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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武汉市中小学生戏曲知识网络竞答活动

优秀组织奖

江岸区教育局 硚口区教育局

汉阳区教育局 蔡甸区教育局

江夏区教育局 黄陂区教育局

新洲区教育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教育局

武汉市育才小学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武汉市七里小学 蔡甸区汉阳一中

黄陂区横店临空小学 黄陂区前川六小

黄陂区前川二小 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五小学

黄陂区四黄中学 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三小学

黄陂区实验中学 新洲区阳逻二小

新洲区阳逻街中心小学 新洲区阳逻街第四小学

新洲区邾城街第六小学 新洲区阳逻街第一初级中学

新洲区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常青第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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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武汉市中小学生云上戏曲知识竞答活动

获奖名单

一等奖

姓名 学校 年级

谢思涵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一年级

王世冬 常青第一学校(小学) 一年级

胡宸熙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一年级

吕若心 汉阳区玫瑰园小学 二年级

方沐子 武汉市育才小学 二年级

胡嘉恒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 二年级

李若涵 开发区奥林小学 三年级

胡永元 武汉市七里小学 三年级

吴稚杭 开发区沌口小学 三年级

朱久叶 育才第二小学立德校区 四年级

刘恩锴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四年级

高艺涵 江岸区黄陂路小学 四年级

黄瑞熹 墨水湖小学 五年级

付子鑫 蔡甸区大集中心小学 五年级

胡轩宁 三角湖博学校区 五年级

何佳玲 江岸区新村小学 六年级

刘家忱 崇仁路小学（丰竹园校区） 六年级

张思敏 阳逻街中心小学 六年级

姜博雅 武汉市七一中学 七年级

李璨颜 武汉市二桥中学 七年级

邹君尚 武汉市第一初级中学 七年级

余梦林 蔡甸区莲花湖中学 八年级

赵怡涵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八年级

冯怡欣 华一光谷分校(中学) 八年级

邱鹭 华一光谷分校(中学) 九年级

邓天乐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九年级

刘睿林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九年级

高云帆 武汉市第二十中学 十年级

杨雨彤 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 十年级

罗思琪 武汉市第十六中学 十年级

陈翔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十一年级

杨贝君 武汉市第十九中学 十一年级

邹欣洁 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 十一年级

周卓阳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三

中
十二年级

王铭轩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十二年级

张彦杰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十二年级

二等奖

肖艺萌 汉阳区西大英才小学 一年级

黄扬航 武汉市育才小学 一年级

余宥涵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一年级

刘皓宇 前川六小 二年级

赵天佑 藏龙二小 二年级

魏嘉璐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二年级

宋佳宜 三角湖新华校区 三年级

梁子涵 江夏一小 三年级

周子航 南垸坊小学 三年级

胡宇乐 韩家墩小学 四年级

罗念泽 阳逻街第二小学 四年级

余先恺 开发区三角湖小学 四年级

郑凯亮 卓刀泉小学 五年级

曹夏莲 前川五小 五年级

廖天宇 蔡甸区大集中心小学 五年级

高蕊 阳逻街中心小学 六年级

赵梓言 开发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

陈锦波 江汉区华中里小学 六年级

王思尧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 七年级

周睿煊 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 七年级

段无忌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七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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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璨 常青第一学校(初中) 八年级

