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城市 姓名 性别 学校 年级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1 南京 陈孙立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1 南京 吴思扬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吴效时 史钋镭

3 常州 徐翊轩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曹文 周弘恺

3 南京 杨天祺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王静 徐安西

5 南京 唐彬峪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高二 朱学兴 王孝东

6 南京 杨骏昭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7 淮安 杨乾澜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三 薛志坚 赵亮

8 常州 堵君懿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三 曹文 周弘恺

8 常州 李骥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曹文 周弘恺

8 南京 谭竣文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王静 徐安西

11 常州 何乐晗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曹文 周弘恺

11 常州 孔瑞阳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13 扬州 宦皓然 男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初三 范伟霞 马永嘉

14 无锡 陈曦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三 俞金炎

14 南京 余泰来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吴效时 史钋镭

16 南京 戴言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16 南京 沃彦峰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18 苏州 王英豪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三 陈剑秋

18 南京 张一玎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王静 刘家宝

20 常州 杜伟桦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曹文 周弘恺

20 镇江 杨浩宇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二 荆晓虹 方俊

22 南京 陈以信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包凌琰



22 淮安 王品欢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孙丹丹

22 常州 王一权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25 常州 卞浏予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韩晓

26 南京 韩乐桐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初三 李岩 骆莹莹

26 常州 刘泓轶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26 南京 袁浩天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周弋 于露

29 南京 戴宇同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于露

29 南京 冯天澍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29 南京 杨予宸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二 滕建国 毕晓

29 苏州 张好风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一 陈剑秋

33 南京 徐子焓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王静 刘家宝

34 镇江 李至丹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二 荆晓虹 方俊

34 常州 王浩源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34 南京 薛成峰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于露

34 南京 殷九思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38 常州 胡沐彦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曹文 周弘恺

38 常州 徐若凡 女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曹文 周弘恺

38 苏州 许澔天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二 陈剑秋 吴育含

38 苏州 张翀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二 陈剑秋 赵俊

38 淮安 佟海轩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李凡

43 常州 王子涵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44 常州 李泽清 男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吴涵

45 扬州 程鹏志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二 刘翎 刘超

45 常州 陆明琪 女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曹文 周弘恺

45 镇江 吴梦迪 女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二 荆晓虹 方俊

48 连云港 刘书玮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高二 吕高见 王超

48 南京 陶重年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周弋 于露

48 南京 王宇峣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48 南京 王泽远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初三 葛新 胡滨

52 南京 罗碚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王静 刘家宝



52 苏州 王之坤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高一 赵锡娟 张小莉

52 常州 魏祎隽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52 常州 周泳晨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56 南京 沈照睿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56 无锡 夏海淞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高三 顾晓 吴欣东

56 常州 杨天晨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林厚从 张玲娜

59 常州 何泽林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59 盐城 朱瑞恺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61 常州 黄海烽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林厚从 张玲娜

61 无锡 邱天异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初二 俞金炎

61 苏州 沈逸凡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三 陈剑秋

61 无锡 孙迅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沈慧

61 常州 张弘弢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韩晓

66 南京 黄兴睿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周弋 于露

66 淮安 盛晟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二 薛志坚 孙丹丹

66 常州 孙诺舟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66 常州 王宇骥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曹文 周弘恺

66 常州 张皓然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曹文 周弘恺

66 常州 潘静远 男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高三 印清 徐星

72 常州 何宇涛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俞斌

72 南京 吕秋实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于露

72 南京 张龙文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王静 徐安西

72 常州 朱羽嘉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76 苏州 黄鹤飞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三 陈剑秋

76 盐城 潘东逸杰 男 江苏省盐城中学 高二 王伟 曹丽丽

76 南京 王嘉禾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王静 徐安西

76 南京 徐源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于露

80 常州 简嘉瑶 女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三 林厚从 吴涵

81 常州 陈元旻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81 盐城 葛中正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庞霞



