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校 年级
蒋思亦 爱菊小学 一年级
王馨远 爱菊小学 一年级
吴沐菡 爱菊小学 一年级
黄含章 金洲小学 一年级
吴炜麟 金洲小学 一年级
朱容影 金洲小学 一年级
周方晴 闵行万科双语学校 一年级
茆博文 南京金地未来学校 一年级
石津豪 南京金地未来学校 一年级
尹鑫程 南京金地未来学校 一年级
蔡之忻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陈蕴心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房嘉瑞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谷梦洁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刘京芝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刘乙萱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刘艺辰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陆芊含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骆芸熙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潘镜羽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任梓馨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尚书韵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沈奈儿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孙浠萦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伍    岩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许洛慈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杨晓禾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姚哲宸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张雅绮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朱佳奕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蔡大有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北校区） 一年级
邓明月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一年级
彭诗芸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一年级
王祎宁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一年级
易张宸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一年级
朱晨薇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一年级
符婧颜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一年级
黄   一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一年级
刘桉瑜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一年级
刘珈辰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一年级
唐怡萱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一年级
蔡沛欣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陈嘉茉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陈隽宇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陈睿昳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陈欣锴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戴重希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小低组晋级名单：



范智静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韩小楼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皇甫阳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季   鑫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焦明泽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李   波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李成钢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梁瑾瑜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刘雨莳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刘钰彤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孟晓燕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沈馨玥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沈智蕙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孙艺潋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田   卓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王丽君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王钦心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王紫悠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徐   芳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徐   菲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徐乐嘉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晏梓萱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姚逸欣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袁馨妍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张芮婷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周嘉仪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周思妤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朱曾涵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阮子芸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一年级
潘宸东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苏立言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姜芬芬 上海市宝山区行知外国语学校 一年级
曹一芃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一年级
顾恬帆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一年级
王泰然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一年级
王雅晴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一年级
严一茗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一年级
陈玥宇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郭茗叶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何龙轩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侯汇宸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李   溢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刘梓涵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瞿熙哲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孙静山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杨子捷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袁灏程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张若曦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赵思耀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钟雨岑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朱霈瑄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一年级
王辰尧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张   凤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一年级
吴秋晔 上海杨浦区翔殷路小学 一年级
石熙成 上海中学国际部 一年级
朱一飞 向阳小学 一年级
丁婧怡 新黄浦实验学校 一年级
李晨曦 新黄浦实验学校 一年级
徐天乙 逸夫小学 一年级
赵天钰 逸夫小学 一年级
李玥萱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一年级
冯欣怡 爱菊小学 二年级
殷嘉悦 爱菊小学 二年级
梁馨文 金洲小学 二年级
刘芷彦 金洲小学 二年级
熊一宁 金洲小学 二年级
严心迪 金洲小学 二年级
刘睿成 南京金地未来学校 二年级
王洛嫣 浦东新区观澜小学 二年级
姜晨邺 浦明示范附属小学 二年级
祁泽骏 上海金山杭州湾双语学校 二年级
蔡攸扬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黄   翛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姜行知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李欣仪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陆羽飞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吴梓谦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叶宁嘉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张君豪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朱子成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刘语辰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北校区） 二年级
王诗琪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二年级
周妤涵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二年级
陈   果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二年级
钮丽瑗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二年级
申天竺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二年级
苏米琪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二年级
吴馨语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二年级
伍奕菲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二年级
余宸霆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二年级
张轩菏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二年级
鲍思诚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曹苡萱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陈妃儿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胡安琪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胡逸耀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姜文馨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李佳颖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李奕萱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李毅辰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李紫涵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刘珈妤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齐浩钧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沈倍安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沈和乐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沈梦飞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孙芯瑶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王若可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王笑恬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严爱斐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张琳嫒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张邵伊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张渊涵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周楒杰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周熙悦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蔡泽文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陈绍君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陈思栩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陈馨旒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甘熠凡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郭尧悦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何佳骏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黄祖涵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陆曌禹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马弘毅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马芷悦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宁   修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宋诺辰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汤馨悦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田   原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王灏扬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王琰雯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王则铭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魏语杉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吴   超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夏   天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徐正宜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薛义骐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叶芷琪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张梦菀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张希言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张忻炫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张杨生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赵佳筠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周子蕴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朱俊豪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二年级
陈一菡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二年级
费宸祺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二年级
顾绯羽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二年级
陆凯睿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二年级



陆思颖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二年级
田瑷嘉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二年级
王语菲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二年级
徐   歌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二年级
杨云清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二年级
范祉延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宝山实验学校 二年级
黄艺涵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三实验小学 二年级
常恩姿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龚依晨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顾筱舒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韩鸣谦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刘岩扉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张杰瑞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秦匡毅 上海市第一中心小学 二年级
卓震坤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二年级
