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参赛组别 姓名 所在区 学校名称

1 小学组 张恩瑜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封浜小学

2 小学组 张杨依依 浦东新区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前滩学校

3 小学组 朱彧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4 小学组 陆馨宁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三小学

5 小学组 殷悦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6 小学组 李歆予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8 小学组 朱乐昕 金山区 上海市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9 初中组 赵亦悠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10 初中组 梅恩铭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11 初中组 梁小红 黄浦区 上海市兴业中学

12 高中组 徐淑琳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13 高中组 李成麒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序号 参赛组别 姓名 所在区 学校名称

1 小学组 张以求 徐汇区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

2 小学组 陈昕瑶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3 小学组 韩锦轩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汽轮科技实验小学

4 小学组 周楷瑞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5 小学组 尚若水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6 初中组 蔡祎轩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7 初中组 王一帆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8 初中组 赵瑞滢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

9 初中组 周璟萱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10 初中组 柴琴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11 初中组 姜喻泷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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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组别 姓名 所在区 学校名称

1 小学组 裘翔文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2 小学组 田翼轩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 小学组 林昆峻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4 小学组 陈思奕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5 小学组 茅文绮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6 小学组 胡暄婷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7 小学组 刘源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8 小学组 张博彦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9 小学组 陈奕轩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10 小学组 何烨铭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11 小学组 田恩旭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12 小学组 苏笑颜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13 小学组 李骏熠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14 小学组 李以诺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5 小学组 张一诺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6 小学组 吴思妍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17 初中组 汪婉宁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18 初中组 郑雅文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19 初中组 丁元淇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20 初中组 张馨月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21 初中组 徐子淇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序号 参赛组别 姓名 所在区 学校名称

1 小学组 张凯瑞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2 小学组 金意馨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3 小学组 张永熙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4 小学组 戴祺闻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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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学组 胥潜龙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6 小学组 郁卓航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三小学

7 小学组 徐瑞晨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8 小学组 曹怡婷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9 小学组 曹雅婷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第二小学

10 小学组 吴依涵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1 初中组 陈川尧 闵行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序号 参赛组别 姓名 所在区 学校名称

1 小学组 张熙乐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2 小学组 黄欣颖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3 小学组 方靓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4 小学组 沈可以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5 小学组 朱釜瑾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6 小学组 朱彧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7 小学组 董轶涵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平南小学

8 小学组 杨李恬 闵行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9 小学组 蓝天洋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复旦小学

10 小学组 肖仲伊 金山区 上海市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11 初中组 薛念坤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12 初中组 赵昱扬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13 初中组 房紫恒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14 初中组 徐来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15 高中组 马君怡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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