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省份 中学名称

221902701000004 陈馨缘 广东 蕉岭县蕉岭中学

221902701000006 汤新全 新疆 托克逊县第二中学

221902701000011 谢林旺 四川 四川省邻水中学

221902701000021 甘熹 重庆 重庆市黔江中学校

221902701000038 肖艳徐 贵州 毕节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221902701000039 刘佳欣 四川 巴中市恩阳区恩阳中学

221902701000041 孙怡佳 河南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044 王智孝 山东 汶上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047 潘刚 四川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嘉陵校区

221902701000055 吕心婕 湖南 石齐学校

221902701000076 刘婧 重庆 重庆市云阳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0120 黄荣 江西 江西省大余中学

221902701000121 李紫嫣 湖南 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140 傅岩迪 重庆 开县中学

221902701000168 杨丽琴 湖南 怀化市第三中学

221902701000169 李春阳 黑龙江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0181 郭思奇 黑龙江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0189 韩学文 青海 青海省循化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196 周庭芳 湖南 湖南省宁远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200 张佳音 山东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221902701000203 刘昕嘉 辽宁 岫岩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205 李梦 黑龙江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0217 武鑫蕊 黑龙江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0233 柯欣雨 福建 长乐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235 黄毅 四川 四川省安岳中学

221902701000236 丘佳莉 广东 蕉岭县蕉岭中学

221902701000238 赵林祎 河南 内黄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255 孙饴锘 安徽 太和中学

221902701000279 彭光友 四川 四川省大竹中学

221902701000286 谢礼慧 四川 四川省宜宾市第六中学校

221902701000289 方彩珍 湖南 安化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292 车广钰 青海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221902701000295 代胜景 云南 寻甸县民族中学

221902701000297 冯加超 云南 祥云县祥华中学

221902701000313 蒲秀婷 青海 海东市乐都区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314 黄礼兴 重庆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0315 姚丽 重庆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0324 朱芳瑶 辽宁 北镇市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326 王姣姣 贵州 遵义市南白中学

221902701000330 李安石 陕西 周至县第六中学

221902701000340 肖芷奕 湖南 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348 申世琳 河南 伊川县第一高中

221902701000350 高悦 甘肃 西和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357 阙书婷 福建 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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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02701000380 任俊霖 四川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嘉陵校区

221902701000387 叶贞英 青海 大通县朔山学校

221902701000389 俞艳玲 甘肃 古浪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393 马丽蓉 青海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221902701000407 程佳雯 河北 平泉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415 潘迎银 四川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221902701000435 阿淑霞 青海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221902701000449 刘延转 河南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460 李涛 湖南 湖南省宁远县第三中学

221902701000471 宋菁菁 安徽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490 鲜平 四川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

221902701000492 杜佳林 四川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

221902701000493 王文婧 甘肃 灵台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504 吴舒婷 福建 福建师大平潭附中

221902701000544 廖栋斌 湖南 张家界市民族中学

221902701000562 冉斯亿 重庆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569 黄超旻 福建 福建省长汀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571 王敏敏 江西 都昌县一中

221902701000573 冉鑫缘 重庆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579 付菊 贵州 六盘水市第二中学

221902701000586 周心迪 重庆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221902701000593 王新禺 重庆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221902701000604 陈雪曦 四川 广安友谊中学实验学校

221902701000622 杨杰 贵州 石阡县第三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634 代传星 贵州 贵州省石阡民族中学

221902701000641 钱永苏 云南 盐津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657 蔡嘉瑾 青海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221902701000658 王兴彩 云南 盐津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660 粟婷婷 重庆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221902701000663 林家仪 广东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672 陈荣杰 四川 四川省宜宾市第六中学校

221902701000682 宋依文 重庆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687 许清瑶 浙江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698 姚梦涵 黑龙江 绥棱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704 何彦悉 福建 福建省福清第三中学

221902701000709 郝思琪 黑龙江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0718 诸钦极 云南 寻甸县民族中学

221902701000719 吴欣诺 浙江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731 李流星 四川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0735 闫莼 云南 腾冲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756 冷亚娟 四川 四川省大竹中学

221902701000757 邢舒仪 海南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

221902701000761 李绍智 云南 寻甸县民族中学

221902701000773 王雪萍 四川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0774 陈咪咪 海南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

221902701000798 孟华君 四川 四川省安岳中学



221902701000805 李欣莹 四川 四川省达州市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0819 周艺璇 广东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中学

221902701000820 项茜茜 浙江 浙江省江山中学

221902701000825 李兴润 贵州 黄平民族中学

221902701000831 郭佳鑫 辽宁 沈阳市康平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836 陈晓璇 浙江 浙江省常山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846 余贝奇 浙江 浙江省开化中学