曾   进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陈   捷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陈晓涵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崔翔岳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冯乐君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郭宸叶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胡怡然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黄瀚宸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吕天骐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曹书睿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马一尘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毛钧昊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上官宸洋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吴婧萱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吴正谕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俞汇妍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张语珊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周锦和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周锦谦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陈宥谦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林致远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邵亦非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陶衍芃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晏筱娅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毕安琪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曾姝雅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陈安琪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陈诺一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单宇洋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高望博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高   珠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龚王宸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关欣彤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黄   佳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金诗锟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静可昕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孔余骞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李宝妍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李润桓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李芯妍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李裔轩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李泽宇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梁宸羽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梁伽昊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林垣翰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逯一诺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曲希垚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瞿小依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冉宸麟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沈茗玥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盛   祎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万熙妤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王星遥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王酉米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王语菲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闻人恩雅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闻奕澄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翁思哲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吴   岳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肖亚劼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谢菀晴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徐熹柚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徐逸菲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余盛君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张宸睿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张嘉钰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郑一通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周卓苒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周梓麟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朱   玲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朱明浩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朱雨寰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二年级
刘   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熊梓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许茹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二年级
陈恩泽 逸夫小学 二年级
赵韫和 逸夫小学 二年级
胡奕恒 金洲小学 二年级
沈陆璐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二年级
李秉泽 上海市静安区芷园路小学 二年级
柯千汶 爱菊小学 三年级
徐君霖 爱菊小学 三年级
周泰如 爱菊小学 三年级
陈芷彤 金洲小学 三年级
徐玮翎 金洲小学 三年级



周璐璐 金洲小学 三年级
张朵涵 明珠小学 三年级
房司飏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三年级
李姝涵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三年级
张琳珑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三年级
赵宥棋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三年级
柏泽轩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曹谨伊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陈星宇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李可言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李诗睿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李政霏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林尔乐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刘柏屹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刘腾远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刘子桐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彭思晏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沈子卿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孙辰瀚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魏芸熹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徐梓诺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姚念凤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张仲奕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郑博洋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周靖晞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朱   晞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朱   溪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胡佳怿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三年级
陈漱阳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盛曦雯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盛奕涵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王铎朵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王孟源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温岑菲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吴琤玙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俞雅琪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袁庭希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张珺潇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赵锦恩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三年级
鲍宇馨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龚柯瑜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胡煜钦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黄乐瑶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李曼瑄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林乐天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任妮琪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吴   悠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宋睿曦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蔡欣然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曹竫霄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陈颢元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陈若宁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佴琬瑜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姜语诺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鞠佳凝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孔德熙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李霍达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李依依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陆宇泽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倪浩宸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邵悦辰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陶怡然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田业弘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万雯婷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万奕之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王思懿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杨元贞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余嘉乐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周若琳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三年级
陈满怿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龚博宸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蒋仲正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梁曦翱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刘   洋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潘文临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曲馨雨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师一然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史一航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屠梓妍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吴慧凡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张敬涵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三年级
李泽钜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三年级
胡以信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倪正豪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钱奕逸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张云川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陆欣彦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三年级
王楒雨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三年级
康博喻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三年级
钱泓瑾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三年级
陈   龙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高婧暄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胡冉澄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鲁娅捷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潘家言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施品希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魏瑾瑜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吴舒臻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杨棨轩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尹玥儿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张乐仪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张梦玲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张瑞祥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三年级
敖子茜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鲍心祎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曹熙玥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崔芷瑄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代子琪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丁子尧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杜仁惠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冯裕柏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高晟杰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高乐成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高文则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顾芮儿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洪思为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侯骁隆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黄梦依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黄歆琳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黄宇童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黄紫橙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计晗庭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金恩羽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景怡然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李惜然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李昕源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李欣儿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林诺一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林书羽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娄煋晨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陆奕灏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罗浩天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马嘉欣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毛沐宁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梅祈牧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南程瀚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潘瑞齐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屈子皓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渠梓楠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全馨竹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任梓凌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施云潇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宋佳琪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宋依辰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苏近思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苏欣玥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孙珑睿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塔紫伶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王嘉懿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王天晓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危高羽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吴宥萱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吴雨轩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夏小禹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夏子淳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邢熙睿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闫君睿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严梓歆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晏若曦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殷子越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张宸瑜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张皓轩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张舒念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赵子熙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智   翊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周亦舟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周玥妤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朱夏瑶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朱子晨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卓   越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三年级