周沫琳 常青第一学校(初中) 八年级

付梓豪 常青第一学校(初中) 八年级

詹思瑞 蔡榨中学 九年级

叶家兴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九年级

饶静怡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九年级

张德桢 武汉市第十六中学 十年级

郭静萱 武汉市第十二中学 十年级

叶正远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十年级

黎鸿戬 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 十一年级

李琳 武汉市第十六中学 十一年级

王梦颖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十一年级

三等奖

陈明智 武汉市实验博雅小学 一年级

吴匡希文 盘龙三小 一年级

涂羽曦 蔡甸区大集中心小学 一年级

尹子杭 蔡甸区第五小学 二年级

苏奕 光谷第十二小学 二年级

陈雨翾 蔡榨小学 二年级

高雨瑶 辛家地小学 三年级

贺海姝 光谷五小 三年级

万诗蕊 江岸区汉铁小学 三年级

万乐言 开发区三角湖小学 四年级

张安琪 晴川实验小学 四年级

张晏铭 江岸区黄陂路小学 四年级

范明童 武汉市西大街小学 五年级

苏泽成 青山区钢城三小 五年级

林秋彤 东方红小学（韩爱萍校区） 五年级

陈瑄儿 辛家地小学 六年级

余宸习 辛家地小学 六年级

汪子禾 崇仁路小学（丰竹园校区） 六年级

刘玲菲 蔡甸区莲花湖中学 七年级

杜美兮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七年级

施潇然 武汉市七一中学 七年级

王士恒 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八年级

曹汝欣 双凤中学 八年级

张少涵 开发区官士墩中学 八年级

李驭东 黄陂区实验中学 九年级

吴子阳 四初博学初中 九年级

吴承勋 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九年级

吴箫艺 武汉市汉南第一中学 十年级

廖秦娴 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 十年级

黄昊泽 武汉市第十二中学 十年级

邓世逍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十一年级

巴源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十一年级

王聪 武汉市第十六中学 十一年级

“戏曲知识小达人”称号获得者

方熙杰 光谷五小 一年级

王乐萱 吴家山第三小学 一年级

王敏皓 新洲阳逻二小 一年级

余晓菡 阳逻街中心小学 一年级

向栩昕 阳逻街中心小学 一年级

殷梓翔 阳逻街中心小学 一年级

邵芷晗 开发区三角湖小学 一年级

杨怡宁 开发区三角湖小学 一年级

王靖然 三角湖博学校区 一年级

王若彤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一年级

亢怡婷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一年级

包靖楷 开发区新城小学 一年级

何沐 郭茨口小学 一年级

熊若冰 汉阳区知音小学 一年级

郭娅琂 汉阳区西大英才小学 一年级

姚泓圩 武汉市七里小学 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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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语萌 晴川实验小学 一年级