221902701000848 丁福松 贵州 习水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854 李菲菲 广东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857 蒋欣洋 四川 四川省安岳中学

221902701000858 范文锦 山东 金乡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862 陈柏灵 福建 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873 高雯青 福建 平潭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885 蒋益佩 湖南 洪江市黔阳一中

221902701000895 黄慧婷 福建 福建省连江尚德中学

221902701000911 云鹏诺 辽宁 沈阳市康平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921 彭诗玙 贵州 石阡县第三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935 杨傲雪 贵州 湄潭县求是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944 叶潇宇 福建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946 张生婷 青海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221902701000958 娄金玲 湖南 辰溪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0962 程新月 四川 四川省仪陇宏德中学

221902701000968 郑伟 湖南 怀化市第三中学

221902701000982 邢日转 海南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

221902701000993 刘煊 安徽 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0997 沈钰涵 江西 都昌县二中

221902701000998 涂迅 四川 青神中学校

221902701001006 李俊辰 辽宁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卓南分校

221902701001013 朱鑫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

221902701001022 肖琳 河南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031 张馨宇 四川 四川省广元中学

221902701001035 程婷 陕西 安康市高新国际中学

221902701001040 吴怡 江西 赣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221902701001053 邓皓 重庆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1061 李沚璇 山东 东阿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087 杨琪 河北 河北省曲阳永宁中学

221902701001093 吴雷超 云南 腾冲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101 吴文慧 陕西 岚皋县岚皋中学

221902701001112 张宽宽 安徽 安徽省界首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113 孙金毅 山东 平原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121 陈巨先 四川 四川省大英中学

221902701001133 杨宇馨 陕西 安康市高新国际中学

221902701001139 郑猛沙 贵州 六盘水市第二中学

221902701001148 吴冰冰 海南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海南陵水分校

221902701001157 李德丽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

221902701001176 宁湘婷 辽宁 建昌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183 潘王薰 浙江 浙江省武义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192 丘湉霖 广东 蕉岭县蕉岭中学

221902701001195 张武文 青海 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201 杨文都 四川 四川省安岳中学

221902701001203 康嘉莹 青海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221902701001205 朱超梦 河南 新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212 王至炜 河南 方城县第五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223 丁永欣 新疆 北屯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237 王乐 四川 营山县第二中学

221902701001250 库尔曼别克·托乎托木西 新疆 新疆克州市第二中学

221902701001270 陈俏予 广东 蕉岭县蕉岭中学

221902701001271 廖蔚 湖南 湖南省隆回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277 余长春 重庆 重庆市城口县中学校

221902701001285 戴梓彤 陕西 陕西省定边中学

221902701001290 李咨萱 甘肃 古浪县第三中学

221902701001294 郑晴予 浙江 缙云中学

221902701001298 袁立 贵州 习水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300 王艳聆 四川 四川省阆中中学校

221902701001301 李雪梅 四川 四川汉源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307 李炣瑶 广东 乳源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327 焦倩 河南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345 阮心妍 浙江 永嘉中学

221902701001346 刘烨 内蒙古 阿荣旗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355 王安琦 青海 湟中县多巴中学

221902701001358 杨晨曦 陕西 大荔县大荔中学

221902701001359 陶海阔 青海 湟中县多巴中学

221902701001363 徐子淇 山东 临沂第四中学

221902701001365 向莹 湖南 溆浦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367 林谷峰 江西 江西省信丰中学

221902701001385 田雨潼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青冈实验中学校

221902701001395 马彬兰 青海 大通县朔山学校

221902701001397 苟晓琴 青海 大通县朔山学校

221902701001415 龙玉淋 四川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221902701001416 姜秋含 黑龙江 望奎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418 刘烨 甘肃 通渭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437 牟芳 贵州 桐梓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444 李红铃 甘肃 通渭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447 毛教波 江西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鄱阳中学

221902701001455 李晓静 陕西 汉滨区汉滨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456 丁佳明 江西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私立致远中学高中部

221902701001464 谭雅琳 江西 新余市第七中学

221902701001466 张曦月 黑龙江 绥棱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468 刘俊秀 四川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221902701001469 蔡一诺 福建 福建省霞浦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479 梁淑娟 青海 互助县第三中学

221902701001484 王梓暄 辽宁 建平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486 洪泽凯 福建 福建省永春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524 范晓彤 河北 河北平山中学

221902701001545 彭安聪 云南 腾冲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546 罗红 陕西 安康市安康中学

221902701001551 陈利春 海南 临高县临高中学

221902701001565 张祁 山东 单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566 詹逸轩 陕西 旬阳中学

