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教研高〔2017〕33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17 年温州市第七届“小科学家

摇篮杯”市局直属学校高一学生化学竞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市局直属各高中： 

2017 年温州市第七届“小科学家摇篮杯”市局直属学校

高一学生化学竞赛工作已圆满完成，温州中学阮凡玮等 57

位同学分获市直一类普通高中 A 组一、二、三等奖；温州市

第八高级中学叶林森等 79 位同学分获市直一类普通高中 B

组一、二、三等奖；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叶一川等 54 位同

学分获市直二类普通高中一、二、三等奖；温州市第五十八

中学黄思源等 15 位同学分获市直三类普通高中一、二、三

等奖。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具体见附件）。 



 

附件：2017 年温州市第七届“小科学家摇篮杯”市局直

属学校高一学生化学竞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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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温州市第七届“小科学家摇篮杯” 

市局直属学校高一学生化学竞赛获奖名单 

 
一类普高 A 组一等奖（9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1 阮凡玮 温州中学 陈欲晓  6 游轩 温州中学 邵庆对 

2 陈星宇 温州中学 罗欣 7 郭文豪 温州中学 郑大西 

3 蔡良益 温州中学 沈云龙 8 林任钜 温州中学 罗欣 

4 陈锦立 温州中学 罗欣 9 张彬彬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5 谢瑞兆 温州中学 罗欣     

 
一类普高 A 组二等奖（20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10 周将城 温州中学 罗欣 20 张笑恺 温州中学 张晓宇 

11 赵凌寒 温州中学 沈云龙 21 朱铭若 温州中学 邵庆对 

12 刘俊涵 温州中学 罗欣 22 付海辰 温州中学 罗欣 

13 朱真璞 温州中学 张晓宇 23 吴辰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14 陈卓谧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24 白骁凯 温州中学 沈云龙 

15 范思文 温州中学 邵庆对 25 谢翼遥 温州中学 邵庆对 

16 孙哲行 温州中学 张泉 26 周渊涛 温州中学 陈欲晓 

17 吴沐哲 温州中学 张泉 27 金子恺 温州中学 张晓宇 

18 朱凯军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张孟文 28 应辉煌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19 祁谦 温州中学 陈欲晓 29 李品璋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一类普高 A 组三等奖（28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30 刘晓雨 温州中学 张晓宇 44 金武泽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31 林以诺 温州中学 邵庆对 45 张珈铭 温州中学 罗欣 

32 谷宏泽 温州中学 沈云龙 46 邵泓亮 温州中学 陈欲晓 

33 李银赐 温州中学 沈云龙 47 陈彦臣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34 陈姜男 温州中学 罗欣 48 朱致涵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周甲钻 

35 江苏 温州中学 罗欣 49 郑乔治 温州中学 沈云龙 

36 陈高笛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50 虞纤纤 温州中学 陈欲晓 

37 卢博辽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51 谢超亦 温州中学 张晓宇 

38 周可树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张孟文 52 刘恩禾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39 吴量群涛 温州中学 沈云龙 53 单琬淇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40 雷欣俞 温州中学 沈云龙 54 谢元 温州中学 张晓宇 

41 鲁嘉颖 温州中学 罗欣 55 王络 温州中学 陈欲晓 

42 祝雪颖 温州中学 陈欲晓 56 佟子睿 温州中学 陈欲晓 

43 余浩然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57 李印沐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杜一帆 

 
一类普高 B 组一等奖（13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1 叶林森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8 孔煜夫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青双 

2 叶木千子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9 夏林潇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王丹丹 

3 王北辰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许乐山 10 叶飞宇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4 潘劲奕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许乐山 11 孙郁雯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5 钱约凝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12 温洲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6 刘姿彤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13 金浩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7 程心远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一类普高 B 组二等奖（29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14 应梓芊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29 朱康祺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15 周子程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30 王筱婷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16 胡航恺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31 滕澍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倪彪 

