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城市 姓名 性别 学校 年级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1 南京 陈煜航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2 南京 陈诵咏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3 常州 陶佳文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3 常州 谢天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印喜麟

5 南京 陈祥玮 男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薇

6 南京 徐子逸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李曙

7 南京 戴江齐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史钋镭

7 南京 金天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一 朱学兴 王孝东

7 常州 马双儿 女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欧云

7 南京 王德坤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7 常州 魏启峰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朱雪芳

7 南京 肖旭杰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7 常州 郁钧哲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7 淮安 张宸瑞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陆平 马佳

15 常州 邓逸凡 女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芦洁

15 泰州 杨耀丁 男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初二 谢志锋 周蕾

17 常州 陈树伦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沈贤

17 南京 张亦弛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一 李岩 骆莹莹

17 南京 朱坤元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史钋镭 于露

20 南京 丁晓漫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21 常州 濮成风 男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实验学校 初二 王可嘉 江宇

22 常州 沈含章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许晓伟



23 常州 樊祺乐 男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初三 王静 周波

23 南京 葛文清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史钋镭 于露

23 常州 郭沈琳 女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朱雪芳

23 南京 李翰宸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李曙

23 南京 刘可欣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23 南京 陶君函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23 常州 王俊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许晓伟

30 宿迁 曹桐瑜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三 杨寅

30 淮安 韩可可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陆平 马佳

30 常州 史天宇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30 镇江 王珩 男 镇江实验学校 初三 卢长龙 蔡慧

30 南京 阎昶澍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一 李岩 骆莹莹

35 常州 包逸凡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陈亮

35 淮安 卜翊天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陆平 马佳

35 常州 范思远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35 连云港 水源 男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初三 乔海娇 金丽

35 常州 王宸磊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芦洁

35 常州 钟佩容 女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许晓伟

35 常州 周仕哲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42 常州 陈杰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芦洁

42 南京 马燕然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42 宿迁 史睿哲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三 杨寅 范丽娟

42 常州 向毅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芦洁

42 南通 王乾宇 男 江苏省海安县紫石中学 初三 仲勇 郑明达

47 南京 陈然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刘家宝

47 常州 高楷骅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沈贤

47 南京 顾祺润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颜茜

47 常州 何润元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一 杨芳 朱雪芳

47 南通 金俊杰 男 江苏省海安县海陵中学 初三 孙秀峰 薛翔

47 常州 刘靖轩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欧云



47 南通 施逸凡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初三 倪诗律 王勇

47 常州 孙嘉昊 男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 初三 姚威

47 常州 汪铭煜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47 镇江 王鹏程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初三 荆晓虹 方俊

47 苏州 徐思婷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47 常州 许天祺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47 宿迁 张毓瑾 女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三 杨寅 范丽娟

60 淮安 郭翊涛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60 南京 王泊宁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60 镇江 周钰翔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三 孙丹君 丁彬

63 镇江 蔡逸轩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二 孙丹君 宾清

63 南京 孙力为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一 李岩 骆莹莹

63 常州 王皓睿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66 常州 韩堉昕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66 镇江 经怀远 男 镇江市第三中学 初三 李翔 王丹

66 常州 张家明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许晓伟

66 常州 朱昊宇 男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初三 王静 童瑜新

70 淮安 陈奕舟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70 常州 史麒桢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许晓伟

70 常州 王钧澎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70 常州 王致远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陈亮

70 镇江 庄裕旻 男 镇江市第三中学 初一 李翔 王丹

75 常州 李海洋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陈亮

75 常州 刘铭江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许晓伟

75 常州 沈嘉峻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顾治君

75 南京 孙悠然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于露

75 常州 万家齐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欧云

75 常州 王宇轩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75 淮安 伍华东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75 盐城 徐恒奕 男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三 谷爱清 施梅