221902701001569 胡泽琰 湖南 安化县第二中学

221902701001578 杨滟 湖南 汝城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595 谢湘慧 江西 兴国平川中学

221902701001596 张守凤 青海 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606 罗娴 贵州 赤水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610 单增扎西 西藏 拉萨市北京中学

221902701001613 吉旺 西藏 拉萨那曲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619 彭海航 广东 普宁国贤学校

221902701001622 罗布顿珠 西藏 拉萨市北京中学

221902701001625 郑炜楷 广东 普宁新世界中英文学校

221902701001628 次往念扎 西藏 拉萨市北京中学

221902701001632 许玉蕊 广东 蕉岭县蕉岭中学

221902701001634 樊晨阳 河北 河北平山中学

221902701001639 梅瑶 贵州 毕节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221902701001640 尹鑫琪 河南 叶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642 李泽涵 湖南 湖南省宁远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643 李炫 贵州 仁怀市第六中学

221902701001664 夏代提·夏木西丁 新疆 伊宁市第八中学

221902701001678 蒋燕燕 青海 互助县第三中学

221902701001700 李俊 四川 四川省大英中学

221902701001701 黄家惠 广东 普宁新世界中英文学校

221902701001731 李娜 湖南 怀化市铁路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743 常汉 安徽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744 胡秋锐 湖南 湖南省洞口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746 刘烜境 河北 河北省曲阳永宁中学

221902701001751 曾思洋 湖南 湖南省宁远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756 胡佳惠 河南 夏邑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765 郭热 云南 腾冲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776 唐会 贵州 六盘水市第二十三中学

221902701001778 陈天香 湖南 成章学校

221902701001781 潘敏佳 贵州 毕节市实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782 谢宇晴 湖南 新邵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787 潘金狮 云南 云南省富源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791 晏叶 重庆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1804 康梦芸 河北 河北易县中学

221902701001817 次仁曲加 西藏 拉萨那曲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841 刘熙 四川 四川省武胜烈面中学校

221902701001848 张玲 重庆 巫溪县中学校

221902701001850 郑春晓 辽宁 新宾满族自治县朝鲜族中学



221902701001858 陈东盈 海南 临高县临高中学

221902701001859 严玉荷 贵州 贵州省务川中学

221902701001865 苟佳慧 甘肃 陇西县文峰中学

221902701001867 谭平 重庆 重庆市云阳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1871 李嘉友 广东 广东省河源东江中学

221902701001877 彭代钟 贵州 贵州省天柱县民族中学

221902701001902 马凯 青海 湟中县多巴中学

221902701001904 杨铭泽 山东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221902701001907 申小宇 贵州 贵州省务川中学

221902701001913 秦一茗 河南 潢川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922 刘艺 河北 涉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923 肖昕彤 辽宁 清原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925 索朗曲吉 西藏 拉萨市北京中学

221902701001930 姜懿航 辽宁 宽甸满族自治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936 林紫萱 浙江 龙泉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944 郑舒文 福建 上杭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954 梅永雨 云南 寻甸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960 李佳凝 河南 叶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970 洪蓝燕 浙江 浙江省青田县中学

221902701001972 蒲慧 湖南 城步苗族自治县第一民族中学

221902701001974 周梦圆 山东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977 贡朗伦措 西藏 拉萨那曲高级中学

221902701001984 石晨晨 贵州 习水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1987 李秉楠 贵州 遵义市南白中学

221902701001988 唐磊 重庆 重庆市南川中学校

221902701001990 张欣 贵州 湄潭县求是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008 赖伦妃 云南 盐津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017 胡婷 贵州 仁怀市周林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020 赖楒敏 广东 蕉岭县蕉岭中学

221902701002026 陈雨萌 浙江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028 张春雨 黑龙江 汤原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033 刘丹 贵州 赤水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034 马书慧 四川 四川省广元中学

221902701002037 吴丹 贵州 贵州省石阡民族中学

221902701002042 赵倩 青海 海东市乐都区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045 谢文靖 浙江 龙泉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051 王洪威 山东 冠县实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075 唐静 四川 四川省珙县第一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2079 保琴 青海 海东市乐都区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083 陈星婷 福建 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084 许天凤 黑龙江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2090 袁林 贵州 仁怀市第六中学

221902701002095 李琼 青海 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096 冉晓艳 青海 海东市乐都区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115 伍晓静 重庆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2139 王静 贵州 毕节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147 冯瑶 重庆 重庆市奉节中学校

221902701002149 史宝岩 黑龙江 泰来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151 陈佳蕙 山东 临沭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154 蔡颂 江西 江西省龙南中学

221902701002155 张译仁 河南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156 梁姣姣 贵州 贵州省绥阳中学