81 南京 黄北辰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高二 葛新 胡滨

81 常州 刘响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韩晓

81 苏州 罗丽薇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二 陈剑秋 吴育含

81 常州 朱昊天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87 南京 蔡柠远 女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 初三 李薇

87 南京 颜泽禹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三 滕建国 王琦

87 盐城 郁青陟 男 盐城市大丰区新丰中学 高一 单志涛 陈鹏

87 南京 张庭瑞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周弋 于露

91 常州 陈政弛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曹文 周弘恺

91 南京 杜垠璇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周弋 于露

91 常州 汤乐天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91 常州 徐蒙源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俞斌

91 南京 赵放之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王静 徐安西

91 盐城 左鸿宇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三 陈鹏

97 淮安 江姜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谢诺

97 无锡 施彧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三 戴佐倩

97 常州 吴之琛 男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 初二 姚威

97 常州 肖宇涵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101 常州 陈柘宇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二 杨芳 许晓伟

101 南京 蒋承欢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一 滕建国 马振华

101 常州 戚珂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101 南京 王宇辰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三 滕建国 毕晓

101 常州 张子彦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106 南通 钱品亦 男 江苏省如皋中学 高二 吴晖 王光鹏

106 常州 张弛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06 南通 周鹤洋 男 江苏省南通中学 高三 葛勇兵 吴晓春

109 镇江 蔡坷呈 男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高二 顾大成

109 无锡 刁煜凡 男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三 王晓华 夏燕萍

109 盐城 施炎妍 女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朱华

109 常州 王星越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韩晓



109 苏州 袁天骏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实验部 初三 王建新

109 盐城 张汝嘉 男 江苏省滨海中学 高二 张友春

109 南京 张一驰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109 南京 张屹霄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二 周弋 于露

109 南京 郑祎凡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吴效时 史钋镭

118 常州 蒋一歌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18 常州 蒋潇鹏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韩晓

118 南京 李滕昊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118 常州 颜树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18 常州 张凯翼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俞斌

118 南京 赵一舟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124 常州 包龙昊 男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高三 杨志军 王建漳

124 南京 冯一帆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高一 朱学兴 王孝东

124 扬州 蒋楷文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二 倪震祥 吕境怡

124 扬州 李世衡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二 韩晨 刘超

124 常州 张少弘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129 淮安 刘梓涵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孙丹丹

129 无锡 陶俊天 男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高二 梁华 王震

129 苏州 吴佳熹 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高二 管赋胜 戴琴

129 常州 吴知远 男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高三 杨志军 周宏

129 常州 谢榛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朱春华

129 南京 杨逸鹏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吴效时 史钋镭

135 无锡 戴一帆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陈冀

135 扬州 范森然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一 倪震祥 刘超

135 常州 黄文浩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135 镇江 李衍君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一 荆晓虹 方俊

135 南京 李宗泰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135 常州 冉洋博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141 常州 汤修齐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朱春华

141 南京 赵源捷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吴效时 史钋镭



143 无锡 宋俊澔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宋敏毅

143 淮安 汪洵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谢诺

143 连云港 王韦淇 男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高三 王学涛 郝园园

146 南京 陈天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刘家宝

146 连云港 翟浩瑞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高三 张丽 陈伟

146 泰州 廖天一 男 江苏省泰州中学 高一 潘凌云 陈亮

146 常州 戚雨林 男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初三 杨芳 许晓伟

146 无锡 王智琪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三 俞金炎

151 泰州 卞曜洋 男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初三 谢志锋 戚正华

151 盐城 顾红卫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151 南京 刘易林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151 常州 潘云开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高一 秦新华 朱春华

151 南京 乔展荣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于露

151 淮安 袁钰杰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李凡

157 淮安 柏广凡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三 张厚林 吴华平

157 盐城 蔡方亮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朱国忠

157 南京 曹原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于露

157 无锡 顾哲涵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高三 顾晓 吴欣东

157 常州 季昕泽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157 南通 杨鼎 男 江苏省如皋中学 高二 吴晖 许旭