彭冠之 江夏区藏龙小学 一年级

申婉瑶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一年级

吴思齐 武汉市育才家园小学 一年级

范毅晴 武汉市育才小学 一年级

王梓茹 武汉市育才小学 一年级

王美懿 武汉市育才小学 一年级

蔡雯盺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一年级

胡润璋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一年级

肖曳姿 武汉市实验博雅小学 一年级

刘威 武汉市第十二初级中学 一年级

张筱筱 常青第一学校 一年级

程熙净 洪山一小书城路分校 一年级

李奕言 辛家地小学 一年级

蔡文汐 井冈山小学 一年级

陈骏峰 蔡甸区第六小学 一年级

张茄宸 东风小学 一年级

汪釨恒 东风小学 一年级

喻凌峰 前川二小 一年级

谌祖跃 前川四小 一年级

邱茗薰 前川一小 一年级

郑雨曦 盘龙三小 一年级

张珈瑜 盘龙三小 一年级

范思哲 万科高尔夫小学 二年级

黄泽林 阳逻开发区第三小学 二年级

祖梓晴 阳逻街中心小学 二年级

金宸煜 阳逻街中心小学 二年级

李凌伟 阳逻街中心小学 二年级

曹文昊 阳逻街中心小学 二年级

周孟豪 阳逻街中心小学 二年级

周楷博 阳逻街中心小学 二年级

尚晴川 白鹭街小学 二年级

丁奕玮 开发区奥林小学 二年级

王梓汐 三角湖博学校区 二年级

周三川 三角湖博学校区 二年级

程思然 三角湖新华校区 二年级

宁达霖 开发区实验小学 二年级

陈芳辰 汉南区子林小学 二年级

郭韵琂 汉阳区西大英才小学 二年级

张姝芮 武汉市七里小学 二年级

吴辰瑞 江夏区金口小学 二年级

冯一笑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二年级

刘思睿 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二年级

聂师城 武汉市育才小学 二年级

刘婉婷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二年级

熊芷妍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二年级

刘恩浩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二年级

晏含悦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二年级

饶天钰 卓刀泉小学 二年级

朱柯宇 武珞路小学金地分校 二年级

赵雨萱 太平洋小学 二年级

洪颖含 行知小学 二年级

郭宇宸 实验小学 二年级

张若曦 同济附小 二年级

于若泓 同济附小 二年级

余则灵 蔡甸区恒大绿洲小学 二年级

张帅 蔡甸区恒大绿洲小学 二年级

周瑞童 天河航天小学 二年级

湛文鑫 盘龙五小 二年级

何辰 盘龙五小 二年级

黄羽轩 盘龙三小 二年级

彭天乐 李集小学 二年级

朱子航 光谷第十一小学 三年级

彭灵芸 三店学校(小学) 三年级

彭美琳 潘塘街中心小学 三年级

邱钊辉 阳逻街中心小学 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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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涵 阳逻街中心小学 三年级

易雯轩 阳逻街中心小学 三年级

叶嘉雯 阳逻街第五小学 三年级

张可妍 开发区奥林小学 三年级

阮崇轩 开发区奥林小学 三年级

石钬泽 开发区三角湖小学 三年级

刘奕晨 三角湖新华校区 三年级

刘立雅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

向荣韬 开发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

邓来鸿 墨水湖小学 三年级

严君灏 乌龙泉矿学校 三年级

鲁乐瑶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三年级

向响 武汉市育才小学 三年级

胡峻衔 武汉市育才小学 三年级

饶雪潆 江岸区花桥小学 三年级

卢锦泽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三年级

周潘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三年级

龚子晴 武汉市育才可立小学 三年级

汪子淳 江汉区红领巾国际学校 三年级

邓定辰 常青第一学校(小学) 三年级

王者予 广埠屯小学 三年级

黄煜轩 辛家地小学 三年级

王泳翔 蔡甸区第五小学 三年级

刘昊然 蔡甸区新民小学 三年级

黄皓明 蔡甸区南湖小学 三年级

陈致远 前川六小 三年级

乐梓暄 前川一小 三年级

罗希言 前川一小 三年级

冯灵煊 临空小学 三年级

李择善 盘龙三小 三年级

吴湘源 盘龙三小 三年级

程雨萌 光谷五小 四年级

周子洲 新洲阳逻二小 四年级

胡心墨 阳逻街中心小学 四年级

曾梓萱 阳逻街中心小学 四年级

李韵含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四年级

蔡昱 白鹭街小学 四年级

黄文轾 育才小学 四年级

程曦墨 三角湖博学校区 四年级

付登 玉龙小学 四年级

明文轩 武汉市西大街小学 四年级

朱紫萱 武汉市七里小学 四年级

来雅彤 武汉市七里小学 四年级

付恩硕 江夏区明熙小学 四年级

游佳佑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四年级

嵇诗晴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四年级

薛自华 武汉市育才小学 四年级

陈廷益 武汉市育才小学 四年级

潘恺琪 江岸区黄陂路小学 四年级

王若绮 武汉市育才可立小学 四年级

熊芷萱 常青第一学校(小学) 四年级

朱熹悦 卓刀泉小学 四年级

朱子萱 辛家地小学 四年级

王雨哲 长征小学 四年级

许潇予 井冈山小学 四年级

王若辰 同济附小 四年级

饶照珲 同济附小 四年级

李正阳 蔡甸区第五小学 四年级

吴宸颢 蔡甸区大集中心小学 四年级

杨钧好 钢花小学园林路校区 四年级

张晨曦 前川六小 四年级

颜安 前川六小 四年级

吴楚灏 前川一小 四年级

安骞 盘龙三小 四年级

王均稚 盘龙三小 四年级

陈霁之 光谷第六小学 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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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鑫禹 光谷第三小学 五年级

