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奖等级 获奖单位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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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队员 3 姓
名

一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园南幼儿园 徐汇区 姜昱瑶 徐承乾 汤星逸

一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杜鹃园幼稚园 徐汇区 罗瑾瑜 戴沁彦 高浩博

一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 徐汇区 王灿沣 马吉鸣 晏一未

一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杜鹃园幼稚园 徐汇区 吴迪 王心悦 杨敬腾

一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杜鹃园幼稚园 徐汇区 李宇昕 王承霖 翟翊轩

一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六幼儿园 徐汇区 张乐鑫 李欣洁 高宇杉

一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胡姬港湾新汇幼儿园 徐汇区 吴茂晗 滕元 周彦澄

一等奖 上海市松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松江区 周艺函 张智杰 陈敬韬

一等奖 上海市三新学校 松江区 王劭安 艾靖涛 唐若桐

一等奖 上海市青浦区思源小学 青浦区 王皓茗 王子逍 付恩诺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畅想艺术幼儿园 杨浦区 叶源醇 鲁昱玮 韦宇博

一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好小囡幼儿园 黄浦区 姚辰悠 周俊丞 王彦凯

一等奖 上海青浦区秀涓幼儿园 青浦区 孟德圣 王蒋嘉泽 张宸鸣

一等奖 上海市青浦区逸夫小学 青浦区 陈彦臣 王欣琪 许梓墨

一等奖 上海市松江区人乐幼儿园 松江区 胡逸楠 董荣昇 翟佑宁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同济小学 杨浦区 施心悦 邵梓琳 芮王晟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幼儿园 杨浦区 马琬琰 瞿家明

一等奖 上海市嘉定区百合花幼儿园 嘉定区 顾葭平 潘柳蓉 鲍昱扬

一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青少年科技站 杨浦区 奚筱辰 周文清 孙子然

二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龙山幼儿园 徐汇区 邵川杰 韦学森 汤程宇

二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望德幼儿园 徐汇区 陈道麒 廖尔东 宋溯遥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馨苑幼儿园 浦东新

区
王俊智 马天明 张哲宇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鞍山幼稚园 杨浦区 方菡宇 诸柏齐 李圣韬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幼儿园 杨浦区 周昕磊 张晨 浦家彦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幼儿园 杨浦区 钱忱 张乃煜

二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樱花园幼儿园 徐汇区 王传宇 谢安 马嘉皓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沪东双语幼稚园 杨浦区 曹梓祎 范宸一 周易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杨浦区 应皓峻 李云皓 王湛元

二等奖
上海市青浦区佳佳幼儿园 青浦区 徐彦希 Alaric

Chang
孙纪涵

二等奖
上海市浦东新区冰厂田滴水湖幼儿园
-宜浩部

浦东新
区

瞿溢阳 余卓远 黄敩坤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幼儿园 杨浦区 张子洋 赵熙云 陈庆宇

二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 徐汇区 李嘉奇 严琂 全若纶

二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长海幼儿园 徐汇区 周亦琦 殷祎彤 邵晞源

二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园南小学 徐汇区 邓皓洋 陈嘉志 李若凡

二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黄埔实验小学 黄浦区 章仁斌 杨博林 李牧

二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汇龙幼儿园 黄浦区 王子安 尹梓墨 吴梓聪

二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康乐第一幼儿园 徐汇区 李琦琳 陈云圻 杨宇哲

二等奖 上海市黄浦区星光幼儿园 黄浦区 孙皓与 王君瑜 刘梓琳

二等奖 上海市宝山区彩虹幼儿园 宝山区 王轩 张可晨 高卓宇

二等奖 上海市宝山区馨佳苑第二幼儿园 宝山区 刘贤俊 王安卓 刘奕源

二等奖 上海市嘉定区徐行幼儿园 嘉定区 沈怿蓁 石悠然 曾逸嘉

二等奖 上海市嘉定区迎园幼儿园 嘉定区 陈伊铭 张益橙 王祎杨

二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幼儿园 杨浦区 赵沐言 吴敏菲 徐乐唯

二等奖 上海市徐汇区民办田林东方幼儿园 徐汇区 金泽行 王恕 王致醇

三等奖 孔祥东音乐幼儿园 静安区 万宵 高诚逸 张冠阳

三等奖
上海蒲公英幼儿园 浦东新

区
周嘉 汤文轩 莫梓郡

三等奖
上海市百灵鸟幼儿园 浦东新

区
赫林辰 林圻沁 黄瑜

三等奖 上海市大宁国际幼儿园 静安区 崔晋 吴国涵 刘哲

三等奖 上海市杜鹃园幼稚园 徐汇区 卞诺 丁缘 景雨欣

三等奖 上海市汾西路幼儿园 静安区 邓远 田鸣 煜承

三等奖 上海市海贝幼儿园 长宁区 狄晏 韩馨 朱月滢

三等奖 上海市行知实验幼儿园 宝山区 朱辰 初辙 冯舟正

三等奖 上海市华山美术幼儿园 静安区 井轩 陈晓 王歆

三等奖 上海市科技逸夫幼儿园 徐汇区 张培杰 雷艺宸 高艺慈

三等奖 上海市绿洲幼儿园 普陀区 陆辰 史好地 张博

三等奖 上海市满天星幼儿园 普陀区 钟浩 严嘉 魏嘉

三等奖
上海市民办东展幼儿园 浦东新

区
杨茗 韩韵 张婷

三等奖
上海市南门幼儿园 浦东新

区
易皓 邵行知 张琦

三等奖 上海市南西幼儿园 黄浦区 杜新羽 毛心怡 罗莱

三等奖 上海市瑞虹幼儿园 虹口区 陈可涵 陶世闻 黄昶钦

三等奖 上海市申静幼稚园 静安区 蔡昕 龚泓杰 杨彤

三等奖 上海市实验幼儿园 静安区 尹君昊 费日轩 蒋濮

三等奖 上海市思南路幼儿园 黄浦区 陈原菘 高荺 林淇



三等奖 上海市体育幼儿园 虹口区 李玮博 贾小宸 高彦

三等奖 上海市威海路幼儿园 静安区 何昊 刘乐 石伊

三等奖 上海市延安中路幼儿园 静安区 陈弘博 刘桐好 王艺彤

三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本溪路幼儿园 杨浦区 李哲曦 高笠宸 黄翎轩

三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幼儿园 杨浦区 方乐怡 李毅弘

三等奖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幼儿园 杨浦区 张旻昊 李允维 牛守宇

三等奖 上海市音乐幼儿园 黄浦区 蔡竟 康宸熙 柯诗

三等奖 上海市园南幼儿园 徐汇区 杨季风 严逸 张鸿翎

三等奖 上海小蝌蚪音乐幼儿园 闵行区 杨卓 刘昊轩 郑茗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