史训瑞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二村小学 三年级
陈泊霖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陈思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陈昱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崔才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董晨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韩雪晴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何其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胡珑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华昱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李   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李小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李悦菡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林承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林倬毅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刘宪霖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刘雨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卢楷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陆晨与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缪奕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沈夏弈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苏奕诚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孙诗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孙意尊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孙语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覃烨晟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唐欣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唐瑜钒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陶辰昕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王偲妤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王赫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王泽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翁予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谢昌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许柏淏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杨皓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叶一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益倩倩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张锦萱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张美睿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张文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郑丽媛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周润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朱睿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朱子若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祝卿清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庄涵驿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三年级
何昕蕾 同洲模范学校 三年级
陈文浩 铜川学校 三年级
褚玲珑 铜川学校 三年级
戴熙尧 铜川学校 三年级
邓晴兮 铜川学校 三年级
耿金睿 铜川学校 三年级
阮夏慕 铜川学校 三年级
王扉瑶 铜川学校 三年级
武歆予 铜川学校 三年级
忻子煊 铜川学校 三年级
张文渊 铜川学校 三年级
钟沁羽 铜川学校 三年级
林灏泽 新黄浦实验学校 三年级
陈梓欣 逸夫小学 三年级



姓名 学校 年级
陶奕霏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徐胤一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丁思予 爱菊小学 四年级
顾菀珣 爱菊小学 四年级
徐亦尧 金洲小学 四年级
许子涵 金洲小学 四年级
周忻妤 金洲小学 四年级
朱凌云 金洲小学 四年级
黄暄益 临汾路小学 四年级
丁羽辰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四年级
范欣怡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四年级
冯天岚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四年级
李浩诚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四年级
王梁煜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四年级
嵇彦宁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潘乐庭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沈知雨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袁晨骞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周雨曦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邓沁妍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四年级
卢雨晴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四年级
徐赛言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四年级
闵孝文 上海民办惠立学校 四年级
刘   双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潘奕同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彭嘉辰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孙昕怡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向牧辰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徐锦辰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徐逸辰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叶翃铭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张雅雯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张梓萱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郑伟涵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郑雨欣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庄济嘉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四年级
谷雨墨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顾舜博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顾哲涵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郭筱琪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胡奕洋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胡宇曦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黄若妍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刘昀皓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潘伊婷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钱   逖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汤雅彤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徐艾薇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小高组晋级名单：



徐逸阳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卓子乔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薛成蹊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陈梓熙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高逸阳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郭芷瑄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皇甫润妍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李晨源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李淑艾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李武艺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李    享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柳哲瀚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骆梓浩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倪梓皊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田沐雯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童若涵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汪喻阳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王泽麟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叶知秋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张峻溟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赵慕亭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郑    好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朱宇诚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四年级
吕子辰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四年级
瞿梦圆 上海浦东新区上南二村小学 四年级
张珂然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三实验小学 四年级
王云邈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袁也茗 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孙乐诚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岳昭仑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赵文睿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陈奕涵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糜思瑶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盛葳如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舒可馨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忻士云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叶卓文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周潘艾萌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四年级
蔡佳辰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符特珈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韩乐宸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黄茗煊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陆梓涵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沈逸玲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孙誉豪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魏思涵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徐    婕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徐若涵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许洭国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杨胤杰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鲁明月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沈天一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苏语萌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杨杰瑞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姚奕文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叶会旎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赵熙渊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朱旻翀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四年级
陈诗怡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程    霞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丁思衡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丁泽嘉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董雨琦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范昕芸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龚又晗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赖彦辰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李    静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李素娅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刘思慧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陆祉夽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麻诗涵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宋姝彤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孙语扬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孙煜玲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田昕卉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王天辰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吴佳茗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姚柏岑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姚思源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袁沁笛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张曜汇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赵梓丞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郑家烁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郑天诚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曹致远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四年级
俞彦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包飞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陈音妤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邓煊栎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丁恩硕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耿唯实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杭    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金揖云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李璟旻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李怡蕾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刘恩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刘奕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刘玥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牟易澄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寿宸皓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田宇宸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王海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王宽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王子诚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许竞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游琬菁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张一鸣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钟灵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钟晴奕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周诺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小学部） 四年级
