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参赛组别 姓名 所在区 学校名称

1 小学组 陈崊颉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美罗家园第一小学

2 小学组 张琲珥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

3 小学组 樊鸣轩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

4 小学组 朱宝怡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5 小学组 李敏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6 小学组 何雨宸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7 小学组 张晟阳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8 小学组 毛昱翔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第二小学

9 小学组 钱辰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第二小学

10 小学组 张翊宸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11 小学组 鲁六希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12 小学组 胡添意 黄浦区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三中心小学

13 小学组 李欣晨 黄浦区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三中心小学

14 小学组 张恩瑜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封浜小学

15 小学组 朱乐昕 金山区 上海市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16 小学组 陆馨宁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三小学

17 小学组 殷悦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18 小学组 孙睿琪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19 小学组 李歆予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20 小学组 杨宛歆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21 小学组 张懿宸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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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小学组 朱彧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24 小学组 莫非凡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康健外国语实验小学

25 小学组 王梓同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26 小学组 师浩天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27 小学组 程语诺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28 小学组 何羿航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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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初中组 吴沁然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弘文学校

30 初中组 赵亦悠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1 初中组 梅恩铭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2 初中组 卢妙想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3 初中组 李容晔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4 初中组 朱丹淇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5 初中组 沙子轩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6 初中组 葛思凡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7 初中组 梁小红 黄浦区 上海市兴业中学

38 初中组 刘欣语 黄浦区 上海市兴业中学

39 初中组 汪景杨 黄浦区 上海市兴业中学

40 初中组 王君德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41 初中组 熊胤姿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42 初中组 戴天佑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43 初中组 王蕾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44 初中组 李亦涵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45 初中组 康扬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46 初中组 庞亦玲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47 初中组 俞阳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48 初中组 童靖怡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49 高中组 徐淑琳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50 高中组 李成麒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51 高中组 贾一飞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52 高中组 王莹玉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53 高中组 崔心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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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学组 张以薇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3 小学组 车荣哲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4 小学组 王子嘉 黄浦区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三中心小学

5 小学组 江钰琪 嘉定区 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

劳动小导师



6 小学组 韩锦轩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汽轮科技实验小学

7 小学组 曹洋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汽轮科技实验小学

8 小学组 潘硕妍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9 小学组 姚远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10 小学组 师嘉丽 闵行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11 小学组 李优润 闵行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12 小学组 张以求 徐汇区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

13 小学组 张可遇 徐汇区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

14 小学组 陈昕瑶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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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小学组 胡梓辰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17 小学组 尚若水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18 小学组 沈若宸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19 小学组 陈子萱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20 小学组 陈思琪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复旦小学

21 初中组 赵瑞滢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

22 初中组 王一帆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23 初中组 邹美婷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24 初中组 姜博骞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25 初中组 王婧瑶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26 初中组 姚静然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27 初中组 李沛腾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28 初中组 邓帼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29 初中组 杨镇颖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30 初中组 戴乐怡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31 初中组 夏俞祺 宝山区 上海市大华中学

32 初中组 耿诗蕊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3 初中组 刘晨喆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4 初中组 罗梓宁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5 初中组 孙秉涵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6 初中组 郑梦如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7 初中组 王易凡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8 初中组 金奕宁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39 初中组 胡雨泽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40 初中组 张翔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41 初中组 陈烁晔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42 初中组 周璟萱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43 初中组 姜晓佳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44 初中组 张赵玥 闵行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45 初中组 蔡祎轩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46 初中组 柴琴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47 初中组 姜喻泷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48 初中组 王昱麟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49 初中组 孔葳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50 初中组 徐之岚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51 初中组 尹悦涵 长宁区 上海市娄山中学

序号 参赛组别 姓名 所在区 学校名称

1 小学组 李骏熠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2 小学组 汪宸羽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3 小学组 刘思睿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4 小学组 江栩涵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5 小学组 冯梓程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6 小学组 李乐馨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