17 李迦勒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32 林益舒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18 郑昕博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33 孙筠涵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19 郑晓茜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34 徐放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叶婉璐 

20 邓申奥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蓓 35 范宇轩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21 王俊涵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章丽明 36 贾以勒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青双 

22 陈承臻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叶婉璐 37 夏杰豪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23 曾缤慧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38 黄志垣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24 郑乐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39 周雨丽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25 陈卜阁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40 黄基钿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王丹丹 

26 卢浩南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青双 41 王辰炅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倪彪 

27 郑昊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42 李初瑜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王丹丹 

28 颜已翔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叶婉璐     

 
一类普高 B 组三等奖（37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43 金呈立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62 朱墨洋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44 柳扬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章丽明 63 潘卓耀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蓓 

45 戴伊晴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64 项淳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施慧静 

46 朱进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65 胡棋渊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叶婉璐 

47 林俊杰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66 张浩霖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48 沈国豪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67 郑澄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49 张乔森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倪彪 68 陈政闻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50 龚树焱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倪彪 69 胡佳茗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51 赵弘弢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蓓 70 朱舒琦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章丽明 

52 金彦羽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71 陈嘉棋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蓓 

53 潘嘉宁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72 林恩祈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徐蓓 

54 谢品鸿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73 林士翔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叶婉璐 

55 吴家健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74 林煊迪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叶婉璐 

56 黄淇棋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75 蒋昊谕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戚威 

57 胡婧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76 余敬永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青双 

58 王小丫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77 陈嘉越昕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倪彪 

59 林哈利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丽威 78 汤征豪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青双 

60 周志善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倪彪 79 徐蕴博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青双 

61 陈一源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昊     

二类普高一等奖（9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1 叶一川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敦陆 6 李晨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2 徐志海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7 郑聪聪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3 叶晗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8 庄仁豪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4 蒋丽君 温州中学新疆部 张博 9 胡晓婷 温州中学新疆部 张博 

5 李凌宇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二类普高二等奖（17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10 庄晨瑜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19 林琪琪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武巧丽 

11 徐森博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20 姜俊豪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12 庄濠泽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21 周佳豪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13 薛惠子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22 潘舒畅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14 方润觉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敦陆 23 蔡昌㵆澔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敦陆 

15 方羽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24 范西南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16 曹益森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25 叶鸿伟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17 孙嘉晟 温州中学新疆部 杜岳 26 刘梓桐 温州中学新疆部 田海鹰 

18 郑涵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敦陆     



二类普高三等奖（28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27 王加乐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武巧丽 41 张飞洋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28 孙奕辰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42 陈子昂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29 金涛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43 吕晟杰 温州中学新疆部 杜岳 

30 胡琦坚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44 赵刚 温州中学新疆部 杜岳 

31 周成勃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45 陈张骞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武巧丽 

32 韩雨沛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46 胡必成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33 冯家成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47 张芷韵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34 夏吾克提 温州中学新疆部 杜岳 48 季嘉诚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35 王晨伊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宋世双 49 林逸琦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敦陆 

36 姜赛亚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敦陆 50 王乐浩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敦陆 

37 叶润泽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51 林心怡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38 叶依琦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潘敦陆 52 周泓熠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39 王青思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武巧丽 53 张晨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40 潘臻璇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高楼 54 郑若吟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李翔 

 
三类普高一等奖（2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1 黄思源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谢作朋 2 谢嘉辉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胡滟滟 

 
三类普高二等奖（4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3 陈力豪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谢作朋 5 王晴蓉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庄园 

4 黄治豪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庄园 6 杨霄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谢作朋 

 
三类普高三等奖（9 名）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师 序号 姓名 学校名称 指老师 

7 夏昊昊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谢作朋 12 王逸翔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谢作朋 

8 李柯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庄园 13 戴轩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谢作朋 

9 徐晨曦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庄园 14 任怡佳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胡滟滟 

10 潘斌豪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庄园 15 吴尔捷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庄园 

11 潘昱颖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谢作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