孙先马 铜川学校 四年级
袁璟乐 铜川学校 四年级
沈馨悦 新黄浦实验学校 四年级
邵之含 逸夫小学 四年级
胡海婷 爱菊小学 五年级
李姝颖 爱菊小学 五年级
汤    宸 爱菊小学 五年级
王盈鑫 爱菊小学 五年级
吴萧潇 爱菊小学 五年级
张淇云 爱菊小学 五年级
蔡书妍 共康小学 五年级
翟天烁 金洲小学 五年级
傅浩哲 金洲小学 五年级
陆昊冉 金洲小学 五年级
王璇懿 金洲小学 五年级
张佳熠 金洲小学 五年级
张孝威 金洲小学 五年级
周梓煦 明珠小学 五年级
陈乐善 南京金地未来学校 五年级
孙煜轩 清水塘江湾小学 五年级
陈熠诺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五年级
汪馨悦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五年级
许佳怡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五年级
杜安琪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五年级
唐浩垠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五年级
蔡峻涵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杜欣徽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贺浩轩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洪婧宁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贾    茹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毛梓媛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倪若琳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沈翼如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双祉俨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王浚尧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吴荟凝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徐自安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薛子涵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迮君逸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朱驿菲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庄婉颐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林小栩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北校区） 五年级
刘阅微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五年级
宋奕文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五年级
邰歆漪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五年级
杨淏然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五年级
游沐谦 上海民办福山正达外国语小学（南校区） 五年级
蔡志豪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五年级
陈   恺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五年级
陈   煦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五年级
李璎洛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五年级
裘晨颉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五年级
奚嘉懿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五年级
任    然 上海民办彭浦实验小学 五年级
竺奕帆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陈    诺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崔彦恺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方奕斐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顾云祯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宦添睿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李若菡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芮绮卿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沈薏霏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苏黄维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严贞媛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杨砚迪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俞思源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袁若雪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张睿翔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赵博翔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朱泓瑜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邹梓禹 上海民办扬波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陈诗涵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程茗非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付佳鹭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孔德熹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田    蜜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王熠星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王倬然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许欣怡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康馨元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郑莉雅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朱昱齐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五年级
叶晨曦 上海市虹口区广灵路小学 五年级
谢其乐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五年级
谢愉晴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五年级
徐海桐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五年级
张笑慈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五年级
边子洋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
陈怡婷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



乐蕴昕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
刘朱爰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
吕尚喆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
乔朱帺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
孙阳翊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
严恕仁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
张文潇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五年级
黄语薇 上海市金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五年级
陈浩源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小学 五年级
陈玥灵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小学部） 五年级
陈宥好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戴欣萌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董若琳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冯少洵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冯奕玮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冯哲远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顾一心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郭亦铭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胡佳妮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黄    轩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李佳雨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李明豪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陆文雨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邵雨宸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沈思怡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孙欣逸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温    馨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翁启豪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项咏宁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肖    咲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徐子腾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颜子沅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姚琪雯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姚之乐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裔子辰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应依君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张嘉颖 上海市民办打一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曹    贝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曾悅嘉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陈沐瑶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范司彦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高羽泽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高裕茹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葛云嫣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贺文钦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江雨萱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黎    想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李柔颐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李润博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李兆扬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林    婷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林奕嘉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陆天琦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申一涵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石淳兮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孙桢露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王    琳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忻    然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徐知妍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尤浠文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于秦子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袁皓烨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张佳韵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张子轩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张梓琳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章佑瑄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朱    志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五年级
陈泓宇 上海市长宁区适存小学 五年级
王冰璇 新黄浦实验学校 五年级
郭甪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小学 五年级



姓名 学校 年级
蔡济竹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蔡天择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曹硙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曹子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陈家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陈钧杰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陈牧遥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陈    琦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陈奕彤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陈莹嘉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陈雨泽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陈远思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陈云铭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段冯博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范晴舟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冯博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龚    屹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顾瀚之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顾绮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郭隽瑶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何子翀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胡凯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黄涵茗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黄茜怡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吉雨知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季语悦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江南凌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姜荻尔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姜子祺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金桐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柯佳敏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李博约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李承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李沛洲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李熙妍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李正杨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梁馨仪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林嘉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刘承洲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刘静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刘文萱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楼佳琪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陆雨欣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罗海嘉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罗海榕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孟祥予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缪钰霖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钱承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初中组晋级名单：