75 淮安 张宇阳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陆平 马佳

75 镇江 朱天乙 男 镇江市宜城中学 初三 沈永乐 王智

85 南京 陈军玮 男 南京市钟英中学 初二 李夫晨 张春良

85 南京 李逸凡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二 朱学兴 李楠楠

85 淮安 王诗尚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陆平 马佳

85 常州 夏灵 女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 初三 姚威

85 常州 袁晨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85 泰州 朱云帆 男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 初三 刁小芹 谢志锋

85 常州 郦恒仪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朱春华

85 南京 滕致浩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93 南京 安锐博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93 南京 崔晨曦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史钋镭

93 南京 费阳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张洪伟

93 淮安 贾庆豪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三 陈仕洪 王芳

93 南京 刘欣雨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李曙

93 常州 刘毅轩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93 常州 陆俊安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沈克菲

100 镇江 陈卓 男 丹阳市第三中学 初二 荆晓虹 方俊

100 南京 陈子杰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三 朱学兴 李楠楠

100 南京 成昱成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100 常州 李熠城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陈亮

100 南京 刘朔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二 朱学兴 李楠楠

100 常州 陆依凡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印喜麟

100 南京 马诚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100 南京 戎胤泽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于露

100 常州 陶然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100 无锡 王一禾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初三 魏一静

100 扬州 王莺时 男 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中学 初三 夏志祥 张东明

100 常州 徐未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欧云

100 南京 徐恺辰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100 常州 岳鹏宇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郁保国

100 常州 张一可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印喜麟

100 镇江 周冠程 男 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初三 高向敏

100 苏州 茆翼浩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117 常州 陈方宁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沈贤

117 常州 黄祖昊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郁保国

117 淮安 刘柏年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117 常州 秦铁荥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117 苏州 沈牧天 男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三 金志峰 叶宏斌

117 镇江 韦天铭 男 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初三 高向敏

117 南京 魏子竣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117 常州 伍轩熠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一 林厚从 王苏娜

117 常州 夏悠然 女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郁保国

117 淮安 谢苏安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二 陈仕洪 王芳

117 淮安 严煜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陆平 马佳

117 扬州 张昊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范伟霞 马永嘉

117 镇江 左京伟 男 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初三 高向敏

130 常州 蔡润泽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陈亮

130 镇江 方可元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二 宾清 陆留生

130 苏州 黄天宇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130 南京 荆国浩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于露

130 无锡 雷竹韵 女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初三 魏一静

130 南京 刘熙然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130 南京 刘云桐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130 扬州 倪伯承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一 范伟霞 马永嘉

130 常州 孙若凡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130 盐城 张天钰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周长锁 陆晓维

130 常州 赵灵瑄 女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欧云

141 淮安 邓嘉晟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马佳 陆平

141 常州 何梓琛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印喜麟



141 苏州 胡凌宇 男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三 金志峰 叶宏斌

141 常州 林枫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欧云

141 南京 孟子昕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141 常州 倪潘奇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141 淮安 申孟哲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41 常州 王蕴炜 女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141 常州 王子尧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141 镇江 张常昊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三 徐震 丁彬

151 盐城 封毅文 男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三 谷爱清 严林林

151 南京 黄天呈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于露

151 常州 李柯睿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151 泰州 李宣乐 男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 初二 刁小芹

151 常州 潘亚航 男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 初二 姚威

151 无锡 邵卓诚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初三 朱莉

151 常州 苏畅 女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151 南京 田卓然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李曙

151 南通 童彦图 男 江苏省海安县海陵中学 初三 仲勇 郑明达

151 南京 汪树荣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初二 罗云 程菁

151 常州 张彦昕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朱雪芳

151 南京 张禹健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颜茜

151 盐城 朱厚宇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杨国军 陆晓维

164 常州 樊书岩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芦洁

164 泰州 韩知非 男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初三 谢志锋 刘佳

164 苏州 侯天赐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164 盐城 王思齐 男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二 谷爱清 陈慧

164 苏州 王续烨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164 常州 韦玮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许晓伟