柳诺言 仓埠街中心小学 五年级

谢嘉轶 阳逻开发区第三小学 五年级

张津瑞 阳逻街中心小学 五年级

李辰希 三角湖博学校区 五年级

林于舜 三角湖博学校区 五年级

辛熠辰 三角湖博学校区 五年级

曹裕妍 开发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

詹雅菲 开发区新城小学 五年级

邓欣语 汉阳区知音小学 五年级

姜雯心 汉阳区玫瑰园小学 五年级

郑童曦 武汉市西大街小学 五年级

徐璨 藏龙二小 五年级

李好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五年级

陈信予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五年级

张峻珲 武汉市育才汉口小学 五年级

姚崇远 江岸区新村小学 五年级

金煜添 江岸区惠济路小学 五年级

陈俊佑 江岸区惠济路小学 五年级

卢泫羽 江汉区振兴路小学 五年级

肖子芮 辛家地小学 五年级

郑新锐 辛家地小学 五年级

卢冕 长征小学 五年级

李雨晴 水厂路小学 五年级

董朗源 水厂路小学 五年级

杨舒瀚 南垸坊小学 五年级

张智渊 蔡甸区第五小学 五年级

周恩澈 蔡甸区第五小学 五年级

刘玥彤 蔡甸区第三小学 五年级

童睿思 盘龙一小 五年级

万立昕 东风小学 五年级

黄静宜 前川三小 五年级

刘张弛 前川二小 五年级

汤林南 前川一小 五年级

喻继开 新洲阳逻二小 六年级

罗馨语 新洲阳逻二小 六年级

陈特特 仓埠街中心小学 六年级

王子珊 阳逻街中心小学 六年级

周彦龙 阳逻街中心小学 六年级

姚曌 阳逻街金台小学 六年级

汪雪铭 阳逻街第五小学 六年级

程峻熙 阳逻街第二小学 六年级

刘梓曈 开发区奥林小学 六年级

蔡子晗 开发区三角湖小学 六年级

楼珣 开发区神龙小学 六年级

高祉睿 开发区洪山小学 六年级

贾若宇 开发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

宁妍依 开发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

程语涵 开发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

谢欣芸 汉阳区知音小学 六年级

罗敬亭 武汉市七里小学 六年级

陈玥瑶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六年级

姚佳文 江岸区新建小学 六年级

周何玮 武汉市育才汉口小学 六年级

黄家栋 江岸区惠济路小学 六年级

张歆瑶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六年级

严若菲 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 六年级

周楷越 武珞路小学 六年级

李熙晨 卓刀泉小学 六年级

聂斯羽 实验小学 六年级

章芯蕊 东方红小学（韩爱萍校区） 六年级

汪若于 同济附小 六年级

刘俊浩 蔡甸区第一小学 六年级

肖子扬 蔡甸区第四小学 六年级

刘雷皓月 蔡甸区第四小学 六年级

张玮熙 青山区钢城一小（本部） 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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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茄航 东风小学 六年级

李妙蓝 东风小学 六年级

景泓博 天河航天小学 六年级

杨博伦 盘龙五小 六年级

林天旻 盘龙三小 六年级

阮子杰 华一光谷分校(中学) 七年级

吴昊天 三店学校(中学) 七年级

宋厚胜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刘涵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曹静诗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七年级

