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决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金牌) 
 

序号 省份 学校 性别 年级 姓名 

1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廖昱博 

2 江苏省 江苏省天一中学 男 高二 张开心 

3 江苏省 南京外国语学校 男 高二 戴江齐 

4 浙江省 海亮高级中学 男 高二 陆承纲 

5 北京市 北京十一学校 男 高二 邹听雨 

6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二 周哲欧 

7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钱海天 

8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石家宇 

9 浙江省 浙江省温州中学 男 高一 刘谨畅 

10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万宇康 

11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男 高一 瞿霄宇 

12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一 孙启傲 

13 山东省 济南历城第二中学 男 高二 欧瑜 

14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二 刘家瑜 

15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二 冯晨旭 

16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刘胤辰 

17 浙江省 海亮高级中学 男 高三 叶涵 

18 湖北省 武昌实验中学 男 高一 胡睿诚 

19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江城 

20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汪子涵 

21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三 张贻然 

22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艾宇航 

23 浙江省 苍南县嘉禾中学 男 高三 张豪铄 

24 福建省 厦门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宋若曦 

25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第三中学 男 高二 王迪 

26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陈梓青 

27 河南省 郑州第一中学 男 高一 谢晋宇 

28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范一飞 

29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三 董奕呈 

30 湖北省 武汉第二中学 男 高二 梁润泽 

31 上海市 上海实验学校 男 高三 王逸 

32 江苏省 常州高级中学 男 高三 陈树伦 

33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舒炜杰 

34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张志成 

35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伍百川 

36 北京市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路原 



序号 省份 学校 性别 年级 姓名 

37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刘烨谞 

38 山东省 济南历城第二中学 男 高二 李连正 

39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二 郑轶天 

40 湖南省 长沙长郡中学 男 高二 王子晗 

41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一 刘心远 

42 江苏省 南京外国语学校 男 高三 李浩铖 

43 湖北省 武昌实验中学 男 高三 泮忆铭 

44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周小山 

45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蔡振楠 

46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男 高二 缪何玺 

47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男 高二 吴沅臻 

48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黄浩峰 

49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武正坤 

50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二 陈风凌 

51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赵晋琛 

52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周梓欣 

53 江苏省 南京外国语学校 男 高一 李知轩 

54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男 高三 葛琦晖 

55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江南 

56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一 黄天域 

57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陶天一 

58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陈政孚 

59 浙江省 海亮高级中学 男 高二 郑贺文 

60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徐文昕 

61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娄继扬 

62 
内蒙古自治

区 
通辽第五中学 男 高二 梁知 

63 北京市 北京十一学校 男 高二 徐子健 

64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二 肖宇豪 

65 福建省 福州第三中学 男 高二 林星羽 

66 天津市 天津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宗兆晖 

67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三 陈实 

68 江苏省 江苏省天一中学 男 高三 谭博文 

69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三 黄炯博 

70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男 高三 杨皓晨 

71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尚子衿 

72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罗方舟 

73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袁浩然 

74 福建省 仙游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陈照烨 

75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郑霄鹏 

76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一 曾午午 

77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三 杨轲屹 



序号 省份 学校 性别 年级 姓名 

78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王鹏超 

79 江西省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邱昱翰 

80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三 李思成 

81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一 邓恒煦 

82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盛东 

83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三 徐维钧 

84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三 谢东桓 

85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三 黄熠城 

86 浙江省 乐清知临中学 男 高三 钱鸿炜 

87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男 高二 陈芝培 

88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男 高二 吕维嘉 

89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陈宇轩 

90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蒋钰清 

91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二 苑闻 

92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一 章锐新 

93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安聪堃 