164 南京 姚焮文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于露

164 常州 周成栋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沈克菲

164 常州 宗锐涛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73 常州 巢越 女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芦洁

173 无锡 陈星宇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初三 张婷婷

173 南京 胡昊珅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刘家宝

173 常州 户梓洋 女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陈亮

173 常州 金湘祺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芦洁

173 宿迁 刘博悦 女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三 杨寅 杨帅

173 常州 刘云嘉 女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沈贤

173 常州 彭飞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陈亮

173 常州 乔纳川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朱春华

173 南京 王楚屹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于露

173 常州 王卓扬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173 常州 韦宇鑫 男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王静 毛文意

173 常州 吴浩元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沈贤

173 南京 张浩淼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颜茜

173 盐城 赵士翔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单红军 周长锁

188 常州 包铭溢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陈亮

188 苏州 陈珏凯 男 太仓市第二中学 初二 吴建心

188 常州 丁驰宇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88 常州 高近书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88 南京 韩佳恒 男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 初三 李薇

188 淮安 姜迅雷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88 盐城 蒋文杰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陆晓维 周长锁

188 常州 金以权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沈克菲

188 南京 林朗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三 朱学兴 李楠楠

188 淮安 王熙同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88 淮安 王一丁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江榕春

188 南京 王一农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分校 初三 李曙 史钋镭

188 苏州 夏宇辰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二 王建新 吴育含

188 淮安 徐十一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江榕春

188 淮安 徐子晨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188 苏州 薛以晨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188 淮安 张程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88 南通 张玉颜 女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初二 王海平 曹刚

188 常州 郑皓文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207 淮安 陈博羿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207 常州 储甄含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朱春华

207 常州 高子安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欧云

207 连云港 季桐辉 男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初二 孙丽丽 仲晓洁

207 常州 刘沛城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207 南京 潘谟天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史钋镭

207 南京 沈泽屹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李曙

207 南京 王浩然 男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 初二 杜开春 王万清

207 常州 王绎澎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沈贤

207 南京 王悦齐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207 盐城 吴浩宇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单红军 周长锁

207 镇江 吴妍 女 镇江实验学校 初三 卢长龙 蔡慧

207 无锡 张炯辰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初三 朱莉

207 常州 张天泽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沈贤

207 淮安 周子凯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江榕春

222 徐州 曹博群 男 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学 初一 王娜 高成林

222 扬州 陈天麟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三 范伟霞 马永嘉

222 南京 陈梓睿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史钋镭 于露

222 常州 程嘉怡 女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初二 孙亚敏

222 常州 范因特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沈贤

222 南京 华亦凡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刘家宝

222 南京 蒋亦舟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三 朱学兴 王孝东

222 南京 李雁志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李曙

222 扬州 潘威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范伟霞 马永嘉

222 镇江 戚威 男 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初三 高向敏

222 常州 邵彬纾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许晓伟



222 盐城 孙德铭 男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三 谷爱清 陈昌赣

222 南京 孙予晖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二 朱学兴 李楠楠

222 常州 王烨宇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222 连云港 王睿轩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初二 张丽

222 苏州 吴一鸣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222 常州 徐创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印喜麟

222 泰州 严申辰 男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初二 谢志锋 毛国亮

222 扬州 杨朴 男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韩英 郑峰

222 镇江 张晨逸 男 丹阳市第三中学 初二 陆留生 王骅

222 无锡 张千驰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初三 朱莉

222 南京 张泰晨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222 镇江 郑涵文 男 镇江市丹徒区炎黄外国语学校 初二 徐海波 王智

222 扬州 朱庆刚 男 扬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初二 方为民 张小峰

222 南京 朱泽齐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247 无锡 白杨硕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初三 朱莉

247 南通 陈抱朴 男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初三 王海平 曹刚

247 南通 陈封谕 男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初二 王海平 曹刚

247 常州 董秋奕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247 常州 方乐舟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247 南通 洪钱堃 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初二 蒋春红 朱 艳