钱星言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秦泽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施景怡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史嘉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宋芝娴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孙晨晨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孙浩天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孙雪荣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锁茂清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唐嘉暘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陶彦岑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王泓添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王    晶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王行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王懿舒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王玥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王岳洋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吴博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席涵毅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项思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谢安妮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谢予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徐安妮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徐浩然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徐悠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许宸洋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许津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许景宸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薛    铖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严世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俞佳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俞力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袁晨哲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袁睿喆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岳铠羽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张桉侨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张贺璌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张稼玥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张璐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张小行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张馨尹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张毓芯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赵梦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赵孝瑞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赵喆炎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赵紫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郑淇心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周子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朱宸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朱家毅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朱茗瀚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祝启宏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宗乐妍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六年级
鲍晨音 比乐中学 六年级
曹馨岚 梅陇实验中学 六年级
王俊杰 梅陇实验中学 六年级
吴    杰 梅陇实验中学 六年级
席安然 梅陇实验中学 六年级
杨宁佳 梅陇实验中学 六年级
黄毓丹 南京金地未来学校 六年级
章梓阳 南京金地未来学校 六年级
关墨涵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何丁言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何天跃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蒋宜廷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梁琦雯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刘怡葶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邵昕予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徐一琳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徐子涵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叶正轩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张依云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钟思佳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周珌霃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朱嘉颀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六年级
陈婳璟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曹钧陶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崔煦涵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高烜秾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耿嘉敏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顾羽瑄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侯晨润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李悦瞳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李芸萱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刘心仪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孟诗媛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钱映心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汤璐闻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魏楚禾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徐嘉圆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朱沁瑶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六年级
陈子涵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六年级
王洛馨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六年级
金润祺 上海市比乐中学 六年级
施玥翎 上海市比乐中学 六年级
徐弈玟 上海市比乐中学 六年级
李濮亦 上海市金山区世界外国语学校 六年级
安    逸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曹佳雨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季姝涵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廖仲禹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刘欣妍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刘奕文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盛    夏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张嘉佑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张沛达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郑思瀚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朱一诺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六年级
郑浩远 上海市梅陇实验中学 六年级
黄熠瑄 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 六年级
何    悦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六年级
任傲雪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六年级
师煜奇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六年级
宗欣妍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六年级
蔡文华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六年级
王千绘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六年级
蒋    好 上海市田林三中 六年级
卜祎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陈思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陈雨菲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陈    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董少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费天翔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冯诺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鞠文萱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李璟芊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刘笑彤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乔梓铃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施懿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孙斯煌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田倚丞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王乾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王维垣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魏语彤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吴沛儿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夏婧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肖艺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谢晨亮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徐子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朱宣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六年级
蔡沁妤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成昀达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丁丽嘉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府新儿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郝奕轩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黄若安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惠    宣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江佳纯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李雨轩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梁绎康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廖致杰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刘天雨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陆煜璋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罗欣源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满羽欣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潘欣语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彭泽儒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任沛琪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沈安言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沈梦湉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沈意澄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万    众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汪久紫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王翊桐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邬心绘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吴星漪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肖    赫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殷予擎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郁瀚宸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喻正庭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张美纶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张语宸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周奕郡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朱佳楠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朱雨槿 延安初级中学 六年级
李欣泓 姚连生中学 六年级
毕梓钧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蔡兴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范云扬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方振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高欣蕾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龚    译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何嘉玥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何欣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何亚静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侯澍芃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胡鑫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黄一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江浚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江秋燕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江依滢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李若妍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李思邈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李天皓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栗庆博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梁跃译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林文瑾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刘宇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卢欣钰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陆玮璘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陆艺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骆佳旖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倪瑞杰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潘泓玮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强子桓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裘子娴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任辰恺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沙桐旭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沈梦一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沈逸翎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沈    玥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施明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宋金褀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宋知嫒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孙颖俪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田海霖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万书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王沐轩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王舒维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王漪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王艺雯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王盈蕾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王则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王梓凌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王紫萱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魏乐行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吴凡诚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夏    添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项长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肖思予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谢了了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谢璐优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谢语芊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徐莫乔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徐慎祺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许宸畅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薛泽允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严雨泰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杨睿泽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虞子溪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袁翊婷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袁子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张诗雨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张闻悦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张昕蕾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张裔琳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张字恒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章紫萱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赵丰镐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赵嘉妮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郑思瑶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仲怡婷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周乐宸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周孟瑶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周思芸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周宜卿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周吟琦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周宇轩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周子骏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朱君杰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邹佳烨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韩宜庭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七年级