94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何彦瑾 

95 江苏省 江苏省天一中学 男 高三 吴昀泽 

96 江苏省 江苏省盐城中学 男 高二 张羽扬 

97 山东省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陶竟天 

98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申鸣远 

99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李王子 

100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一 黄琮凯 

101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三 徐博翌 

102 四川省 成都市锦江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 男 高一 汪子睿 

103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二 陈厚霖 

104 浙江省 乐清知临中学 男 高三 李俊仪 

105 浙江省 浙江省乐清市知临中学 男 高三 胡烨凯 

106 浙江省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男 高三 倪佳旗 

107 浙江省 海亮高级中学 男 高三 石广融 

108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男 高三 马恪 

109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男 高一 朱子轩 

110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一 岳关璋 

111 安徽省 合肥第一中学 男 高三 侯天尧 

112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修时雨 

113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二 张纯熹 

114 河北省 石家庄第二中学 男 高三 王旭华 

115 河北省 邯郸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刘兵 

116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孙畅 

117 湖北省 武昌实验中学 男 高一 彭子朔 

118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二 温玟杰 

119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三 王俊焱 



序号 省份 学校 性别 年级 姓名 

120 湖南省 长沙长郡中学 男 高三 范宇湘 

121 湖南省 长沙长郡中学 男 高三 周瀚森 

122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黄梓洵 

123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三 王美潭 

124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翟慧超 

125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黄天铭 

126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一 徐启城 

127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潘天宇 

128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黎昂 

129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三 曾胤斐 

130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男 高二 邬程灿 

131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男 高三 刘孜涵 

132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男 高三 胡子渊 

133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二 吴睿林 

134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王镜廷 

135 河南省 郑州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原梓轩 

136 
黑龙江

省 
哈尔滨第三中学 男 高二 胡竣博 

137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姜博川 

138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叶方舟 

139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第三中学 男 高二 王玮杰 

140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陈思遇 

141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三 周韬顺 

142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男 高二 李明卓 

143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男 高三 王孝文 

144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中学 男 高三 高林喆 

145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谢丰羽 

146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汤远哲 

147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学 男 高三 王开 

148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毕一介 

149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男 高三 甘润知 

150 浙江省 乐清知临中学 男 高三 杨浩泽 

151 浙江省 海亮高级中学 男 高三 占昊恒 

152 浙江省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男 高二 朱奕楷 

153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二 朱润哲 

154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男 高三 周俊佑 

155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二 王瑞丰 

156 安徽省 芜湖第一中学 男 高二 吴子谦 

157 安徽省 芜湖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张研疏 

158 北京市 北京十一学校 男 高一 沈子钧 

159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陈乐恒 

160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蒋穆清 



序号 省份 学校 性别 年级 姓名 

161 福建省 泉州实验中学 男 高三 毕升 

162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卢均鹏 

163 福建省 福州第一中学 男 高三 辜开源 

164 河北省 邯郸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石峰旗 

165 河北省 石家庄第二中学 男 高三 高添奕 

166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刘腾逸 

167 湖北省 武昌实验中学 男 高一 刘崇霖 

168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第三中学 男 高三 周怀瑾 

169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刘子昂 

170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刘祚旭 

171 湖南省 长沙第一中学 男 高三 余晗睿 

172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高麟智 

173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中学 男 高三 吕荪恺 

174 山东省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男 高二 王铮 

175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学 男 高三 刘云天 

176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学 男 高三 沈子贺 

177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三 颜欣乂 

178 浙江省 浙江省温州中学 男 高三 李昌林 

179 浙江省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男 高三 胡俊浦 

180 浙江省 宁波镇海中学 男 高二 张鑫亮 

181 浙江省 浙江省桐乡高级中学 男 高三 范佳奇 

182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男 高二 邱凡珂 

183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男 高三 王明杨 

 

二等奖(银牌) 

                   