221902701002158 向立 重庆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221902701002162 王绥龙 海南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海南陵水分校

221902701002174 刘君缘 河南 内乡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198 梁雪娇 贵州 桐梓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201 李升 陕西 陕西省定边中学

221902701002218 郭孟莹 黑龙江 克山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2219 林晨涛 福建 福建省浦城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231 刘鑫 湖南 新邵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236 田丽 重庆 重庆市奉节中学校

221902701002242 秦敏 重庆 重庆市涪陵第五中学校

221902701002247 唐家桐 四川 四川省江油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257 张柏峰 新疆 沙湾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258 王春梅 贵州 赫章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271 扎西塔卓 西藏 拉萨市北京中学

221902701002276 杨子昕 福建 闽侯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278 汤红菲 云南 寻甸县民族中学

221902701002280 刘丹枫 湖南 张家界市民族中学

221902701002282 李芳碧 贵州 仁怀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287 王熙雅 黑龙江 绥棱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292 张柳欢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315 王诺 河北 大名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320 尼玛普赤 西藏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

221902701002322 索郎曲宗 西藏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

221902701002325 格桑美朵 西藏 拉萨市北京中学

221902701002332 西热卓玛 西藏 拉萨市北京中学

221902701002337 刘小菲 黑龙江 绥棱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340 罗晶晶 贵州 修文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346 于森友 四川 四川省叙州区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2354 孙顺榕 云南 寻甸县民族中学

221902701002356 张田田 河北 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362 李幸欣 广东 蕉岭县蕉岭中学

221902701002364 李钰 贵州 仁怀市第五中学

221902701002366 张玉炜 湖南 石门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367 杨蕊 云南 寻甸县民族中学

221902701002387 卢惠敏 江西 江西省赣县中学

221902701002390 杨婧婧 四川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221902701002395 瞿宇凡 湖南 安化县第二中学

221902701002407 纪佳玉 河北 平泉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408 刘润芳 广东 大埔县虎山中学

221902701002414 阳煜佳 重庆 重庆市南川中学校



221902701002417 邹佳彤 重庆 重庆市涪陵第五中学校

221902701002428 金铉淑 河南 西华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445 唐喻扬 湖南 张家界市民族中学

221902701002446 黄青梅 贵州 余庆县余庆中学

221902701002448 高文曦 贵州 湄潭县求是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455 孙悦 重庆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461 秋卓玛 西藏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

221902701002466 胡英豪 浙江 苍南县嘉禾中学

221902701002474 韩旭晴 湖南 中方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492 吴雅婷 江西 吉安市新干县新干中学

221902701002493 王赛雅 河南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496 罗松 贵州 习水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497 邓淼 四川 四川省安岳中学

221902701002498 陈鑫 湖南 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501 刘椿兰 四川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2507 林丽 江西 江西省于都中学

221902701002509 宋炜钰 湖南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

221902701002511 石文生 安徽 安徽省舒城中学

221902701002512 朱慧敏 陕西 陕西省山阳中学

221902701002521 曾舒昕 广东 蕉岭县蕉岭中学

221902701002522 王凤婷 云南 大理市下关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535 刘奎 重庆 巫溪县中学校

221902701002537 蔡欣怡 浙江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538 刘佳莹 河南 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544 游佳雨 重庆 重庆市涪陵第五中学校

221902701002546 吴亮 贵州 正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558 杨丽娟 广西 灌阳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563 贺华阳 贵州 贵州省石阡县石阡中学

221902701002564 黄越 河南 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573 吴梦钰 福建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586 骆利宏 广东 龙川宏图学校

221902701002595 陆文丽 广西 武宣县中学

221902701002600 谢嘉琪 江西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私立致远中学高中部

221902701002607 陈白力嘎 内蒙古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221902701002608 邓飞 内蒙古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221902701002614 董磊 内蒙古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221902701002616 彭婧琦 湖南 汝城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617 包力强 内蒙古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221902701002621 代学文 内蒙古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221902701002622 于永全 内蒙古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221902701002625 金国林 内蒙古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221902701002629 张登峰 贵州 石阡县第三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632 黄安 贵州 遵义市第二十二中学

221902701002643 官美帆 广东 普宁市华侨中学

221902701002665 夏顺发 贵州 遵义市第二十二中学

221902701002678 宋若柠 辽宁 宽甸满族自治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679 叶晨恺 浙江 龙泉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680 龙明宇 贵州 遵义市第二十二中学

221902701002685 田小雨 青海 格尔木市第二中学

221902701002696 周密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701 董鑫飞 陕西 周至中学

221902701002705 朱丹 湖南 汝城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706 何佳 四川 西南大学第三实验学校

