）班  

罗旺玉 武汉市江夏区一中高三（1）班

邓一帆 武汉市江夏区实验高中高三（3）班

彭  伟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高三（2）班 

李沐圃 黄陂区盘龙二中七（1）班

冯睿轩 黄陂区盘龙三中七（16）班

张宁远 黄陂区实验中学七（17）班

成艳芳 黄陂区蔡榨中学八（1）班

朱燕玲 黄陂区甘棠中学八（2）班

李莎莎 黄陂区研子中学八（1）班

唐  岱 黄陂区泡桐二中八（1）班

李欣妍 黄陂区祁家湾中学八（1）班

白之倩 黄陂区横店中学八（7）班

黄  萌 黄陂区天河中学八（2）班

邵芝雅 黄陂区滠口中学八（1）班

王宇欣

黄陂区盘龙一中八（4）班

余跃龙 黄陂区武湖中学八（3）班

王可欣 黄陂区三里桥中学八（4）班

罗思雨 黄陂区前川三中八（2）班

梁雨涵 黄陂区实验中学八（13）班

童辉耀 黄陂区实验中学八（15）班

王紫涵 黄陂区双凤中学八（8）班

胡金月 黄陂区双凤中学鲁台校区八（3）班

刘岑瑾 黄陂区第一中学初中部八（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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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卫 黄陂区长堰中学九（2）班

冯新豪 黄陂区蔡榨中学九（3）班

胡佳梅 黄陂区甘棠中学九（2）班

吴惠朵 黄陂区罗汉中学九（2）班

林飞扬 黄陂区李集中学九（2）班

余宇婷 黄陂区四黄中学九（11）班

尹雅馨 黄陂区滠口中学九（9）班

李  丁 黄陂区盘龙一中九（5）班

潘歌灵 黄陂区盘龙三中九（8）班

王雪文 黄陂区武湖中学九（8）班

蔺宇澄 黄陂区前川三中九（3）班

李歆淇 黄陂区实验中学九（2）班

彭博维 黄陂区双凤中学九（1）班

韩吉康 黄陂区第一中学初中部九（3）班

徐佳蕾 黄陂区第一中学高一（15）班

王一淼 黄陂区第一中学盘龙校区高一（8）班

高云天 黄陂区第一中学高二（1）班

吴志杰 黄陂区第一中学盘龙校区高二（9）班

夏  畅 黄陂区第二中学高二（2）班

谌佳倩 黄陂区第三中学高二（7）班

李  尧 市汉口北高级中学高二（8）班

韩坤鹏 黄陂区第六中学高二（6）班

陈宇林 黄陂区第七高级中学高二（2）班

李名剑 黄陂区第一中学高三（14）班

周华睿 黄陂区第一中学盘龙校区高三（2）班

余  哲 黄陂区第二中学高三（8）班

江杭益 市汉口北高级中学高三（9）班

郑紫怡 黄陂区第六中学高三（7）班

潘  鑫 黄陂区第七高级中学高三（1）班

王奕涵 新洲区三店街第二初级中学七（2）班

李明可 新洲区李集街李集中学七（2）班

吏  畅 新洲区辛冲街第一初级中学八（1）班

王  朗 新洲区旧街街新集初级中学八（3）班

段俊睿 新洲区徐古街徐古初级中学八（２）班

吴鼎超 新洲区潘塘街初级中学八（3）班

郭霁想 新洲区凤凰中学八（1）班

张筱悠 新洲区汪集街孔埠初级中学八（1）班

林飞扬 新洲区双柳街挖沟中学八（2）班

姚  冉 新洲区仓埠街周铺初级中学八（2）班

周  昶 新洲区阳逻思源实验学校八（4）班

范云霓 新洲区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八（5）班

黄  博 新洲区实验中学八（16）班

谢燕婉 新洲区第一初级中学八（3）班

王春雷 新洲区辛冲街第一初级中学九（3）班

王诗涵 新洲区旧街街旧街初级中学九（4）班

陶　莹 新洲区徐古街徐古初级中学九（２）班

朱  聪 新洲区潘塘街初级中学九（1）班

陈  杨 新洲区三店一中九（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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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乔蕊 新洲区凤凰中学九（2）班

吴  寒 新洲区李集街张店中学九（1）班

万  蕊 新洲区汪集街汪集中学九（1）班

孙聪俐 新洲区双柳街刘镇中学九（1）班

林宇恒 新洲区仓埠街仓埠初级中学九（5）班

余睿阳 新洲区阳逻街第一初级中学九（4）班

汪心怡 新洲区邾城街第二初级中学九（1）班

隗博伦 新洲一中（邾城校区）高二（6）班

韩言鼎 新洲一中（邾城校区）高二（6）班

欧阳光 新洲一中（阳逻校区）高二（1）班

程  宁 新洲一中（阳逻校区）高二（1）班

邓  坤 新洲区第二中学二（1）班

李  玲 新洲区第三中学高二（13）班

涂冰燕 新洲区第四中学高二(10) 班

林芷惠 新洲区城关高级中学高二（14）班

胡金豪 新洲区第四中学高三(8) 班

周宇宽 新洲区第三中学高三（2）班

张  啸 新洲一中（邾城校区）高三（6）班

吴  睿 新洲一中（阳逻校区）高三（1）班

靖  妍 新洲区第二中学三（1）班

刘光阳 新洲区城关高级中学高三（2）班

王珂萱 武汉市汉南区纱帽中学八（1）班

唐婧瑜 武汉市汉南区汉南中学八（2）班

欧阳千子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八（10）班

王梓翱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中学八（4）班

王紫熙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八（4）班

刘娅菲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官士墩中学八（1）班

赵  灵 武汉市汉南区育才中学九（7）班

何姝妍 武汉市汉南区纱帽中学九（9）班

杨亚天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九（2）班

彭思源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初级中学九（5）班

尹臣杨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陵中学九（4）班

黄俊逸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中学九（2）班

李宇惠 武汉市汉南第一中学高二（1）班

邓国栋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高二（4）班

邹世旭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三中高二（4）班

黄康州 武汉市汉南第一中学高三（5）班

刘东箭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高三C9班

赵烈文 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723班

郑逸飞 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817班

沈  蒙 光谷二初八（12）班

叶芷萱 武汉市光谷第三初级中学810班

杨奕江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初二（8）班

陈雪瑶 光谷七初807班

唐喆伟 市光谷第一初级中学八（4）班

张翔宇 武汉市光谷左岭第一初级中学801班

王  雨 市光谷第八初级中学801班

杨承轩 武汉市光谷汤逊湖学校802班

第 9 页，共 10 页



谭桉棋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光谷分校710班

孟乐乐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光谷分校809班

陈若彤 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906班

舒禹皓 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909班

刘  倩 光谷二初九（3）班

张俊轩 武汉市光谷第三初级中学905班

毛欣怡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初三（8）班

左  幸 光谷七初903班

雷依然 武汉市光谷汤逊湖学校908班

陈思宇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光谷分校906班

刘雨昆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高二（1）班

郭宇晴 武汉市光谷第二高级中学高二（4）班

胡斯宇 武汉市光谷第二高级中学高二（12）班

柳兆瑾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高三（6）班

金小雅 武汉市光谷第二高级中学高三（1）班

曾鑫怡 武昌实验寄宿学校八（2）班

陶瑞翔 武汉市张家铺学校九（1）班

易景禄 武昌实验寄宿学校高二（4）班

李  洋 武昌实验寄宿学校高三（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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