童文鑫 阳逻街第一初级中学 七年级

刘书妤 武汉经开外国语学校 七年级

程天成 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 七年级

杨睿颖 开发区黄陵中学 七年级

黄子千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七年级

王嘉栋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七年级

陈思齐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七年级

吴文珺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 七年级

张帆航 武汉市第一初级中学 七年级

范王朝锦 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七年级

陈佳慧 蔡甸区奓山中学 七年级

何思熠 蔡甸区莲花湖中学 七年级

王文奥 蔡甸区莲花湖中学 七年级

邓博闻 双凤中学 七年级

涂孔睿 黄陂区实验中学 七年级

丁宇欣 黄陂区实验中学 七年级

罗曦悦 黄陂区实验中学 七年级

秦璐阳 黄陂区实验中学 七年级

朱奥唯 四黄中学 七年级

徐奥博 四黄中学 七年级

彭宇晨 四黄中学 七年级

陈万红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八年级

邵蔚琬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八年级

范云霓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八年级

郭俊毅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八年级

宋魏天昕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八年级

彭钲皓 阳逻街第一初级中学 八年级

曾了了 开发区官士墩中学 八年级

万晓雯 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 八年级

徐曦蕾 开发区黄陵中学 八年级

何乐怡 武汉市第三寄宿中学 八年级

夏可跃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八年级

张扬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八年级

李昀珂 武汉市七一中学 八年级

孙泽睿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八年级

杨瑞涵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八年级

陶思蕊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八年级

杨丁明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八年级

王奕宸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 八年级

汪昊哲 常青第一学校(初中) 八年级

邓承曜 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八年级

袁方懿 蔡甸区常福中学 八年级

钟可欣 四黄中学 八年级

刘思琪 四黄中学 八年级

徐宇伦 环城中学 八年级

王怀香 环城中学 八年级

张潇阳 新沟中学 九年级

张梓乐 慈惠中学 九年级

靖铭康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九年级

曾宇琦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九年级

刘家豪 阳逻街第三初级中学 九年级

袁悦 开发区官士墩中学 九年级

魏欣余 汉南区育才中学 九年级

明芳乾 汉南区育才中学 九年级

刘欣然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九年级

童紫琪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九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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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林 江夏区第二中学 九年级

李泉震 江夏区第二中学 九年级

陈诗雨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九年级

李天畅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九年级

徐文静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九年级

王孜心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九年级

黄文帅 武汉市第八十一中学 九年级

黄世雄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 九年级

杨恭宁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 九年级

张嘉祺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 九年级

甘子勋 武汉市第五十一中学 九年级

张涵妍 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九年级

吴悠悠 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九年级

陈静怡 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九年级

朱麟可 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九年级

熊文艺 黄陂区实验中学 九年级

陈子桐 黄陂区实验中学 九年级

彭可印 黄陂区实验中学 九年级

王梓涵 四黄中学 九年级

郑依情 四黄中学 九年级

王仕达 四黄中学 九年级

项乐 四黄中学 九年级

张祖扬 四黄中学 九年级

王颖恒 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 十年级

黄乐怡 武汉市第十六中学 十年级

尹若晨 武汉市第十二中学 十年级

张天桓 武汉市第十二中学 十年级

郭辉 黄陂区职业技术学校 十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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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武汉市中小学生“小小戏曲传承人”网络视频展演活动

优秀组织奖

江岸区教育局 江汉区教育局

硚口区教育局 武昌区教育局

洪山区教育局 黄陂区教育局

江夏区教育局 东湖高新区教育局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武汉市育才小学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武汉市七一中学

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武昌区复兴路小学

硚口区长征小学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江夏区大方学校 江夏区明熙小学

黄陂区盘龙三小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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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年武汉市中小学生“小小戏曲传承人”网络视频

展演活动获奖名单

优胜奖

姓名 学校 年级 剧种

刘辰祎 武汉市育才同安小学 三年级 京剧

熊晚晴 江岸区光华路小学 三年级 京剧

何开欣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三年级 京剧

张锦程 武汉市育才汉口小学 三年级 京剧

邬歆旖 武昌实验寄宿小学黄鹤楼校区 三年级 京剧

陈奕言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三年级 京剧

朱梓涵 武汉经开外国语学校 三年级 京剧

皮博文 新洲区邾城街向东小学 三年级 京剧

谢乐悠 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三年级 京剧

王熠童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三年级 京剧

张馨予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小学 三年级 京剧

罗天涔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四年级 京剧

叶素名 江夏区大方学校 四年级 京剧

苏祺祾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四年级 京剧

黄紫依 硚口区长征小学 四年级 楚剧

阮筠雅 江岸区沈阳路小学 四年级 京剧

徐雷雅 洪山区第一小学书城路分校 四年级 京剧

唐晨熙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四年级 京剧

黄圣依 硚口区辛家地小学 四年级 汉剧

曾凡涵 硚口区实验小学 四年级 京剧

李逸峥 江夏区大方学校 四年级 京剧

饶芯瑜 崇仁寄宿学校 四年级 京剧

游芷岚 武汉市育才小学 四年级 京剧

徐雷雯 洪山区第一小学书城路分校 四年级 京剧

法蒽雅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四年级 京剧

李拜天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四年级 楚剧

胡宸畅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四年级 京剧

段慕涵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四年级 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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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思睿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四年级 楚剧