221902701002723 陈婷 重庆 巫溪县中学校

221902701002727 韩欣怡 青海 青海省循化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729 赵炜 陕西 陇县中学

221902701002730 娄珊珊 贵州 桐梓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732 杜采奕 江西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221902701002739 余佳纯 广东 普宁市第二中学

221902701002761 石锦炜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775 董生蔚 青海 湟中县多巴中学

221902701002777 杜晓钰 四川 四川省大邑中学

221902701002782 周蔓 四川 四川省广安中学

221902701002787 蒋婧 甘肃 甘肃省渭源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789 邓云 四川 四川省广安中学

221902701002795 巴桑 西藏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

221902701002801 周炳儒 辽宁 建昌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809 戴林青 广东 龙川宏图学校

221902701002814 彭学英 四川 宜宾东辰学校

221902701002816 龚琴 四川 四川省仪陇中学校

221902701002827 任姝雅 河南 扶沟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828 袁何奕 重庆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829 陈玉龙 内蒙古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三中学

221902701002849 姜昱含 辽宁 宽甸满族自治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2853 邱兢晶 四川 名山区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859 王鹏泰 青海 互助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860 何钰禾 四川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2862 曾甜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868 李沁 湖南 慈利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879 张高方 四川 四川省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2894 陈心悦 海南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221902701002896 廖语欣 湖南 汝城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906 吴仕威 四川 四川省达州中学

221902701002920 贺思勤 河北 涉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923 张彦妮 甘肃 甘肃省静宁县文萃中学

221902701002927 牛涛 甘肃 平凉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941 曾远霞 江西 江西省永丰中学

221902701002942 任蓉伟 甘肃 岷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943 何利 四川 四川省叙州区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2947 高钰淇 重庆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221902701002949 黄丽宣 福建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970 贺灵敏 四川 四川省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2974 李健 云南 云南省永德县第一完全中学

221902701002975 林芝男 福建 福建师大平潭附中

221902701002979 宋佳欣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实验中学

221902701002982 宋长蓉 青海 湟中县多巴中学

221902701002993 徐岑琦 安徽 颍上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994 邱诗莹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第一中学

221902701002997 朱欢 湖南 汝城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003 肖丽 湖南 新田县第二中学

221902701003004 李少涵 山东 宁津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006 曹阳 江西 都昌县一中

221902701003009 李静萍 青海 湟源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026 格朗 西藏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

221902701003036 符文浩 海南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221902701003037 贺诗芳 湖南 湖南省隆回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038 朱熠超 河南 商水县第二高中

221902701003039 胡嘉奕 四川 四川省江油中学

221902701003047 李思远 河南 伊川县第一高中

221902701003048 高雪萍 四川 古蔺县蔺阳中学

221902701003051 符曼路 河南 河南省淮滨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055 熊美娇 湖南 会同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060 韩洁 安徽 安徽省濉溪中学

221902701003064 王宇乐 河南 郸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067 彭颖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072 陈垒 广东 普宁市勤建学校

221902701003076 包文聪 河南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080 李林润 四川 四川省广元中学

221902701003084 扎西群宗 西藏 西藏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221902701003097 张树林 湖南 花垣县边城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099 侯雅婷 安徽 安徽省濉溪中学

221902701003105 张菁 贵州 桐梓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122 刘冰 黑龙江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3126 龙汶芳 湖南 湖南省洞口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147 吴雨媛 湖南 涟源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149 李彬彬 广西 广西博白县中学

221902701003161 陶晶 河南 河南省确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163 周宏韬 江西 江西省乐安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167 王方禹 贵州 习水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171 李熊缘 广西 武宣县中学

221902701003176 龙婷 湖南 吉首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177 孙璐阳 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

221902701003178 吴章明 湖南 宜章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182 徐日茹 广东 大埔县虎山中学

221902701003192 太羚西 云南 石林彝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193 吴梦真 贵州 毕节市民族中学

221902701003200 范佳敏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222 陈启晗 浙江 浙江省青田县中学



221902701003231 杨俊妮 云南 巍山祥华中学

221902701003240 王婧嫣 山东 安丘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241 张正阳 河南 封丘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249 赵蓉 云南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3251 杜艳娇 云南 大理市下关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254 詹少阳 福建 漳州市正兴学校

221902701003256 李永杰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262 李灏涛 四川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3270 杨嬿玲 云南 大理市下关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276 董江荷 河南 固始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291 杨蕾 贵州 正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295 游子建 湖南 新化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05 付浩鹏 湖南 涟源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07 陈舒怡 福建 福建省连城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09 车宁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3313 谢璐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15 褚开全 湖南 慈利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16 马亦菲 青海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23 秦捷 重庆 重庆市涪陵第五中学校