7 小学组 周嘉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

8 小学组 吴思妍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9 小学组 张一诺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0 小学组 陈少胤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1 小学组 朱辰泽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2 小学组张浩宇/季展瑞/王秀雅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13 小学组 张芷嫣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4 小学组 陈王可钦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科学小导师



15 小学组 吴欣怡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16 小学组 王梓吴悠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7 小学组 唐翊澄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8 小学组 李以诺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9 小学组 郭昕月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20 小学组 叶皓寅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21 小学组 史皓宸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22 小学组 吴汲峰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凉城第四小学

23 小学组 姚孙瑜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

24 小学组 储子淇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

25 小学组 江沛琪 嘉定区 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

26 小学组 商子骁 金山区 上海市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27 小学组 裘翔文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28 小学组 田翼轩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29 小学组 林昆峻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0 小学组 陈思奕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1 小学组 茅文绮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2 小学组 胡暄婷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3 小学组 刘源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4 小学组 张乐麒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5 小学组 沈玲珑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6 小学组 刘皓宇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7 小学组 李和源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8 小学组 彭锦琛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9 小学组 张睿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40 小学组 杨雅涵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41 小学组 张灏泽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42 小学组 钱佳泓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43 小学组 顾人豪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44 小学组 杨芸馨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45 小学组 陆欣妍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46 小学组 庄昊泽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47 小学组 张博彦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48 小学组 陈欣怡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49 小学组 倪好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50 小学组 龚梓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汽轮科技实验小学

51 小学组 汪文泽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

52 小学组 徐毅涵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

53 小学组 周子炎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

54 小学组 张高博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

55 小学组 尚云朴 闵行区 闵行区实验小学

56 小学组 陆恩琪 浦东新区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浦东新世界实验小学

57 小学组 朱语岑 青浦区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第一小学

58 小学组 陈奕轩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59 小学组 王芃稼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60 小学组 何烨铭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61 小学组 田恩旭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62 小学组 苏笑颜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63 小学组 卞实远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64 小学组 陆珈元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65 小学组 张温馨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66 小学组 孔皓晨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67 小学组 陈芃宇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68 小学组 陈朎祎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69 小学组 张翱翔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70 小学组 燕易忻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71 小学组 时习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72 小学组 刘奕畅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73 小学组 鞠易峰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74 小学组 冯毓琪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复旦小学

75 初中组 王健镔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

76 初中组 李俊杰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77 初中组 徐子淇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78 初中组 孙紫涵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79 初中组 刘智博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80 初中组 王玉婉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81 初中组 王烁涵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82 初中组 洪世博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83 初中组 张媛媛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84 初中组 丁元淇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85 初中组 李心韵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86 初中组 王晋怡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87 初中组 虞钧杰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88 初中组 陈韵亦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89 初中组 王涵悦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90 初中组 茅宏宇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91 初中组 陈逸轩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92 初中组 陈乐扬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93 初中组 宋雨轩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94 初中组 张馨月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95 初中组 谈依辰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96 初中组 黄天晨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97 初中组 谈艾昕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98 初中组 汪婉宁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99 初中组 庞予辰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100 初中组 郑雅文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101 初中组 傅恒奕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102 初中组 杨铨潞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序号 参赛组别 姓名 所在区 学校名称

1 小学组 曹雅婷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第二小学

2 小学组 吴依涵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3 小学组 沈艺萱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运动小导师



4 小学组 季展锐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5 小学组 杨君兰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6 小学组 徐梓骞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7 小学组 戴祺闻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8 小学组 倪一翀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9 小学组 张永熙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0 小学组 李以诺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1 小学组 张一晨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2 小学组 李国盛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3 小学组 王心童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4 小学组 王佳琪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5 小学组 李子裕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6 小学组 张爱薇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7 小学组 江楠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8 小学组 倪诗瑶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19 小学组 胥潜龙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20 小学组 仓相乐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21 小学组 芮兆卓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22 小学组 赵劲泽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23 小学组 刘轩豪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24 小学组 陆敬元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25 小学组 俞卓晨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26 小学组 杨子颢 虹口区 上海市民办四中心实验小学