序号 省份 学校 性别 年级 姓名 

1 安徽省 芜湖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陶希文 

2 安徽省 合肥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桂昊博 

3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三 裴雪岑 

4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一 曹知屹 

5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男 高二 杨饶江源 

6 湖北省 黄冈中学 男 高二 方世博 

7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吴沙桐 

8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女 高二 刘懿范 

9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女 高三 陈铭意 

10 湖南省 长沙长郡中学 男 高三 冯子康 

11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刘翊哲 

12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男 高三 王秉鑫 

13 江苏省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男 高三 秦子瀚 

14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孙睿 



序号 省份 学校 性别 年级 姓名 

15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一 丁睿兮 

16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女 高二 李书影 

17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三 蒲彦丞 

18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韩明宇 

19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黄安辀 

20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林舒扬 

21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黄劲涵 

22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一 李静远 

23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杨阜霖 

24 河北省 石家庄第二中学 男 高三 高明浩 

25 河北省 石家庄第二中学 男 高一 管政豪 

26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女 高三 张铂涵 

27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王哲远 

28 湖北省 武汉外国语学校 男 高三 沙柯岑 

29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常劲昆 

30 湖南省 长沙第一中学 男 高二 尤溱 

31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二 付佳睿 

32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男 高二 沈月恒 

33 江西省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杨睿骐 

34 江西省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彭文韬 

35 山东省 济南市莱芜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吕泽秀 

36 山东省 东营胜利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刘智轩 

37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王昊泽 

38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二 孔曦 

39 天津市 天津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陈泰烨 

40 浙江省 永康市古丽高级中学 男 高三 黄俊豪 

41 重庆市 重庆第一中学 男 高三 何泓宇 

42 福建省 莆田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柯宇斌 

43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一 王梓桐 

44 广东省 广州执信中学 男 高三 谢卓燊 

45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陈柏安 

46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一 姜志城 

47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纪珍岳 

48 河南省 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 男 高二 闫昭旭 

49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男 高三 陈润璘 

50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第三中学 男 高二 杨梓豪 

51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二 刘恒瑞 

52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三 刘衎 

53 江苏省 江苏省淮阴中学 男 高三 邹宇桓 

54 江西省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吴佳骏 

55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杨博文 

56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赵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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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学 男 高二 谢宇翔 

58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王泽熙 

59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童溯 

60 上海市 上海中学 女 高二 耿依涵 

61 四川省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男 高二 代居宬 

62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二 肖骏劼 

63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男 高三 徐肖恒 

64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三 刘炫辰 

65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男 高三 敖博 

66 重庆市 重庆第一中学 女 高三 谭菁优 

67 北京市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张邵博 

68 北京市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杜宗航 

69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王之略 

70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李昕昊 

71 湖南省 长沙长郡中学 女 高三 杨潇阳 

72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褚檬 

73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王梓帆 

74 江苏省 江苏省扬州中学 男 高二 刘晔玮 

75 江苏省 江苏省天一中学 男 高二 朱奕铮 

76 江苏省 江苏省天一中学 男 高三 高以恒 

77 江西省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男 高一 聂子杰 

78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男 高三 刘睿 

79 山东省 枣庄第八中学 男 高三 孙浩然 

80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学 男 高三 吴奕辰 

81 四川省 成都树德中学 男 高三 王识博 

82 四川省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男 高三 高斯 

83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三 王一行 

84 四川省 成都市锦江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 男 高一 李雨函 

85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男 高三 龚云锋 

86 浙江省 浙江省诸暨中学 男 高三 鲍康捷 

87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男 高一 蹇坤宏 

88 安徽省 合肥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王逸彬 

89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韦宇翔 

90 北京市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男 高二 张皓天 

91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李安之 

92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张远洋 

93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王恒毅 

94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蔡子悦 

95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王子骏 

96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男 高二 赵伟达 

97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男 高三 任子博 

98 河南省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李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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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第三中学 男 高三 文振宇 