163 常州 丁彦杰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林厚从 张玲娜

163 南京 方铭宇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一 滕建国 毕晓

163 常州 蒋浩枫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163 南京 金鑫辰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163 淮安 唐煜昊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二 薛志坚 谢诺

163 常州 周皓晨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俞斌

169 南京 胡清阳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李曙 曹蓉

169 扬州 李懋良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一 卜忠飞 刘超

169 苏州 卢炜文 男 苏州外国语学校 高三 赵凌君 周晓燕

169 常州 裔家祺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69 常州 张成禹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174 盐城 陈铸豪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174 泰州 黄睿智 男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 初三 刁小芹 谢志锋

174 无锡 李涵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高二 顾晓 谢鑫丽

174 常州 林佳易 女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174 泰州 宋笑宇 男 江苏省泰州中学 高一 潘凌云 王蓉蓉

174 淮安 杨镇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三 张厚林 吴华平

174 无锡 诸人豪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一 刘素珍

181 镇江 陈赫南 男 江苏省大港中学 高二 孟兆娟 王智

181 常州 成华睿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二 秦新华 朱春华

181 淮安 李成蹊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二 薛志坚 李凡

181 南通 施钧瀚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高二 倪诗律 李海磊

181 南京 苏博南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刘家宝

181 南通 王是骁 男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高一 王祖根 任宏梅

181 常州 吴逸帆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188 盐城 陈辰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三 陈鹏

188 常州 陈柯莹 女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188 无锡 丁笑宇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二 昌荣

188 无锡 黄彦玮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三 戴佐倩

188 淮安 刘仁泉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赵亮

188 南京 刘霄宇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高三 杜娟娟 梁文超

188 南京 刘珩歆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一 滕建国 毕晓

188 南京 潘浩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吴效时 史钋镭

188 镇江 徐君阳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二 荆晓虹 方俊

197 扬州 路修远 男 江苏省江都中学 高一 陈忠 佘丽萍

197 南京 夏凡越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197 无锡 朱吉羽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高三 项以江 严园园

200 镇江 胡若凡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一 荆晓虹 方俊

200 南京 蒋云豪 男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高三 陶燕 袁京莉

200 常州 谢辰杨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200 镇江 殷天逸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一 荆晓虹 方俊

200 盐城 张轩豪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二 陈鹏

200 南通 朱楠 女 江苏省如皋中学 高三 吴晖 许旭

206 南通 李颖 女 江苏省如皋中学 高三 吴晖 王光鹏

206 南京 刘天畅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高二 梁文超 张钰

206 常州 刘雨炳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206 苏州 张韬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高二 郭松柏 蒋霞

210 盐城 卞宇雯 男 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三 陈鹏

210 无锡 丁优龙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高二 顾晓 褚玉婷

210 南京 范泽玥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210 常州 冯绪杰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三 吴涛 薛莺

210 南京 李明止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高三 陈雅蓉 余晓珺

210 南京 李钦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刘家宝

210 南通 沈亚洲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高二 倪诗律 王勇

210 无锡 时鹏扬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一 俞金炎

210 淮安 赵伯阳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赵亮

210 连云港 赵翔宇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高三 张丽 陈伟

210 常州 赵奕达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221 无锡 程天纬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二 昌荣

221 常州 高文皓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221 常州 胡致尧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韩晓

221 南京 李逸晨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包凌琰

221 盐城 张天乙 男 江苏省盐城中学 高二 王伟 姚佳俊

226 连云港 陈楚恒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高二 吕高见 王超

226 常州 顾贶一 男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高三 杨志军 周宏

226 南京 黄晓涵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二 滕建国 朱杰君

226 苏州 黄信臻 男 江苏省常熟中学 高一 陈志明 何险峰

226 宿迁 姜宁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二 杨寅 范丽娟

226 南京 江婉婷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226 常州 蒋永溢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226 南京 李开锴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刘家宝