刘思睿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五年级 京剧

李昕冉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刘思雨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五年级 京剧

周子桐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孟欣怡 武汉市吴家山第一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张智言 蔡甸区第三小学 五年级 京剧

易成睿 硚口区义烈巷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刘雪倩 蔡甸区第三小学 五年级 京剧

汪恩泽 江夏区大方学校 五年级 京剧

魏文博 武昌区复兴路小学 五年级 黄梅戏

杨雯聿 武昌区复兴路小学 五年级 黄梅戏

吕心蕊 硚口区长征小学 五年级 楚剧

范思睿 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五年级 京剧

苏秋月 盘龙三小 五年级 汉剧

袁芮晗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五年级 楚剧

周宇宙 金银潭小学 五年级 川剧

孙汉博 武汉市育才第二寄小 五年级 汉剧

刘嘉豪 盘龙三小 五年级 汉剧

丁赞 硚口区长征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刘若一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五年级 京剧

雷欣怡 祁家湾街道寄宿小学 五年级 楚剧

龚奕霖 江夏区明熙小学 五年级 京剧

谢妙灵 江夏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左韵霖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五年级 京剧

王梓萌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五年级 京剧

蔡子航 盘龙三小 五年级 汉剧

张凊靘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五年级 京剧

张语桐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五年级 楚剧

范管晗 黄陂区前川二小 五年级 楚剧

吴昊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刘佳沐 江岸区惠济路小学 五年级 京剧

丁子熊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五年级 京剧

赵英浩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 五年级 京剧

杨英昊 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崔俊溢 洪山区实验外校 六年级 京剧

汤思琪 江夏区大花岭小学 六年级 京剧



－12－

卢恩希 体育馆小学 六年级 京剧

付哲鑫 江夏区大花岭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刘歆儿 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六年级 京剧

肖童心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六年级 京剧

谢知航 硚口区紫润小学 六年级 京剧

王诗涵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刘天然 硚口区东方红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彭晔晖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六年级 京剧

章芯蕊 东方红小学(东区） 六年级 京剧

李雨泽 武昌区中华路小学金都校区 六年级 京剧

谢成宇 江夏区大方学校 六年级 京剧

于佳琳 江夏区大方学校 六年级 京剧

谢雨馨 武昌区复兴路小学 六年级 黄梅戏

吴蓓蓓 江夏区明熙小学 六年级 京剧

肖冉冉 江夏区明熙小学 六年级 京剧

陈梓萌 武汉市育才小学 六年级 汉剧

王思彤 新洲区邾城街第四小学 六年级 豫剧

陈黎昕 武汉市育才小学 六年级 汉剧

任俊怡 盘龙三小 六年级 汉剧

彭兴苗 江夏区明熙小学 六年级 京剧

付文胜 江夏区明熙小学 六年级 京剧

蒋潇栩 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 七年级 京剧

王林龙 武汉市七一中学 七年级 京剧

杨秉锟 武汉一初慧泉中学 七年级 京剧

黄梓艺 江夏区大方学校 七年级 昆曲

李文心 武汉市七一中学 七年级 汉剧

邱子芮 武汉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八年级 京剧

张笑涵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 八年级 京剧

张江川 武汉市七一中学 九年级 京剧

李享泽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 九年级 京剧

明承宇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 九年级 京剧

邱鹭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光谷分校 九年级 京剧

杜启萌 光谷第一初级中学 九年级 黄梅戏

饶婧仪 武汉市七一中学 九年级 越剧

高云帆 武汉市 20民族中学 十年级 京剧

董立彦 武汉市十六中学 十年级 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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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奖