27 小学组 郑静熙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

28 小学组 郭芷豪 嘉定区 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

29 小学组 徐瑞晨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0 小学组 曾骏洲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1 小学组 徐梓宁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32 小学组 张博彦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33 小学组 曹怡婷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4 小学组 蔡怡彤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5 小学组 白子毅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6 小学组 孙艺晗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7 小学组 操睿泽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8 小学组 郁卓航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三小学

39 小学组 满笳旭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汽轮科技实验小学

40 小学组 金意馨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41 小学组 段涵伊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42 小学组 孔焱辰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43 小学组 苏笑颜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44 小学组 成羽萱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45 小学组 梁博韦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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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小学组 冯珺羽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48 初中组 张怡林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49 初中组 陈川尧 闵行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50 初中组 刘豫琪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51 初中组 丁周皓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52 初中组 袁德藩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53 初中组 齐妙 杨浦区 上海市黄兴学校

54 初中组 王昱麟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55 初中组 李衣之 长宁区 上海市娄山中学

序号 参赛组别 姓名 所在区 学校名称

1 小学组 毕一然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2 小学组 柴畅晨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

3 小学组 朱歆童 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

4 小学组 张熙乐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5 小学组 方靓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6 小学组 李柄汗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7 小学组 姚君翊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8 小学组 季轩羽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手工小导师



9 小学组 阳语桐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10 小学组 罗慧雅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11 小学组 沈铭轩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12 小学组 费曼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金水苑小学

13 小学组 黄欣颖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4 小学组 李艾米莉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5 小学组 林思翰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中学附属小学

16 小学组 秦羽辰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弘文学校

17 小学组 沈可以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18 小学组 余泓智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第四小学

19 小学组 张雨灵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20 小学组 管子涵 虹口区 上海市虹口区复兴实验小学

21 小学组 谢翊涵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

22 小学组 陈祉逸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

23 小学组 黎璟妍 嘉定区 上海市安亭师范附属小学

24 小学组 肖仲伊 金山区 上海市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25 小学组 陆馨宁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三小学

26 小学组 高康尔 闵行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27 小学组 杨李恬 闵行区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28 小学组 董轶涵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平南小学

29 小学组 陈孙明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30 小学组 赵梓睿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小学

31 小学组 冯兴予 闵行区 上海市莘光学校

32 小学组 陈沈雨馨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3 小学组 邵思齐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4 小学组 杨楚乔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5 小学组 徐可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6 小学组 万思菡 闵行区 闵行区莘庄镇小学

37 小学组 朱彧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38 小学组 朱釜瑾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39 小学组 汤雨桐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40 小学组 吴奥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41 小学组 夏霖琦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42 小学组 李诗萱 徐汇区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43 小学组 朱熠轩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44 小学组 牛正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45 小学组 肖淑晗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46 小学组 谭孜御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47 小学组 王逸轩 杨浦区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

48 小学组 乐宇橙 杨浦区 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小学

49 小学组 蓝天洋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复旦小学

50 小学组 陈皓轩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复旦小学

51 小学组 王蕴文 长宁区 上海市长宁区复旦小学

52 初中组 王诗雯 奉贤区 上海市奉贤区待问中学

53 初中组 徐来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54 初中组 陈君 虹口区 上海市丰镇中学

55 初中组 施雨荻 黄浦区 上海市兴业中学

56 初中组 刘乐唯 黄浦区 上海市兴业中学

57 初中组 刘靖男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58 初中组 梅安琪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59 初中组 张泽杨 嘉定区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育才联合中学

60 初中组 王璐怡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61 初中组 蒋卫萱 闵行区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二中学

62 初中组 薛念坤 浦东新区 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

63 初中组 赵昱扬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64 初中组 房紫恒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65 初中组 王珞予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66 初中组 郭亦然 杨浦区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67 高中组 马君怡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68 高中组 徐梦蝶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69 高中组 黄轶群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70 高中组 周佳奕 浦东新区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