100 湖北省 武昌实验中学 男 高一 霍昭名 

101 湖南省 长沙长郡中学 男 高二 蔡季杉 

102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三 王秭如 

103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三 黄汇智 

104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男 高三 郭星志 

105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朱鹏宇 

106 江西省 吉安市第一中学 男 高二 张子聃 

107 江西省 江西省德兴市铜矿中学 男 高二 董晨涵 

108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男 高三 高胜寒 

109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男 高二 刘储闻 

110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学 男 高三 乔逸文 

111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张天鸣 

112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卢让贤 

113 四川省 成都树德中学 男 高一 梁骞文 

114 天津市 天津耀华中学 男 高二 孔繁晔 

115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龙辰柏 

116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男 高三 陈琦 

117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三 赵格平 

118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王秉润 

119 北京市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郑明尧 

120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二 袁籁 

121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胡锐韬 

122 广东省 广州第六中学 女 高三 梁昕玥 

123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三 周子姝 

124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薛圣哲 

125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一 操佳城 

126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第三中学 男 高三 高曼书 

127 河南省 郑州龙湖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常李垚 

128 黑龙江省 哈尔滨德强学校 男 高三 王天瑞 

129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王子渝 

130 湖北省 武昌实验中学 男 高一 娄孝闻 

131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姜亦乐 

132 湖北省 黄冈中学 男 高三 陶纬奇 

133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王正阳 

134 湖南省 长沙长郡中学 男 高三 吴境广 

135 湖南省 长沙第一中学 男 高二 刘志源 

136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中学 男 高一 高阔林 

137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傅云翰 

138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男 高三 任冠宇 

139 辽宁省 大连第二十四中学 男 高三 陈子睿 

140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牛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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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学 男 高三 胡锦锴 

142 四川省 成都市锦江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 男 高一 李毅翔 

143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女 高三 吕昕瑶 

144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女 高二 唐子晗 

145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男 高二 焦柏臻 

146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女 高二 王如意 

147 天津市 天津第一中学 男 高二 陆昶安 

148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男 高二 刘亦铭 

149 天津市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男 高二 窦凌峰 

150 天津市 天津第一中学 男 高二 邓世成 

151 浙江省 浙江省温州中学 男 高三 潘奕成 

152 浙江省 乐清知临中学 男 高二 潘浩翔 

153 重庆市 重庆第八中学 男 高三 杨文懿 

154 安徽省 安庆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白亦璠 

155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一 胡殊闻 

156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吴雨轩 

157 北京市 北京十一学校 女 高三 东紫昭 

158 甘肃省 兰州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郭桐瑄 

159 广东省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刘季洲 

160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高级中学 男 高三 石程安 

161 河北省 石家庄第二中学 男 高二 郑因罗 

162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徐泽 

163 湖北省 黄冈中学 男 高二 陶佳文 

164 吉林省 吉林第一中学校 男 高三 李俊威 

165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林圣杰 

166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男 高三 鲍奕旸 

167 山东省 烟台青华中学 男 高一 于浩洋 

168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马坤成 

169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权巴乔 

170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二 唐恺旭 

171 天津市 天津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李季锟 

172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李灿辉 

173 浙江省 浙江省瑞安中学 男 高三 张家豪 

174 浙江省 浙江省乐清市知临中学 男 高三 郑棋夫 

175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 男 高三 徐林浩 

176 北京市 北京第四中学 男 高三 马天麟 

177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吴羽迪 

178 河北省 石家庄第二中学 男 高二 赵冀昀 

179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王梓鉴 

180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王轶达 

181 黑龙江省 哈尔滨第三中学 男 高三 刘锦龙 

182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陈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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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张煜轩 

184 江西省 新余第四中学 男 高三 钟明远 

185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男 高三 赵陆森 

186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梁靖田 

187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陈全 

188 四川省 成都石室中学 男 高三 罗钧尺 

189 天津市 天津新华中学 男 高二 齐乐辰 

190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乌鲁木齐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牟玉书 