247 南京 黄瑞睿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史钋镭 于露

247 南京 黄问远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247 盐城 李明业 男 盐城市大丰区金丰路初级中学 初二 施政 陆峰

247 南京 刘清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247 常州 钱秋硕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一 林厚从 王苏娜

247 镇江 桑世杰 男 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初三 高向敏

247 无锡 桑田 女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初三 朱莉

247 南京 唐羽昕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247 扬州 王子淇 女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范伟霞 马永嘉

247 徐州 吴奕君 男 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学 初三 王娜 高成林



247 苏州 许御风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二 王建新 吴育含

247 无锡 薛辰立 男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 初二 倪尔会

247 淮安 严浩翔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247 镇江 尹蔚如 男 镇江实验学校 初三 卢长龙 蔡慧

247 镇江 袁啸 女 丹阳市实验学校 初二 夏华芹 王骅

247 镇江 张哲瑞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三 宾清 姜木根

247 镇江 张子健 男 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 初三 王芳 陈丹

247 常州 张怡文 女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欧云

序 城市 姓名 性别 学校 年级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1 南通 蔡启越 男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初二 王海平 曹刚

1 南京 蔡宇洁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周弋 李曙

1 盐城 曹佳韬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陆晓维 杨国军

1 常州 陈经纬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1 淮安 陈文琦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 扬州 陈雨涵 女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李正祥 钟晓鸿

1 南通 单楷文 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初二 蒋春红 任丽君

1 南京 邓锦宸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1 南京 董坤鹏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于露

1 南京 董然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二 朱学兴 李楠楠

1 苏州 方彦喆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1 盐城 冯宇杰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杨国军 卜明君

1 镇江 甘梓辰 男 镇江实验学校 初三 卢长龙 蔡慧

1 淮安 龚翔宇 女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 扬州 管益民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李正祥 唐荣荣

1 镇江 郭明睿 男 江苏扬中市外国语中学 初三 张金花 顾大成



1 常州 何铭飏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印喜麟

1 泰州 胡博涵 男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 初三 刁小芹

1 镇江 宦镇 男 镇江实验学校 初二 卢长龙 蔡慧

1 南京 吉喆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颜茜

1 淮安 季云飞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 宿迁 金千果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三 杨寅

1 盐城 孔德衍 男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三 谷爱清 李晓萍

1 南京 李嘉伟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1 连云港 李亦杰 男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延安校区 初三 徐正銮 朱玲

1 镇江 李泽昊 男 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初三 高向敏

1 扬州 李卓 女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范伟霞 马永嘉

1 南京 凌宿寒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1 南通 刘春超 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初三 蒋春红 韩剑秋

1 泰州 刘张毅 男 靖江外国语学校 初三 包银梨 宋灿军

1 扬州 马思博 男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韩英 郑峰

1 常州 倪昀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郁保国

1 镇江 潘天奇 男 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 初二 王芳 陈丹

1 常州 祁小薇 女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1 苏州 钱嘉乐 男 太仓市浮桥中学 初三 胡勇华

1 南京 钱芒今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1 镇江 钱一凡 女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二 丁彬 姜木根

1 南通 邱江杰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初三 倪诗律 王勇

1 南京 施天笑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李岩 张洪伟

1 淮安 苏越 女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三 陈仕洪 王芳

1 南京 孙宇栋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初三 吴宁 韩麟

1 宿迁 孙震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三 杨寅

1 南京 田源坤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颜茜

1 常州 万凯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1 苏州 王景毅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一 王建新

1 南通 王天睿 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实验中学 初三 李莉 李辉



1 泰州 韦一 男 兴化市楚水初级中学 初二 韦付林 朱小平

1 镇江 魏宇航 男 镇江实验学校 初三 卢长龙 蔡慧

1 常州 吴涵之 女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1 常州 吴骏杰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顾治君