226 常州 刘宇扬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226 常州 吕子楠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226 淮安 张天翼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孙丹丹

226 南京 周晓玥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238 常州 刘奕辰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韩晓

238 镇江 陶禹成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高一 马骋 王双军

240 常州 胡阳 男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印清 孔繁鹏

240 扬州 李龙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三 张心怡 刘超

240 南京 明嘉浩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240 常州 杨雨怡 女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高三 杨志军 夏彩英

240 常州 朱舟 女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245 镇江 方禹舜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二 荆晓虹 方俊

245 南京 刘瀚文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高一 余晓珺 梁文超

245 无锡 杨天钰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二 昌荣

245 泰州 杨泽华 男 江苏省泰州中学 高二 潘凌云 王蓉蓉

245 连云港 于轩浩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高二 吕高见 王超

245 南京 周轶凡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251 南通 方笑添 男 江苏省如皋中学 高二 吴晖 许旭

251 南京 王子琛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251 无锡 姚竹风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二 昌荣

251 扬州 虞泽宽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三 倪震祥 韩晨

251 无锡 俞霁阳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张雪峰

251 扬州 朱家辰 男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 初三 韩英 张东明

序号 城市 姓名 性别 学校 年级 指导教师1 指导教师2

1 无锡 陈旭阳 女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二 昌荣

1 镇江 陈昱辰 男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高二 顾大成



1 南通 金宸 男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高二 孙秀峰 仲勇

1 常州 张皓 男 常州外国语学校 初三 秦新华 朱春华

5 南京 陈雨昂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5 扬州 丁雁龙 男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张雪晴 顾青

5 苏州 陆家诚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高二 陈剑秋 赵俊

5 宿迁 马文洁 女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二 杨寅 范丽娟

5 南京 彭章荣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包凌琰

5 南京 田力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二 滕建国 毕晓

5 宿迁 夏博杰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二 杨寅

5 南京 张绍易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一 滕建国 马振华

5 镇江 张永康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高二 马骋 王双军

14 淮安 丁骁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三 张厚林 吴华平

14 南京 刘佳睿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一 滕建国 毕晓

14 常州 沈俊儒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14 常州 宋博文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14 无锡 肖臻鸿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二 昌荣

14 连云港 张乃仁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高一 葛兰兰 吕高见

14 淮安 周辰宇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二 薛志坚 谢诺

21 镇江 李沛泽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初三 荆晓虹 方俊

21 宿迁 裴天一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二 杨寅 杨帅

21 无锡 王文韬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一 昌荣

21 镇江 项小龙 男 江苏省大港中学 高三 孟兆娟 王智

21 南京 徐笑阳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于露

26 镇江 曹云帆 男 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一 叶飞 于海燕

26 南京 曹奕阳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26 南京 陈昱同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初三 周弋 于露

26 连云港 王馨 男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高二 祁志强 祁进

26 盐城 朱轶伦 男 江苏省盐城中学 高一 高士娟 沈文昊

31 无锡 陈添豪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韦胜洪

31 扬州 陈逸彤 女 江苏省邗江中学 高二 徐峥 王影



31 南京 戴思阳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31 淮安 方诚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李凡

31 南京 冯子烨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刘家宝

31 南京 顾枢衡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包凌琰

31 常州 韩钧超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俞斌

31 泰州 夏绍然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高一 徐炜 何丹

31 常州 瞿文卿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曹文 俞斌

40 南京 曹家齐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40 镇江 孔典 女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一 荆晓虹 方俊