姓名 学校 年级 剧种

牛山进美 武汉经开外国语学校 一年级 京剧

程熙净 洪山区第一小学书城路分校 一年级 京剧

廖娴颖 武汉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黄梅戏

何瑨宇 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一年级 京剧

刘思睿 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二年级 京剧

桂琪美琳 江夏区实验小学 二年级 京剧

历国清 江夏区明熙小学 二年级 京剧

龚星语 江夏区明熙小学 二年级 京剧

杜姃阳 东湖风景区东湖小学 二年级 京剧

刘颖霏 武外英中学校 三年级 京剧

周钰淇 武汉市光谷第五小学 三年级 京剧

刘涵伊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三年级 楚剧

段金彤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三年级 楚剧

陈宣诺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三年级 楚剧

熊天祎 洪山区实验外校 三年级 京剧

杨美涵 蔡甸区龙王小学 三年级 黄梅戏

石芮泽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三年级 京剧

闫坤锐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三年级 京剧

王姝雅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三年级 京剧

李星蝴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三年级 京剧

王艺涵 崇仁路小学新时代校区 三年级 豫剧

刘泽锦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三年级 京剧

付知知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三年级 京剧

刘心悦 蔡甸区龙王小学 三年级 黄梅戏

蔡雨璇 蔡甸区龙王小学 三年级 楚剧

张优玥而 崇仁寄宿学校 四年级 京剧

明雨彤 祁家湾街道寄宿小学 四年级 楚剧

陈熹微 江夏区大方学校 四年级 京剧

李昕怡 硚口区实验小学 四年级 京剧

向奕萌 武汉市育才可立小学 四年级 京剧

定诗蕊 硚口区辛家地小学 四年级 汉剧

曾浩然 武汉市育才小学 四年级 汉剧

刘依恩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四年级 京剧

张芷汀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四年级 楚剧

徐歆妍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四年级 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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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昱圆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四年级 京剧

徐祯祺 武昌区白鹭街小学 四年级 京剧

王歆怡 洪山区第一小学书城路分校 四年级 京剧

王铂雅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四年级 楚剧

牛子桐 硚口区辛家地小学 四年级 汉剧

秦诗崴 硚口区实验小学 四年级 京剧

杨子桐 武汉市育才小学 四年级 汉剧

张梦瑶 硚口区辛家地小学 四年级 汉剧

曹昕莹 武昌区白鹭街小学 四年级 汉剧

王茂祥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四年级 京剧

胡迅婕 蔡甸区龙王小学 四年级 豫剧

万丽彤 大集中心小学 四年级 京剧

田子涵 大集中心小学 四年级 京剧

赵斌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五年级 京剧

曾煜翔 硚口区义烈巷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夏添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 京剧

肖延皓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五年级 京剧

计雨佳 蔡甸区第三小学 五年级 京剧

胡婧怡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五年级 京剧

陈紫涵 江夏区明熙小学 五年级 京剧

陈跃升 汉阳区德才小学 五年级 京剧

马煜晴 汉阳区墨水湖小学 五年级 京剧

陈相瑜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五年级 京剧

王靖雨 蔡甸区第四小学 五年级 京剧

程小诺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常甜 硚口区义烈巷小学 五年级 京剧

李寅媛 硚口区义烈巷小学 五年级 京剧

金小虎 江岸区黄陂路小学 五年级 京剧

林辰锐哲 新洲区阳逻街第四小学 五年级 京剧

陈跃升 汉阳区德才小学 五年级 京剧

董朗源 硚口区水厂路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常欣怡 蔡甸区龙王小学 五年级 京剧

刘晓亦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薛峰小学 五年级 黄梅戏

祁斯睿 硚口区紫润小学 五年级 黄梅戏

徐志尚 武昌区丁字桥小学 五年级 楚剧

喻言贞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五年级 汉剧

谭乔雅 黄陂区前川二小 五年级 楚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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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玲琪 武汉市育才小学 五年级 汉剧

李佳欣 硚口区紫润小学 五年级 黄梅戏

张雅涵 武汉市育才小学 五年级 汉剧

周芷菡 硚口区紫润小学 五年级 黄梅戏

夏铂涵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 五年级 楚剧

周希烔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六年级 京剧

胡翔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胡怿心 江岸区鄱阳街小学 六年级 京剧

李欣怡 新洲区阳逻街第四小学 六年级 京剧

李鑫欢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金佛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张子灏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孙泽栋 新洲区邾城街第四小学 六年级 京剧

