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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青 少 年 科 技 中 心 

苏青科函〔2023〕7 号 

 

关于公布 2023 年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 
人才培养计划正式学员名单的函 

 
各设区市科协科普部、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机构： 

2023 年江苏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在南

京大学、东南大学等 28 家高校、科研院所及各设区市科协的

关心支持下，根据申报学员学科潜质测试及面试成绩，现已

确定 86 位学生为 2023 年江苏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

养计划的正式学员，他们将在自然基础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

指导下参加科学研究、学术研讨和科研实践，并开始为期一

年的培养任务。 

 

附件：2023 年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学员名单 

江苏省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管理办公室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代章）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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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省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设区市 学校 所属学科 导师 

1 陆奕臣 南京市 南京外国语学校 计算机 吴楠 

2 郭之菲 南京市 南京外国语学校 化学 董昊 

3 杨翊远 南京市 南京外国语学校 物理 吕俊鹏 

4 宋德泽 南京市 南京外国语学校 生物 李家璜 

5 畅原毅 南京市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物理 沈理达 

6 施国涛 无锡市 江苏省宜兴中学 计算机 方伟 

7 谢昊恩 无锡市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数学 李小玲 

8 沈诗成 无锡市 江苏省天一中学 计算机 方伟 

9 宋梓谦 无锡市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数学 李小玲 

10 费扬 无锡市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数学 李小玲 

11 张家腾 徐州市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计算机 侯漠 

12 常子衿 徐州市 徐州市第一中学 计算机 张晓强 

13 沈子程 徐州市 徐州市第一中学 生物 徐涛 

14 王闻卿 徐州市 徐州市第一中学 物理 罗宁 

15 葛胤亨 徐州市 新沂市第一中学 计算机 刘亚丽 

16 陈楚君 常州市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物理 陈秉岩 

17 吕霆轩 常州市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计算机 曹元 

18 林川博 常州市 常州市第一中学 化学 殷开梁 

19 周乐颜 常州市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物理 陈秉岩 

20 顾智铖 常州市 常州市第一中学 计算机 邱骏达 

21 陈奕恺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物理 陈弘达 

22 钟文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数学 吴臻 

23 周林轩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化学 徐政虎 

24 徐琪轩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计算机 邢建平 

25 薛宸 苏州市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生物 王毅军 

26 顾姝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生物 邓自发 

27 倪淏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化学 孙同明 



 

- 3 - 
 

28 刘建明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数学 黎野平 

29 徐欣睿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数学 陆海华 

30 顾顺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计算机 邵叶秦 

31 张亦弛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数学 孙林林 

32 张范范 南通市 江苏省启东中学 物理 许田 

33 王伊文 南通市 江苏省启东中学 化学 孟献华 

34 朱沐晗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物理 傅怀梁 

35 吴天钒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数学 周磊 

36 陶子辰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物理 仲崇贵 

37 高瑞泽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化学 戴红 

38 杨一轩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生物 汪保华 

39 王添成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计算机 华亮 

40 冯思语 连云港市 连云港高级中学 数学 吕小光 

41 杨皓文  连云港市 连云港高级中学 数学 於道 

42 侍学庆  连云港市 连云港高级中学 物理 王斌斌 

43 侯佳彤  连云港市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物理 王斌斌 

44 刘浩然  连云港市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数学 廖大见 

45 滕启睿  连云港市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物理 王斌斌 

46 吴俊橙 连云港市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数学 於道 

47 肖儒成 淮安市 江苏省淮阴中学 数学 刘蒙 

48 陆世豪 淮安市 江苏省盱眙中学 生物 王新风 

49 王冬阳 淮安市 江苏省清浦中学 生物 王新风 

50 程子健 淮安市 江苏省清江中学 物理 王骏 

51 孙韵雯 淮安市 江苏省清江中学 物理 王骏 

52 施力嘉 盐城市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物理 张志海 

53 柏奕辰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化学 茆福林 

54 袁博 盐城市 盐城市第一中学 数学 史雪荣 

55 王崔粲 盐城市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生物 赵卫红 

56 周昱嘉 盐城市 盐城市第一中学 物理 王晓华 

57 童逊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中学 物理 王强 

58 王韬宇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中学 物理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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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韦扬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中学 数学 张来 

60 张昊天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中学 物理 吴永萍 

61 孙梦琪 扬州市 江苏省扬州中学 生物 朱景宁 

62 段明翔 镇江市 江苏省大港中学 生物化学 闻燕 

63 洪天赐 镇江市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物理 姜松 

64 仲砥赫 镇江市 江苏省大港中学 物理 冯旭 

65 洪诸炎 镇江市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计算机 张明 

66 诸葛憬澎 镇江市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计算机 王丽娟 

67 杜佳乐 镇江市 江苏省镇江中学 物理 冯旭 

68 胡可瑜 镇江市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生物化学 闻燕 

69 李恩佑 镇江市 江苏省镇江中学 化学 梁旭 

70 吴宇涵 镇江市 江苏省镇江中学 物理 姜松 

71 周钰喆 镇江市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物理 冯旭 

72 唐俊 镇江市 江苏省大港中学 化学 梁旭 

73 周祖辉 镇江市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物理 冯旭 

74 林浩扬 镇江市 江苏省镇江中学 生物 石超文 

75 王佑 泰州市 泰州市第二中学 物理 王小羊 

76 孙一铭 泰州市 江苏省泰州中学 计算机 张川 

77 顾茗义 泰州市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计算机 张川 

78 杨吴奇 泰州市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中 计算机 张川 

79 王楷文 泰州市 靖江市刘国钧中学 数学 王明刚 

80 高季锴 泰州市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计算机 张川 

81 吴一凡 泰州市 江苏省兴化中学 物理 李晋斌 

82 张帅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中学 数学 李红玲 

83 朱峰锐 宿迁市 宿迁市泗洪中学 计算机 王志超 

84 诸镇辉 宿迁市 宿迁市崇文初级中学 计算机 陈林 

85 胡正远 宿迁市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工程 张岩 

86 卜秋月 宿迁市 沭阳县建陵高级中学 数学 李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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