221902701003325 宁远莉 陕西 陕西省山阳中学

221902701003344 张雅琪 广东 蕉岭县蕉岭中学

221902701003346 杨群 陕西 陕西省山阳中学

221902701003348 陆仕萍 贵州 黔南田家炳中学

221902701003349 曾小川 重庆 重庆市巫山中学

221902701003350 郑萍萍 福建 福建省仙游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52 林欣 福建 石狮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53 吴燑 四川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221902701003355 付湘婷 湖南 湖南省洞口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58 蔡金芮 四川 江油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221902701003361 马英轩 新疆 奇台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74 蔺辛红 甘肃 甘谷县第三中学

221902701003382 刘毅轩 四川 四川省蓬溪中学校

221902701003383 钟文涵 福建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86 李明欣 河南 封丘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392 杨志鹏 安徽 安徽省宿松县程集中学

221902701003405 高启翔 陕西 陕西省镇安中学

221902701003406 张盈盈 云南 巍山祥华中学

221902701003408 王剑 云南 富宁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409 郭雨涵 山东 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221902701003413 黄佳琦 河南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415 谢艺嘉 福建 龙岩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221902701003417 李生宏 青海 湟中县多巴中学

221902701003421 廖翌君 广西 广西梧州市苍梧中学

221902701003422 史孟娅 山东 阳谷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423 陈中天 福建 莆田第十中学

221902701003435 曹宸 河南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436 常琼佳 河南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437 王家宝 河南 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440 格桑加措 西藏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

221902701003441 张琳 云南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3450 阮若枫 云南 师宗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454 余晴 河南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462 王兴廷 云南 腾冲县第五中学

221902701003472 刘璇 辽宁 义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476 刘慧欣 湖南 双峰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490 杨国良 重庆 重庆市酉阳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3495 吴佼蔓 四川 四川省达州中学

221902701003497 许珊珊 四川 巴中市恩阳区恩阳中学

221902701003499 何洪莎 贵州 岑巩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501 史乐乐 甘肃 陇西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505 觉琼 西藏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

221902701003507 邹盈 四川 四川省华蓥中学

221902701003516 叶峰 贵州 正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521 宛欣 湖南 新宁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526 扎西 西藏 拉萨那曲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529 陈涵欣 海南 临高县临高中学

221902701003533 林明娟 贵州 贵州省黔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536 王天龙 浙江 浙江省天台中学

221902701003548 宋停停 河南 新蔡县明英中学

221902701003560 牛敬伟 河南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569 赵雅楠 内蒙古 丰镇丰华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573 姜雪鹤 甘肃 通渭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574 许若凡 福建 福建省连江尚德中学

221902701003590 吴再婷 贵州 贵州省兴义市第五中学

221902701003598 宜亚楠 河南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599 屠东莹 河南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601 良远洪 云南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3602 段悦 云南 腾冲县第五中学

221902701003605 邵鸿哲 黑龙江 林甸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619 铁含鹏 青海 都兰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620 邹阿层 江西 江西省宜黄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621 杨云艳 云南 宾川县第四完全中学

221902701003623 闫梦轩 河南 夏邑县田家炳高级中学（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633 黄奕俊 四川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3635 刘茜茜 云南 富源县第六中学

221902701003636 户维玲 重庆 重庆市开县临江中学

221902701003641 高子清 陕西 陕西省山阳中学

221902701003643 殷婷婷 黑龙江 林甸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645 宋巧云 新疆 奇台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651 徐美琴 江西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私立扬帆中学

221902701003653 赵紫寒 山东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655 侯春燕 湖南 绥宁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661 辛爽爽 云南 宣威市第五中学

221902701003665 胡良芬 贵州 黄平民族中学

221902701003668 段素娟 云南 腾冲县第五中学

221902701003671 蒋赛飞 河南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676 覃俊林 广西 广西博白县中学

221902701003681 吕宏波 内蒙古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221902701003688 杨露明 甘肃 会宁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697 魏恒泰 青海 大通县朔山学校

221902701003698 蒋美鲜 广西 灌阳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707 唐孜敏 湖南 平江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710 陈卓 贵州 桐梓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717 刘伟东 河南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718 邢永婷 青海 湟中县多巴中学

221902701003725 杨家茸 云南 临沧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734 张志鹏 浙江 浙江省开化中学

221902701003735 刘心悦 浙江 浙江省三门中学

221902701003736 陈婷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743 贺敬 江西 江西省安福中学

221902701003747 李景凤 云南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3756 刘悦 四川 四川省高县中学校

221902701003770 郭园婷 陕西 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776 毕佳玉 贵州 桐梓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778 姚明君 湖南 龙山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779 郑慧慧 江西 广丰贞白中学