翟鹏博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陈近东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曾炆铂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汪林沛 蔡甸区龙王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唐彭梓阅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刘羽菲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汪盛武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张旺瑞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六年级 京剧

徐奥 大集中心小学 六年级 京剧

柳娅子 武汉市育才小学 六年级 汉剧

乐雅宣 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小学 六年级 黄梅戏

费伊然 武昌区中山路小学紫都校区 六年级 汉剧

胡诗曼 武汉市育才小学 六年级 汉剧

张明郎 武昌区丁字桥小学 六年级 楚剧

潘欣雨 盘龙三小 六年级 黄梅戏

张曼景仪 武汉市光谷第三小学 六年级 豫剧

李璨颜 武汉市二桥中学 七年级 京剧

陈启文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 七年级 京剧

邹佳静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七年级 汉剧

刘金兰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中学 七年级 黄梅戏

杨宇琦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 八年级 京剧

李毅凡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 八年级 京剧

曾一涵 武汉市六中初中 八年级 京剧

柯思琪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 九年级 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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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彤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 九年级 京剧

胡心悦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 九年级 京剧

丁春雪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 九年级 京剧

叶诗敏 新洲区阳逻街第一初级中学 九年级 汉剧

程雨彤 新洲区阳逻街第一初级中学 九年级 汉剧

袁雨田 武汉市汉南第一中学 十年级 京剧

崔炎泽 武汉市汉南第一中学 十年级 京剧

优秀指导教师奖

江岸区长春街小学：杨怡旻、王雨、姚岚、钱芳、易弓、鲁诗琪、黄凯瑞、

邵紫瑶

武汉市育才小学：谢依琳、赵梦琪、单清、熊聪

江岸区三眼桥小学：王欣荣、罗诗谣

江岸区光华路小学：熊敏

江岸区沈阳路小学：代黎

江岸区惠济路小学：熊慧

武汉市育才汉口小学：尹章旭

武汉市育才同安小学：李冰心

武汉市育才第二寄小：胡凯迪

武汉市育才第二小学：张亚丹、邓雅倩

武汉市七一中学：王崯、陈代红

武汉市 20民族中学：高祥玉

武汉市十六中学：吴爱华

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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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一初慧泉中学：汪婷婷

武汉市第十九初级中学：周思华、詹卓娜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冯想英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张丽丽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韩露、黄华、何定伟

东方红小学（东区）：吴慧琴

硚口区辛家地小学：黄美丹

硚口区实验小学：叶君

硚口区义烈巷小学：易子微

硚口区紫润小学：袁婷

硚口区长征小学：杨琳、高艳平、付筱明

硚口区东方红小学：曹磊

崇仁寄宿学校：陆艺君

体育馆小学:杨文静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宓晓君

武昌区复兴路小学:王琴

武昌实验寄宿小学黄鹤楼校区:袁婷

武昌区中华路小学金都校区:郭婉怡

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江峰、李盈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舒畅、王顺娥、江伟

洪山区实验外校：张雪丽

洪山区第一小学书城路分校：樊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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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吴家山第一小学：李芬

金银潭小学：薛梦

蔡甸区第三小学：吴红艳

江夏区明熙小学：时景艳、叶华、吴爱民、许小波

江夏区实验小学：宛凡

江夏区大方学校：吴长福、涂竞鸣、汪美丽

江夏区大花岭小学：陈慧娘、曾萌

黄陂区前川二小：何菲、王锦、陈梦诗、肖洁

祁家湾街道寄宿小学：何春华、方慧、严波、王勇

盘龙三小：顾绪玲

黄陂区祁家湾街四黄中学：张俊、吴大斌、高建文、易颖

新洲区邾城街向东小学：游传耀

新洲区邾城街第四小学：周平莲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初级中学：刘纯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小学：周艳昭

武汉经开外国语学校：倪圆

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陶金

光谷第一初级中学：邱慧、李爱娇、许长江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光谷分校：陈璜昱、刘婷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谢敏慧、张宇、王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