40 淮安 李尧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赵亮

40 常州 吴亦梵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俞斌

40 宿迁 谢志恒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二 杨寅

40 南京 叶顺龙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三 滕建国 朱杰君

46 徐州 蔡金航 男 新沂市第一中学 高三 袁福营 何凤芹

46 南通 蔡学志 男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高二 孙秀峰 仲勇

46 苏州 陈雨航 男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高二 张兴 徐丹

46 南通 华文翰 男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高一 孙秀峰 仲勇

46 镇江 黄旭 男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高三 顾大成

46 镇江 陆嘉棋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一 荆晓虹 方俊

46 盐城 王晨阳 男 江苏省东台中学 高二 朱世华 王晓霞

46 苏州 王璐瑶 女 江苏省震泽中学 高二 顾建荣

46 常州 许轩诚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俞斌

55 盐城 卞成旭 男 江苏省盐城中学 高二 王伟 戴芳铭

55 宿迁 顾宇新 女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二 杨寅 吴宁宁

55 常州 金学诚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二 吴涛 薛莺

55 常州 潘飞宇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俞斌

55 常州 施玥 女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55 无锡 孙田同 男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一 张月香 王晓华

55 南通 吴水木 女 江苏省如皋中学 高一 吴晖 王光鹏

55 连云港 吴宇骐 男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高二 曹毅 夏兴竹



55 无锡 徐逸辰 男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 高三 张义江 朱松

55 苏州 郑舜禹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高二 王荣生 张小莉

65 淮安 范书嘉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65 南京 何天舒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65 南京 李骏豪 男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高二 张洁

65 南京 陆昱翀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高二 朱学兴 王孝东

65 镇江 吴昌鲡 男 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三 叶飞 于海燕

65 无锡 周凌松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韦胜洪

65 苏州 周子涵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高二 郭松柏 蒋霞

72 无锡 陈青云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高二 顾晓 谢鑫丽

72 南京 崔泽昂 男 南京市中华中学 高三 葛伟江 朱熙春

72 无锡 龚可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高一 项以江 严园园

72 徐州 钱玥竹 女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高一 代苏建 陶江

72 淮安 秦琪森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谢诺

72 苏州 薛飞乐 男 江苏省黄埭中学 高三 王荣生 王旭

72 苏州 张安驰 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高二 管赋胜 戴琴

72 常州 赵若愚 女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高三 杨志军 夏彩英

80 苏州 靳琦清 男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高一 黄伟华 许叶青

80 无锡 谢晓阳 男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高三 陈晓红 符学斌

80 连云港 殷振翔 男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高一 祁志强 韦有磊

80 盐城 朱骏卿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84 苏州 黄仪 女 江苏省黄埭中学 高三 王荣生 王旭

84 镇江 戎俊杰 男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高二 张晶 黄梅

84 无锡 赵梓尧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张婷婷

87 苏州 陈业元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高一 赵锡娟 张小莉

87 常州 陈亦何 女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87 无锡 刘吴俊哲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高一 刘素珍

87 盐城 马建华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三 陈鹏

87 南京 马宇轩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三 滕建国 王琦

87 镇江 薛雨婷 女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高二 顾大成



93 扬州 顾竣凯 男 江苏省邗江中学 高一 徐峥 姜鑫

93 淮安 李洋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95 镇江 陈博功 男 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三 叶飞 于海燕

95 镇江 陈杨 男 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二 叶飞 于海燕

95 盐城 陈宇豪 男 江苏省盐城中学 高二 蒋庆 陈立军

95 无锡 李明嘉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三 沈慧

95 南京 马翰飞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一 滕建国 马振华

95 扬州 涂竞一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二 倪震祥 刘超

95 无锡 王宸绪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高二 顾晓 吴欣东

95 淮安 相宇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95 无锡 谢岱佑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马畅