1 淮安 吴润泽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江榕春

1 镇江 吴玉阳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三 孙丹君 宾清

1 镇江 夏林锐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三 姜木根 丁彬

1 南京 肖国力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三 朱学兴 李楠楠

1 无锡 肖霖昕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初三 朱莉

1 常州 谢宇焜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1 盐城 徐慕鸿 男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三 谷爱清 陆一晗

1 连云港 徐士喆 男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延安校区 初二 王小红 徐正銮

1 南京 徐梓鸣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于露

1 常州 薛沁宜 女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一 林厚从 王苏娜

1 淮安 薛然之 女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一 马佳

1 淮安 杨晋宇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三 陈仕洪 王芳

1 无锡 杨瑞景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初二 俞金炎

1 淮安 尹支雨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 淮安 雍卓远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 常州 于旻扬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1 南京 于之航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初一 韩麟 纪滢

1 盐城 袁宇洋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卜明君 单红军

1 南京 张怀睿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史钋镭 于露

1 镇江 张天乐 男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初三 陶京璐 庄建中

1 扬州 张皓嘉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李正祥 钟晓鸿

1 淮安 赵子涵 女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江榕春

1 南京 赵聿祺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吴效时 史钋镭

1 常州 郑昕屿 男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王静 毛文意

1 盐城 周攀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陆晓维 卜明君

1 南京 周子钧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学校初中部 初三 徐安西 张海燕



1 南京 周奕菲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颜茜

1 淮安 朱达夫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 镇江 朱济庆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二 孙丹君 宾清

1 淮安 朱静 女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 盐城 朱毅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陆晓维 单红军

1 常州 朱哿予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王苏娜

1 淮安 於汉阳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 镇江 窦铭澍 男 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初三 高向敏

1 扬州 严景天 男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陈劲枫 缪七林

86 无锡 查凯文 男 宜兴市实验中学 初二 李战 顾雪英

86 淮安 陈国太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86 南京 陈劭谦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86 镇江 陈骐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二 丁彬 孙丹君

86 淮安 储彤 女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三 陈仕洪 王芳

86 扬州 丁文涛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李正祥 钟晓鸿

86 南京 费伟晨 男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初一 高建君

86 镇江 高雨萌 女 镇江实验学校 初三 卢长龙 蔡慧

86 南京 耿天成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张洪伟

86 苏州 顾子龙 男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初二 翁明杰 吴雪花

86 南京 何乃成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86 南京 姜睿哲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86 常州 蒋丛源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86 连云港 李宏达 男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初二 孙丽丽 仲晓洁

86 苏州 李天翔 男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初三 金志峰 叶宏斌

86 镇江 廖力辉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三 谭萍 丁彬

86 南京 林家栋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初二 吴宁 李丹

86 无锡 陆遥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初二 俞金炎

86 南京 马淑均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86 常州 施辰熙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86 镇江 史宇杰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三 宾清 谭萍



86 无锡 苏哲锴 男 无锡市湖滨中学 初三 鲍懿佳 施国林

86 淮安 孙嘉柏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陆平 马佳

86 淮安 陶逸桐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86 南京 王佳昊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史钋镭 于露

86 淮安 王旭阳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86 南京 吴冠辰 男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 初一 杜开春 王万清

86 淮安 徐鲸鹏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86 南京 徐霄同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86 连云港 杨轶群 男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苍梧校区 初三 孙丽丽 掌敏

86 无锡 易舒涵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初二 俞金炎

86 南京 游天明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史钋镭 于露

86 淮安 于锦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86 盐城 岳晋宇 男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三 谷爱清 李秀梅

86 南京 周瑞琳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86 苏州 周宇轩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86 常州 庄玮琦 男 常州市北郊初级中学 初三 赵柯 印喜麟