191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 高三 王者 

192 福建省 泉州第五中学 女 高三 黄芷昕 

193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二 黄子乐 

194 河北省 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 男 高三 刘东昊 

195 河南省 郑州第一中学 男 高二 马超航 

196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邓喻源 

197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中学 女 高三 周一邈 

198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黄一鸣 

199 江苏省 江苏省天一中学 男 高三 陆遥 

200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刘梓涵 

201 辽宁省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男 高三 王炜乔 

202 辽宁省 大连第二十四中学 男 高一 李明泽 

203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第五中学 男 高三 陈皓天 

204 山东省 济南历城第二中学 男 高二 董彦鹏 

205 山东省 济南山大实验学校 男 高二 马浩轩 

206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李博飞 

207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男 高二 杨宇豪 

208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男 高三 李锐 

209 四川省 成都石室中学 男 高二 甘源达 

210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男 高三 许涵铭 

211 浙江省 浙江省温州中学 女 高三 金翊涵 

212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曹喆 

213 重庆市 重庆育才中学 男 高三 胡立宇 

214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唐锦琪 

215 广东省 深圳中学 女 高三 艾心玥 

216 河北省 衡水志臻实验中学 男 高三 王言唯 

217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男 高三 王振州 

218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刘子聪 

219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杨智博 

220 江西省 景德镇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江斐阳 

221 江西省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女 高二 龙欣仪 

222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男 高三 刘明灏 

223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男 高三 吴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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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山东省 济南山大实验学校 男 高一 解晟平 

225 山东省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吴桐 

226 山西省 吕梁市高级中学 男 高三 王桐 

227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张子坤 

228 四川省 成都市锦江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 男 高二 詹裕辰 

229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疆兵团第二中学 男 高三 张凯旭 

 

三等奖(铜牌) 

 

序号 省份 学校 性别 年级 姓名 

1 甘肃省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李佳林 

2 海南省 海南中学 男 高三 许叶阳 

3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男 高三 郭子昂 

4 河南省 郑州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李遇 

5 黑龙江省 哈尔滨第三中学 男 高二 陈冠燃 

6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谈天 

7 湖北省 黄冈中学 男 高三 刘博 

8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二 余昊然 

9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吴竞航 

10 江苏省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男 高三 张俊垚 

11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曹巨 

12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男 高二 朱家庆 

13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男 高一 王子涵 

14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二 闫庆贺 

15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三 易儒 

16 上海市 上海中学 男 高三 赵刘翼 

17 四川省 成都市锦江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 女 高二 廖麟鹭 

18 浙江省 宁波镇海中学 男 高二 潘子豪 

19 重庆市 重庆巴蜀中学 男 高三 杨皓瑜 

20 安徽省 合肥第一中学 男 高二 叶明非 

21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陈政安 

22 安徽省 铜陵第一中学 男 高三 丁行健 

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第三中学 男 高三 刘以奇 

24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第三中学青山校区 男 高三 杨骏尧 

25 海南省 海南华侨中学 男 高三 刘政钦 

26 河南省 郑州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龙怡锦 

27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汤盛宣 

28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李睿宇 

29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牛煦 

30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赵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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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江西省 德兴市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张俊 

32 山东省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崔砢豪 

33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段喆瀚 

34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王晚枫 

35 天津市 天津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张冠宇 

36 浙江省 乐清知临中学 男 高二 林书行 

37 北京市 北京十一学校 男 高二 温元赫 

38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王星运 

39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卢炫宇 

40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黄俊皓 

41 甘肃省 兰州第一中学 男 高二 胡增钰 

4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第二中学 男 高三 管依帆 

43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男 高二 孔嘉乐 

44 河南省 郑州第一中学 男 高一 黎博文 

45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男 高二 曲奕阳 

46 河南省 新乡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王春森 

47 黑龙江省 哈尔滨第三中学 男 高三 王朝冉 

48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男 高三 袁晨皓 

49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徐博达 

50 江苏省 江苏省如皋中学 男 高三 阚向罡 

51 江西省 鹰潭第一中学 女 高三 徐诗莹 

52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王柄蕲 

53 青海省 青海湟川中学 男 高三 彭泽豪 

54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梁子粲 

55 山西省 太原令德中学 男 高二 翟培杰 

56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张一帆 

57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男 高一 刘博文 

58 天津市 天津第一中学 男 高一 张仕浡 

59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乌鲁木齐第一中学 女 高三 赵灵月 

60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 男 高三 宋秉恩 

61 甘肃省 北京师范大学庆阳附属学校 男 高三 吕嘉鑫 

62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二 马辰阳 

63 贵州省 贵阳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曾帅鹏

程 

64 海南省 海南华侨中学 男 高二 王琛 

65 河北省 衡水志臻中学 男 高三 刘帅泽 

66 湖北省 武汉外国语学校 女 高三 高歌 

67 湖北省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邾城校

区） 
男 高二 沈岩 

68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男 高三 卢典 

69 吉林省 农安县实验中学 男 高三 乔锡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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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江西省 南昌市新建第二中学 男 高三 陶霄宇 