95 无锡 张惠泉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高一 项以江 严园园

95 无锡 张聿辰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陈冀

106 南京 金苏玥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吴效时 史钋镭

106 淮安 梁致远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三 张厚林 吴华平

106 南京 朱宇阳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二 滕建国 朱杰君

109 连云港 陈雷鸣 男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高三 成育鸣 贺巧虹

109 南京 陈芊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三 吴效时 史钋镭

109 无锡 戴丞盛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张婷婷

109 南京 吕泓涛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刘家宝

109 无锡 陶彦博 男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二 张月香 夏燕萍

109 扬州 夏子煜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三 唐荣荣 刘超

109 无锡 余玥霖 女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一 王晓华 张月香

109 镇江 朱泽中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高二 马骋 王双军

117 南通 陈楚燚 男 江苏省如皋中学 高三 吴晖 许旭

117 盐城 陈雪阳 男 江苏省盐城中学 高一 高士娟 黄勇

117 连云港 尚子皓 男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高二 乔庆磊 姜秀珍

117 淮安 王信元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赵亮

121 常州 韩一骏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高一 吴涛 俞斌

121 扬州 黄晴川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三 倪震祥 刘超



121 南京 李清远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李曙 曹蓉

121 南通 刘思成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高二 倪诗律 李海磊

121 扬州 徐靖童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二 倪震祥 刘超

126 盐城 刘浩宇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126 无锡 童尚 男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三 王晓华 任健

126 苏州 许一凡 男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高二 彭仁杰 贺云仙

126 淮安 左敬鹏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孙丹丹

130 宿迁 黄杰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一 杨寅 吴宁宁

130 南京 黄今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王静 刘家宝

130 无锡 刘靖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高二 顾晓 褚玉婷

130 盐城 陆云天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130 无锡 张景桐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宋敏毅

130 无锡 朱凌峰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高二 项以江 严园园

136 泰州 白韬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高一 徐炜 丁宁

136 连云港 姜厚瑞 男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高二 王维香 郭祥兵

136 常州 江澳满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一 林厚从 吴涵

136 南京 江煜天 男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高一 路备战

136 徐州 路一鸣 男 江苏省徐州高级中学 高二 黄平 万林

136 南通 薛皓予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高二 倪诗律 季正辉

142 徐州 李奕潇 女 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蔡可钊 禹晓冬

142 南通 王宸宇 男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高一 任茉莉 陈海风

142 宿迁 吴桐树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一 杨寅

145 常州 金益凡 男 常州市第二中学 高一 许冰

145 苏州 李志远 男 苏州外国语学校 高三 赵凌君 周晓燕

145 盐城 刘晞昀 女 江苏省盐城中学 高一 高士娟 陈迎春

145 扬州 田嘉禾 女 江苏省扬州中学 高一 倪震祥 刘超

145 泰州 王锐臻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高一 徐炜 范晓波

145 无锡 杨涵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高二 顾晓 褚玉婷

145 南京 杨哲睿 男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高二 刘佩华 袁京莉

152 淮安 蔡馨遥 女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李凡



152 镇江 鄂贝宁 女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高二 顾大成

152 镇江 荆顾伟 男 江苏省大港中学 高二 孟兆娟 王智

152 南京 钱可鸣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效时 史钋镭

156 镇江 何翼洋 男 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二 叶飞 于海燕

156 常州 黄思越 女 常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林厚从 张玲娜

156 南京 马思博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二 李曙 曹蓉

156 南通 赵周晨 男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高二 孙秀峰 仲勇

160 镇江 杨一恒 男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高二 张晶 黄梅

161 常州 曹亦佳 女 常州市正衡中学 初二 林厚从 曹文

161 淮安 陈竞远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孙丹丹

161 南通 戴懿翔 男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高二 任茉莉 陈海风

161 苏州 卢昊飞 男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高二 彭仁杰 贺云仙

161 盐城 徐安普 男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高一 陈鹏

161 南京 张珂元 男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高二 刘萍

161 连云港 朱泓熹 男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高二 王启君 赵秋红

168 泰州 丁航 男 江苏省泰兴中学 高二 刘晖

168 南京 郭稼逸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二 滕建国 朱杰君

170 徐州 杭思彤 女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高一 江梅春 盛宇

170 无锡 汤骏 男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一 王晓华 施国林

170 扬州 张静远 男 江苏省邗江中学 高一 徐峥 姜鑫

170 无锡 朱秦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三 王伟

174 泰州 陈俊杰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高一 徐炜 戴德军

174 镇江 谷阳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高三 马骋

174 泰州 刘嘉铖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高一 徐炜 王秀华

174 徐州 鹿博文 男 徐州市第七中学 高一 索志豹 刘敏

174 淮安 苗森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174 徐州 孙翾栋 男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高二 董天佑 邵洪辉