86 南京 汤玉吉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学校初中部 初二 徐安西 张海燕

86 扬州 许君同 男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陈劲枫 缪七林

125 常州 陆华均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沈贤

125 南京 薛梓屹 男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 初三 李薇

125 镇江 庄征远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二 丁彬 姜木根

128 连云港 陈启涵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初二 张丽

128 无锡 顾嘉宇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初三 魏一静

128 南京 王妙杰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于露

128 盐城 王瑞泽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周长锁 卜明君

128 泰州 张旭冬 男 靖江外国语学校 初三 包银梨 宋灿军

133 扬州 董义进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范伟霞 马永嘉

133 扬州 范岳林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李正祥 郑浩

133 连云港 胡益铭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初二 张丽

133 南京 华坤剑 男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初二 林晖



133 无锡 姜皓仁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初三 陈燕

133 南京 李硕睿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133 镇江 施润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二 孙丹君 陆留生

133 常州 唐若芸 女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欧云

133 淮安 王宁丰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马佳 陆平

133 无锡 杨熙晟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初二 秦晓兰

143 无锡 陆天翔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初三 魏一静

143 无锡 赵若帆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初三 张婷婷

145 镇江 纪以恒 男 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 初二 高向敏

145 淮安 李响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江榕春

145 淮安 刘宇凡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三 马佳 陆平

145 苏州 任飞 男 苏州市吴江区北厍中学 初三 戴震芳

149 扬州 陈方信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李正祥 钟晓鸿

149 南通 范宇辰 男 江苏省如皋市实验初中 初一 吴晖 范留平

149 常州 范羽轩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49 南京 廖梓轩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颜茜

149 南京 刘立成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154 盐城 蒋宇轩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单红军 陆晓维

154 南京 王泽同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刘家宝

154 常州 王昱涵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154 淮安 严逊 男 淮安外国语学校 初三 张三平 魏宏彬

154 常州 周子承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芦洁

159 常州 秦梓铉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60 宿迁 刘益杉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二 杨寅

161 常州 贡煜欢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欧云

161 宿迁 李彦阳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三 杨寅

161 南京 孙思远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初一 张健平 徐晖

161 镇江 王劼 男 镇江市丹徒区炎黄外国语学校 初二 徐海波 王智

161 常州 姚皓天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161 无锡 闵嘉宁 男 无锡市江南中学 初三 夏燕萍 任健



167 常州 曹熠辉 男 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初三 王静 周波

167 无锡 丁奕超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初二 高凌

167 连云港 韩达昊 男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延安校区 初二 徐正銮 徐林

167 扬州 汤亦文 男 扬州市江都区第三中学 初三 韩英 郑峰

167 扬州 王嘉懿 女 扬州市江都区国际学校 初三 高志敏 崔艺

167 无锡 徐致简 女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初三 朱莉

167 镇江 钟辰阳 男 丹阳市实验学校 初二 夏华芹 刘永锋

174 南京 陈星翰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史钋镭 于露

174 南京 冯韵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张洪伟

174 南京 胡家齐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张洪伟

174 南京 李辰璋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二 朱学兴 王孝东

174 镇江 刘小江 女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二 孙丹君 宾清

174 宿迁 谈沁卓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二 杨寅

174 扬州 田柯涵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李正祥 钟晓鸿

174 南通 王天淏 男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初二 王海平 曹刚

174 常州 韦骆飞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许晓伟

174 镇江 徐宇飞 男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初三 徐震 孙丹君

174 常州 杨朝坤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许晓伟

174 南京 于昕颜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李曙

174 常州 奚铭浩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芦洁

187 泰州 程玥怡 女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初二 谢志锋 陈爱云

187 南京 韩昊佑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史钋镭

187 镇江 聂晗 男 江苏扬中市外国语中学 初三 张金花 顾大成

187 南京 戚陶然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一 李岩 颜茜

187 南京 袁佳豪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史钋镭 于露

192 苏州 白宇杰 男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初三 秦亚兰

192 盐城 曹诗禹 男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二 谷爱清 杨苗

192 淮安 陈成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192 徐州 丁绍洋 男 新沂市第一中学 初三 袁福营 张同颖

