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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二村小学 杨浦区 滕羿航 肖梓霖 张昊煊 邹思涵

一等奖 上海市三门中学 杨浦区 许鹏飞 许渌旸 胡茗轩 吴宇轩

一等奖 上海市十五中学 杨浦区 张哲维 张云鹏 车峻承 王昭力

一等奖 上海市思源中学 杨浦区 彭灏宇 沈毅然 朱晓宇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中原路小学 杨浦区 蔡杍轩 易墨珃 严皑诚 傅源枨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回民小学 杨浦区 叶逸涵 谢艺辉 朱钱宸 潘晟尧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回民小学 杨浦区 蒋宇宸 张念程 陆潼 龚辰晟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许昌路第五小学 杨浦区 陈宇喆 金艾非 宋韵凡 杜文耀

一等奖 上海市民办阳浦小学 杨浦区 储许多 顾嘉睿 师浩天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开鲁新村第二小学 杨浦区 董林泽 费韵裴 谭力铭

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徐汇区 倪思涵 郭梓熙

一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上海小学 徐汇区 龚煜芮 郭一诺

一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东二小学 徐汇区 陈嘉君 缪彦博 刘东宝

一等奖 上海市白玉兰小学 浦东新区 张钧迪 林宇凡

一等奖 上海民办启能东方外国语学校 浦东新区 杜睿宸 翟欣然

一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中心小学 浦东新区 高海川 丁炜哲

一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御桥小学 浦东新区 尹奕炀 陈诺 李锦煜 胡启睿

一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森兰小学 浦东新区 马天麟 陈苏恩 苏俊睿

一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浦东新区 尹唯骁 陆灏旸 郭宇沁 朱奕

一等奖 上海市闵行区平南小学 闵行区 严蔚宸 王翊腾 速国逸 丁帅钦

一等奖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
语学校

闵行区 孙哲森 谢思成 盛夏星

一等奖 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畹町校区 闵行区 徐琰 王鹤宇 忻思安 朱彦成

一等奖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尙音学校 闵行区 姜沂辰 陈宏恩 徐晨熙

一等奖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尙音学校 闵行区 黄梓旻 宁朱麒 牛宏恺 俞有孤

一等奖 上海浦东周浦澧溪小学北校 浦东新区 晏希哲 杨一鸣 沈芮歆

一等奖 上海市傅雷中学 浦东新区 葛吴睿 季景 由子田

一等奖 上海市奉贤区崇实中学 奉贤区 周毓焕 王怡凡 黄尊 徐泽昊

一等奖 上海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 宝山区 王鸣远 王秋砚 陈泽皓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 杨浦区 应玄墨 季澄庆 李辰宇 徐浩宸

一等奖 上海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杨浦区 陈宥谦 顾子传 李默含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回民小学 杨浦区 朱镇暄 金思辰 孙庆涵 史苇杰

一等奖 上海康德双语实验学校 黄浦区 许意昂 蒋墨燊 徐守仁

一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海华小学 黄浦区 冷思睿 汤立阳 俞辰熙



一等奖 上海市铁岭中学 杨浦区 王萧涵 盛陈玥

一等奖 上海市奉贤区解放路小学 奉贤区 吴家萱 傅煜 倪书涵 范龙昇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中原路小学分校 杨浦区 李墨 施俊辉 朱昱臣 张津瑞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国和小学 杨浦区 潘浩俊 汪芯逸 黄霄凌 陈圣楠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开鲁新村第二小学 杨浦区 邓福智 武和诺 丁骏铭 秦彬杰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杨浦区 饶兴中 黄梓轩 龚奕腾

二等奖 上海市铁岭中学 杨浦区 许嘉睿 蒋司宸 潘溢华 钱裕丞

二等奖 上海市控江初级中学 杨浦区 严浩恩 张嘉程 曹雪晟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杨浦区 肖彤 朱方元 王筱霖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小学分校 杨浦区 孙责皓 姜伟霆 陆锦坪

二等奖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徐汇区 王晟瑀 陈思齐 孙有有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浦东新区 尹翰祥 朱载厚 袁明轩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中心小学 浦东新区 徐家齐 程恩曈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浦东新区 李鹭洋 江婉瑜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绿晨小学 浦东新区 李岱邕 唐昕尧

二等奖 上海市澧溪中学 浦东新区 周时博 王志宇

二等奖 上海市北蔡中学 浦东新区 司徒懿轩 陈思铭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浦东新区 翁欣 冯徐泽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实验小学 浦东新区 沈逸辰 孙睿谦

二等奖 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闵行区 张雍健 王亦宸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第二小学 浦东新区 赵弈清 蔡凯铭 翟城铭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第二小学 浦东新区 蒋令璟 张星宇 石金浩

二等奖 上海浦东民办未来科技学校 浦东新区 朱奕宸 宋瑾 仵嘉恒 温晗玺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傅雷小学 浦东新区 宋卢辰 蔡轩晟 黄浩轩 周宏瑜

二等奖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 浦东新区 倪浩钧 樊景初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小学 浦东新区 蔡林甫 韩镇瑞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小学 浦东新区 林天雨 刘泽睿 陈睿远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城学校 浦东新区 薛懿琛 郑宇宸 陈婉瑜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小学 浦东新区 卢皓宇 孟子杰 郑钧豪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傅雷小学 浦东新区 孙潇然 邹东钰 何佳轩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小学 浦东新区 赵孟远 鄢千贺 贺艺帆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崂山小学 浦东新区 罗天泽 顾启民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傅雷小学 浦东新区 黄午瑞 张卜文