174 苏州 孙路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高一 赵锡娟 张小莉

174 镇江 汤思远 男 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二 叶飞 于海燕

174 镇江 宣孝卿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高一 马骋



174 连云港 仲科霖 男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高二 方绪东 潘宁

174 扬州 祝凌峰 男 江苏省江都中学 高二 陈忠 佘丽萍

185 徐州 帅奕航 男 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胡宏 石磊

185 苏州 王凯伦 男 昆山陆家高级中学 高二 许旭 卢琛

187 徐州 梁天宇 男 江苏省徐州高级中学 高三 黄平 王培

187 淮安 沈志元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187 淮安 张培宇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李凡

190 扬州 乔子昂 男 江苏省邗江中学 高一 徐峥 金婧

190 泰州 沈杰 男 江苏省黄桥中学 高二 戴海源 丁永琦

190 扬州 时微淳 男 江苏省扬州市新华中学 高二 夏宇 孙菲

190 无锡 严嘉禾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二 王伟

190 常州 张昕铭 男 常州市第二中学 高一 许冰

195 无锡 包迦明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高一 顾晓 谢鑫丽

195 泰州 丁宇轩 男 江苏省姜堰第二中学 高二 于秀梅 何蓉

195 扬州 李青仪 女 江苏省邗江中学 高二 徐峥 王影

195 淮安 刘鑫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三 张厚林 吴华平

195 苏州 施雨晨 女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高二 黄伟华 金家龙

200 镇江 丁菲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二 荆晓虹 方俊

200 镇江 贡星宇 男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高一 荆晓虹 方俊

202 镇江 陈宏达 男 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二 叶飞 于海燕

202 徐州 崔子洋 男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高一 吕文 梁琼

202 镇江 黄志豪 男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高二 张晶 黄梅

202 无锡 马启超 男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三 马畅

202 淮安 王加宇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202 无锡 尤灵辰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高二 项以江 严园园

202 宿迁 赵俊翔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一 杨寅

202 宿迁 邸凯旋 男 江苏省泗洪中学 高一 杨寅

210 淮安 梁晋恺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210 南通 刘泽昊 男 江苏省南通中学 高二 葛勇兵 吴晓春

210 淮安 邵玲丽 女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213 淮安 潘玮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213 苏州 许嘉城 男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高一 吴静亚

215 镇江 邵昱尧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高二 马骋

215 淮安 汤岐钰 女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215 淮安 朱崇智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218 徐州 陈克凡 男 江苏省运河中学 高二 王克华 任倩

218 淮安 李恒宇 男 江苏省淮阴中学 高一 薛志坚 赵亮

218 镇江 宋浩南 男 丹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刘春霞

218 扬州 徐杨世杰 男 江苏省高邮中学 高三 吴加忠 郭燕

222 淮安 柏旭 男 江苏省金湖中学 高二 张厚林 吴华平

222 苏州 陈松 男 江苏省黄埭中学 高三 王荣生 王旭

222 徐州 梁修硕 男 徐州市第三中学 高二 刘海平 徐信

222 宿迁 刘子宸 男 江苏省宿迁中学 高二 尚斌 高寒

222 无锡 邱熠杨 男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三 张月香 鲍懿佳

222 徐州 陶雨薇 女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高一 钱俊浩 秦秀梅

222 徐州 袁辰瑜 男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高一 王晖 盛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