192 苏州 方乐远 男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初二 齐腊生 胡成艳



192 常州 贺逸帆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王苏娜

192 南京 胡航瑞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二 朱学兴 王孝东

192 盐城 刘佳琪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陆晓维 周长锁

192 扬州 罗轶群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李正祥 钟晓鸿

192 南京 马煜轩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192 常州 潘亦新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一 林厚从 王苏娜

192 常州 谭逸扬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芦洁

192 南京 熊王昕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吴效时 于露

192 南通 徐堃 女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 初二 王海平 曹刚

192 常州 杨济源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陈亮

192 南京 杨文博 男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 初一 杜开春 王万清

192 南京 张劼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192 淮安 赵震宇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开明分校 初二 马佳 江榕春

192 南京 朱孝缘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初二 朱学兴 王孝东

211 苏州 费小刚 男 太仓市浮桥中学 初三 胡勇华

211 南通 顾范杰 男 江苏省海安县城东镇西场初级中学 初三 孙秀峰 许海兵

211 盐城 何诗禹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杨国军 单红军

211 苏州 何宇航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一 王建新

211 无锡 徐子劼 男 宜兴市实验中学 初一 李战 顾雪英

211 盐城 赵汉林 女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三 谷爱清 夏红玲

211 盐城 朱文轩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单红军 卜明君

218 苏州 白宇豪 男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初三 张春华

218 扬州 顾望辰 男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 初一 袁敏 王敏

218 扬州 王唯仲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范伟霞 马永嘉

218 南京 王永翔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周弋 史钋镭

218 南京 徐奕然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223 南京 翟天宁 男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初一 高建君

223 泰州 潘子妍 女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初二 谢志锋 张莉

223 扬州 徐振森 男 扬州市江都区第二中学 初三 赵雷 夏肖雅

223 苏州 许吴昊 男 苏州工业园区第十中学 初三 张树统 秦峥



227 宿迁 陈兴华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二 杨寅

227 徐州 储宣宇 男 新沂市第一中学 初三 袁福营 郭静

227 南通 崔屿杰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初三 倪诗律 季振辉

227 南京 杜征洋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颜茜

227 盐城 顾天禹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卜明君 单红军

227 南京 何治其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吴效时 史钋镭

227 淮安 刘礼奕笑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三 陈仕洪 王芳

227 南京 刘宇赫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吴效时 史钋镭

227 连云港 陆尧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初二 张丽

227 盐城 茅迦一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一 陆晓维 杨国军

227 盐城 沈果杨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单红军 陆晓维

227 连云港 王天也 男 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延安校区 初三 徐正銮 祝斌

227 盐城 王震冬 男 盐城市大丰区金丰路初级中学 初一 施政 陆峰

227 常州 徐乐原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227 南通 徐雅婧 女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初二 蒋春红 朱 艳

227 淮安 许如清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三 陈仕洪 王芳

227 盐城 张锡林 男 盐城市初级中学 初三 谷爱清 朱志勇

227 盐城 张泽骞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杨国军 周长锁

227 扬州 朱嘉诚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二 李正祥 钟晓鸿

227 常州 朱子佳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一 秦新华 朱春华

227 盐城 杨一帆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二 卜明君 陆晓维

248 镇江 顾弘晔 男 扬中市第一中学 初二 顾大成

248 镇江 卢笑天 男 镇江实验学校 初二 卢长龙 蔡慧

248 南京 阮雪彬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248 南京 张语洋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一 吴效时 史钋镭

248 苏州 朱佳茗 女 苏州市第三中学校慧成实验项目 初二 邵隽 周杨

253 宿迁 朱星宇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初二 杨寅

254 南京 马寅飞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李曙 曹蓉

255 南京 邹奕航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二 骆莹莹 张洪伟

256 无锡 李明喆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初二 张雪峰



256 南京 马蕤可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李曙

256 淮安 王健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清浦开明中学 初二 陈仕洪 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