二等奖 上海市奉贤区弘文学校 奉贤区 殷珦益 邬嘉哲 丁辰 徐斐

二等奖 上海市奉贤区育秀实验学校 奉贤区 王跃辰 吴治霆 王意文 丁金浩

二等奖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小学 奉贤区 赵吴依霏 黄孜修 陈羿阳 周一凡

二等奖 上海市奉贤区育秀实验学校 奉贤区 张桂宁 曹宜远 苏逸轩 刘沐岩



二等奖 上海市奉贤区古华中学 奉贤区 韦子凡 万之浩 刘鸿轩 周添琦

二等奖 上海市奉贤区江山小学 奉贤区 李雨泽 徐辰一 吴灏哲 费越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浦东新区 张思玙 路珽越

二等奖 上海杨浦双语学校 杨浦区 褚天宇 周沛辰

二等奖 上海市曲阳第二中学 虹口区 朱翊恺 王聿

二等奖 上海市民办宏星小学 虹口区 宋梓淏 隋泽阳 王子欣

二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初级中学 虹口区 周辰恺 周辰嘉 任柔欣

三等奖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 徐汇区 傅文超 薛晓婷 陈颖 张美唤

三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徐汇实验小学 徐汇区 周洁 蒋玲珑 蒋遂 李楠

三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实验学校 徐汇区 管艺丽 王昕獒 张玉芳 颖君

三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康健外国语小学 徐汇区 徐丽雯 付娜琳 王佳 金薇薇

三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徐汇区 邹云 蔡慧 陈影琦 刘海庆

三等奖 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 徐汇区 马玮 陈丽 郭秀红 李心雅

三等奖 上海市实验小学 黄浦区 李劼 王健敏 陈晔 吴先生

三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 黄浦区 邱七四 姚寅敏 许玉婷 章碧玉

三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彪小学 黄浦区 黄丹妮 赵娜 周小力 毛娟娟

三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黄教院附属中山学
校

黄浦区 叶文芳 蔡狄闻 汪艳 杨燕

三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小学 黄浦区 白亚萍 归蓓悦 蒋燕义 曲婷

三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裘锦秋实验学校 黄浦区 曹雁鸣 滕斐 韦迎雪 林伟丽

三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学校 黄浦区 董应 范思华 鲁昀 陈雨涵

三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学校 黄浦区 杨阳 陈懿 刘玲玲 陈琳琳

三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学校 黄浦区 周海李 芦国芳 潘臻懿 王慧娜

三等奖 上海市实验小学 黄浦区 周海凤 唐琳 杨逸 赵建

三等奖 上海市实验小学 黄浦区 徐爱萍 孔令婷 许慧丽 吴敏

三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外国语小学 浦东新区 黄燕美 高妍雅 陈莹 张萍

三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二中心小学 浦东新区 郑林怡 朱绫琳 陈千里 盛晴

三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世界实验小学 浦东新区 梁欢芹 许广娟 朱竹娟 金冬妮

三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实验小
学

浦东新区 纪娇娇 汪传楠 时欢 李长征

三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中心小学 浦东新区 王青 杨啸芸 祁怡雯 叶红

三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小学 浦东新区 李晨晨 徐剑 张婕妤 易红

三等奖 上海市虹口区上外附属外国语小
学

虹口区 贺桂湘 陈珏莹 刘嘉佳 张云

三等奖 上海市虹口区丽英小学 虹口区 张寅 沈丹凤 陶霖 陆秀勇

三等奖 上海市虹口区丽英小学 虹口区 廖艳芳 陆娇 金美玉 何阿丽

三等奖 上海市虹口区长青小学 虹口区 周丽雯 陈燕 陈永珍 胡韵茹

三等奖 上海市虹口区红旗小学 虹口区 周永红 潘琳 尤佳莉 肖俊萍

三等奖 上海市闵行区福山实验学校 闵行区 赵鹰 王瑜元 吴盼盼 倪好

三等奖 上海市闵行区龙柏第一小学 闵行区 殷艾丽 沈洁 李二威 孙洁



三等奖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普陀区 肖瑞宸 胡蓝允 赵博彦 施承泽

三等奖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普陀区 姜君 王果 张敏 陆宸宇

三等奖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小学 普陀区 史骏 葛安然 晁悦

三等奖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文英小学 普陀区 孟奕 金雨 俞涵

三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吴中路小学 徐汇区 朱祺 李徐 黑佳晔 杨明轩

三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徐汇区 陆昕 陈逸玺 季梓唯 杨海

三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徐汇区 应辰 臧茗一 周桐羽 张扬德

三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华泾小学 徐汇区 邢诗 罗玛 张晶

三等奖 上海市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金山区 黄泽 周晓雅 丁语恩 王梅森

三等奖 上海市金山区海棠小学 金山区 林逸 王恩 刘畅 刘轩

三等奖 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 虹口区 范毅 赵陈瑞 丁一向

三等奖 上海市虹口区实验学校 虹口区 张德胜 李蕾 季向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