221902701003786 何保平 四川 四川省剑门关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797 何鑫 云南 会泽县茚旺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798 于广龙 湖南 湖南省隆回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808 张秋梅 云南 凤庆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810 陈泓源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实验中学

221902701003813 刘娟 云南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3829 惠仪茹 河南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832 陶茜 重庆 重庆市梁平红旗中学

221902701003834 李宜泽 甘肃 庄浪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836 王垲斌 四川 四川省剑门关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839 罗楠楠 浙江 浙江省天台中学

221902701003841 李钰 浙江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859 李宏琼 云南 会泽县茚旺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866 李佩芸 四川 邛崃市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3871 段宜杭 云南 云南省保山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874 于子轩 新疆 奇台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878 瑞梦 云南 瑞丽第一民族中学

221902701003884 茶瑞锦 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中学

221902701003886 任雅格 河南 夏邑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912 胡紫薇 重庆 开县中学

221902701003914 李俊宏 湖南 怀化市第三中学

221902701003918 马豪杰 云南 昭通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926 孙逊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3932 李丽婷 陕西 陇县中学

221902701003935 刘佳荣 湖南 新邵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939 吴佳鑫 陕西 横山中学

221902701003964 罗茂达 贵州 正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3967 李睿 湖南 龙山县皇仓中学

221902701003973 侯成珠 广东 揭西县棉湖中学

221902701003976 余乐 河南 潢川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3991 刘蕊 云南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3998 刘帅 河南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002 张旖旎 河南 夏邑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004 陈长寿 贵州 贵州省惠水民族中学

221902701004005 王晨翌 福建 安溪县恒兴中学

221902701004008 钟雨珊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010 张晓阳 河南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019 戴鑫满 福建 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028 马钰 黑龙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4038 李铭铭 河南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052 刘贤新 广东 五华县水寨中学

221902701004062 薛亚中 河南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063 杜芳外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

221902701004064 次仁德吉 西藏 西藏日喀则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065 涂峰桦 湖南 桑植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069 雷垟 河南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072 索彦蓉 青海 互助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075 梁鹦桐 黑龙江 拜泉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078 付朝 四川 四川省南江中学

221902701004079 刘曦 贵州 贵州省大方县实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083 郭敏 贵州 贵州省兴义中学

221902701004085 李佳瑶 河北 河北易县中学

221902701004089 臧思缘 黑龙江 穆棱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092 于群 黑龙江 桦川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094 王媛 贵州 桐梓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097 李琼 广东 普宁市华美实验学校

221902701004099 孙潇 山东 阳信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100 谭心林 重庆 开县中学

221902701004105 巴桑 西藏 西藏日喀则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115 张新月 四川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

221902701004119 赵书云 云南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校

221902701004137 司兰英 四川 营山中学校

221902701004142 李亚雯 云南 大理新世纪中学

221902701004144 李耀意 贵州 正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152 程梦茹 河南 新蔡县明英中学

221902701004160 张宗铃 贵州 桐梓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163 梁媛艳 福建 福建省永春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169 刘晓宇 河北 河北省盐山中学



221902701004170 余硕果 河南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172 胡纲辰 安徽 金寨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173 旦增泽真 西藏 昌都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175 陈晓彤 青海 湟中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179 吴玉萍 青海 湟中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181 范关蕊 河南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187 拉巴 西藏 西藏日喀则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193 田冬悦 河南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195 靳一彤 甘肃 甘肃省静宁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196 侯婷 湖南 新化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201 桂宝宇 云南 会泽县茚旺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203 李洁 云南 宾川县第四完全中学

221902701004204 罗慧颖 广东 五华县水寨中学

221902701004212 桑诚 重庆 开县中学

221902701004213 杨桥峰 四川 北京师范大学广安附属学校

221902701004215 李彬 重庆 开县中学

221902701004217 浦霖 云南 宣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228 沙衣甫加马力·居麦迪力 新疆 阿克苏市第三中学

221902701004238 谢芳雅 重庆 开县中学

221902701004251 朱松奇 河南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253 杨庆庆 河南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257 李悦 四川 巴中棠湖外语实验学校

221902701004258 邓增旺姆 西藏 昌都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259 陈俊澎 云南 罗平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262 王俊皓 广西 天峨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284 张婷 贵州 正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286 许春晖 福建 石狮市石光中学

221902701004287 罗林成 贵州 贵州省德江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290 贾雨蝶 河南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297 吴文静 陕西 汉阴县汉阴中学

221902701004303 陈盈 江西 修水县琴海学校

221902701004305 李婷 浙江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307 王馨缘 贵州 盘州市第二中学