71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女 高三 孟昊田 

72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第二中学 男 高三 张荣凯 

73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第二中学 男 高三 张中健 

74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乌鲁木第一中学 女 高三 周烨 

75 云南省 曲靖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山施川 

76 甘肃省 定西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陈凯伟 

77 河南省 三门峡外国语高级中学 男 高三 秦晨阳 

78 湖南省 长沙雅礼中学 男 高三 邹声奇 

79 江西省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杨帆 

80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男 高二 吕宗龙 

81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王禹涵 

82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刘政宏 

83 广东省 深圳中学 男 高一 李恩涵 

84 黑龙江省 佳木斯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陈子昂 

85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男 高三 尹浩润 

86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第五中学 男 高三 孙一洲 

87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男 高三 秦天 

88 浙江省 宁波镇海中学 男 高二 王海 

89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陈睿翔 

90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高级中学 男 高三 姚力铭 

91 河北省 石家庄第二中学 男 高三 李康羽 

92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男 高一 苏昱诚 

93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李晋蔚 

94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男 高三 韩鹏涛 

95 福建省 厦门双十中学 男 高二 任舍予 

96 贵州省 贵阳第一中学 女 高二 邓蓓蓓 

97 贵州省 贵阳清华中学 男 高三 孙起烨 

98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男 高一 赵旭雨 

99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梁海天 

100 黑龙江省 哈尔滨第三中学 女 高三 张弛 

101 黑龙江省 哈尔滨第三中学 男 高三 李华滨 

102 江西省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男 高三 魏昱琦 

103 江西省 江西省广丰贞白中学 男 高三 张子杭 

104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曹天予 

105 上海市 上海七宝中学 男 高三 张乐同 

106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克拉玛依第一中学 男 高二 赵思铭 

107 安徽省 铜陵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罗数 

108 安徽省 合肥第一中学 男 高二 蔡泽生 



序号 省份 学校 性别 年级 姓名 

109 甘肃省 兰州第一中学 男 高三 李书翰 

110 贵州省 贵阳第一中学 男 高三 许罗悦 

111 河北省 邯郸第一中学 男 高三 田季琛 

112 黑龙江省 哈尔滨德强学校 男 高二 金泽涵 

113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郭旭 

114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第三中学 女 高三 周麟一 

115 湖南省 长沙长郡中学 男 高三 李晓玮 

116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女 高二 高艺玮 

117 辽宁省 大连第二十四中学 女 高二 林悦寰 

118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高亚龙 

119 山东省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男 高三 姚远 

120 天津市 天津南开中学 男 高一 杨策 

121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二 谢元 

122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江可扬 

123 安徽省 合肥第八中学 男 高三 周洋 

124 黑龙江省 哈尔滨第三中学 男 高三 马府琛 

125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第二中学 男 高三 李雨田 

126 青海省 青海湟川中学 男 高三 李剑涛 

127 青海省 海东第二中学 男 高三 贾朋坤 

128 云南省 临沧市第一中学 男 高三 董立伟 

129 甘肃省 兰州第一中学 男 高三 邢屹然 

130 云南省 临沧市第一中学 男 高三 费超峣 

131 贵州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贵阳学校 
男 高一 张晁纶 

132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一 刘思凯 

133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第五中学 女 高三 张悦笛 

134 青海省 青海湟川中学 男 高三 刘西尧 

135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赵奕凯 

136 海南省 海南中学 男 高二 黎桦毓 

137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第一中学 女 高二 张睿颖 

138 海南省 海口中学 男 高三 姚凯耀 

139 青海省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女 高三 冯嘉淇 

140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北京中学 女 高三 来子清 

141 西藏自治区 西藏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朴峻霆 

142 西藏自治区 西藏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朴峻磊 

143 青海省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 高三 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