221902701004320 金丽君 贵州 毕节市民族中学

221902701004326 陈艳萍 贵州 毕节市民族中学

221902701004327 杨闽飞 贵州 桐梓县第二中学

221902701004330 韦永料 贵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高平凤凰实验学校

221902701004336 吕晓凤 广西 龙州县龙州中学

221902701004345 仁庆旺堆 西藏 西藏日喀则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347 张礼浩 河北 邢台市南和区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350 陈莉 陕西 陇县中学

221902701004362 黄玄 云南 镇雄县赤水源中学

221902701004375 金凤 河南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381 邓宇鑫 四川 四川省江油中学

221902701004384 祁乐乐 青海 格尔木市第七中学

221902701004393 张利东 贵州 从江县第一民族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400 白玛 西藏 西藏日喀则地区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405 陈柔颖 福建 福建省连江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419 赵先强 陕西 镇巴中学

221902701004423 代兴德 青海 湟中县拦隆口中学

221902701004432 胡竟如 湖南 桑植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443 索朗巴央 西藏 拉萨那曲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444 张雅风 新疆 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三中学

221902701004446 谭健 陕西 镇巴中学

221902701004450 杨曼希 四川 四川省旺苍中学

221902701004452 王义雯 河南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458 赵欢 内蒙古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221902701004460 张鹏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

221902701004467 杨莹莹 云南 瑞丽第一民族中学

221902701004473 卡毛央金 青海 同仁县民族中学

221902701004475 苏浩冉 山东 曹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483 周捷 河南 固始县永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490 杨钧淏 辽宁 清原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497 王若然 辽宁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古塔分校

221902701004500 高宁 辽宁 新宾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506 陈星霖 重庆 重庆市奉节中学校

221902701004526 玉康坎 云南 勐海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538 张颖 贵州 桐梓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542 廖隽炜 福建 福建省漳平第二中学

221902701004544 窦雅蓉 甘肃 靖远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548 彭其琦 四川 四川省南江中学

221902701004555 李莲 云南 弥渡县第一完全中学

221902701004566 袁晶雨 内蒙古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221902701004567 王安妮 福建 石狮市石光中学

221902701004570 李宇婷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

221902701004571 谷晓敏 湖南 桑植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576 胡欣悦 重庆 开县中学

221902701004578 李智堯 重庆 开县实验中学

221902701004592 陈芳艳 云南 祥云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593 谢敏 湖南 湖南省武冈市第二中学

221902701004595 吴妙燕 福建 福建省诏安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596 郑梦琪 福建 福建省诏安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598 侯海燕 河北 邢台市南和区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605 徐子航 云南 云南省富源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610 鲍江龙 河南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614 曾静 广东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628 朴欣宇 辽宁 桓仁满族自治县朝鲜族学校

221902701004629 金一宇 辽宁 桓仁满族自治县朝鲜族学校

221902701004630 彭玉圆 湖南 龙山县皇仓中学

221902701004634 唐高科 海南 西南大学东方实验中学

221902701004636 商美雯 辽宁 新宾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648 赵胜海 云南 大理市大理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658 戴馨乐 湖南 新化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673 王茂怡 贵州 正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678 潘倩 四川 四川省达州市第一中学校

221902701004679 冉芳铭 重庆 重庆市丰都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4682 何香 四川 巴中棠湖外语实验学校

221902701004684 张壬潇 湖南 沅陵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689 王柏捷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

221902701004690 史佳宁 内蒙古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

221902701004692 钱俊妮 湖南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694 杨洋 福建 福建省连城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01 崔畅 山东 临沭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02 董伯恩 山东 泗水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03 安玉霄 甘肃 平凉市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04 平措 西藏 拉萨那曲第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710 谭金飞 湖南 安仁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15 陶兰 云南 威信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16 陈鑫羽 重庆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中学校

221902701004717 苏婷 云南 威信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18 杨薇 重庆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中学校

221902701004719 刘柯妍 辽宁 清原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722 张增祥 云南 威信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23 王茹苑 内蒙古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221902701004724 梁雨昂 四川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4727 王慧南 湖南 双峰县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31 黄培军 四川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4735 代琪丰 云南 罗平县第三中学

221902701004736 龚开富 四川 四川省长宁县中学校

221902701004738 李松霖 四川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221902701004739 梁仁璇 广西 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中学

221902701004742 牟京星 重庆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221902701004755 杨浩 新疆 第四师66团第一中学

221902701004761 努尔比耶·杰力力 新疆 墨玉县第五中学

221902701004766 赵振羽 云南 会泽县茚旺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771 任晓琳 贵州 凯里实验高级中学

221902701004778 陈雨馨 海南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