黄泽远 上海民办建平远翔学校 七年级
刘依依 上海民办建平远翔学校 七年级
宋致轩 上海民办建平远翔学校 七年级
熊子瑄 上海民办建平远翔学校 七年级
金佳莹 上海民办建平远翔学校 七年级
周旖旎 上海民办建平远翔学校 七年级
翁馨羽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七年级
吴思安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七年级
杜王滟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七年级
吉宇翔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七年级
王嘉祺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七年级
周泠希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七年级
王嘉睿 上海市比乐中学 七年级
汪乐洋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七年级
徐浩轩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七年级
徐随心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七年级
岳璨临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七年级
卢聆语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七年级
李娱悦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七年级
刘一飒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七年级
刘子涵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七年级
陆致加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七年级
吕一方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七年级
许怡涵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七年级
黄舒妍 上海市青云中学 七年级
严瑞媛 上海市青云中学 七年级
张一林 上海市青云中学 七年级
郑哲楠 上海市青云中学 七年级
陆正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宝山 七年级
鲍钱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毕佳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岑玥霖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曾子烨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陈天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陈吴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陈宇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杜木木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杜芯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方程澄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方萱沂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方    喆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高佩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耿    炎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桂仁喆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郭希臻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胡艺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胡艺龄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黄立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黄语博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黄钰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黄子沁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贾    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江思默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江松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柯昱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孔芊寒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李天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林子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苗志昕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牛宇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钱帅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邱一宸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沈睦染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苏怡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王珺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王沁澍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王天玥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王文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王奕婧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王毓歆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王韵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吴承霓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吴世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吴宜臻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吴奕瑄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吴哲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夏耘耘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肖煜坤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辛思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许谦毅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薛正懋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闫洲越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杨冯子珩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杨逸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杨子宴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俞超凡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俞    快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袁久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袁一萱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张家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张芃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张轩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张亦宣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郑博予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周世媛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周吴越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朱安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袁苏暄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 七年级
朱镜澄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七年级
魏    莱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 七年级
张依娜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 七年级
程鸣量 新黄浦实验学校 七年级
陈葭伊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陈薇亦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陈致远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陈昊鋆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杜安博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杜思纯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傅    裕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顾易安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何伊曼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黄陈之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金泓一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金昀宜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廖启哲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茅梓晗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潘彦文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朴善钊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沈琪皓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宋蔚廷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宋怡伽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孙呈烨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孙晴川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王佳巍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王润棠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王若涵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王梓东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谢宇宸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徐浩辅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徐子轩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徐梓萱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许一苇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姚昊玮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张静宜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张隽彧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张为源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赵赫一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朱谢宇松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朱釔名 延安初级中学 七年级
钱家萱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包苡安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陈捷熙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陈品诗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陈濡玥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陈思宇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陈星诺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戴志臣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单俊哲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董文心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范张铭一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管宸禾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韩栩然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韩宜辰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何欣妍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华天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江姿谊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金东恒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金雨婷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黎正刚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李孟君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李敏秀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李秭菁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刘容菲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罗东旭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马菁语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苗    圃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邱雨洛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任继进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沈嘉伊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沈一馨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束    衡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唐诗筠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万怡君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汪裕宸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王含蕾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王子麟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吴思辰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吴思嘉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吴宇仑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许    睿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杨昕灵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尤佳颖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于梓谦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郁    越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袁天朗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张璐菲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张睿卿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张姝桢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张文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张欣玲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章艺菲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赵黎露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朱融杰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庄思桦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左清宜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八年级
顾婧一 航华中学 八年级
曾梓城 上海民办建平远翔学校 八年级
蓝悦心 上海民办建平远翔学校 八年级
庞景文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八年级
张晋堂 上海民办新北郊初级中学 八年级
张子涵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八年级
丁梓晗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八年级
龚奕萌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八年级
赫一然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八年级
林睿怡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八年级
索菲亚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八年级
胡宸芯 上海市比乐中学 八年级
王黠文 上海市比乐中学 八年级
周    灵 上海市比乐中学 八年级
刘子旖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八年级
俞悦尔 上海市民办桃李园实验学校 八年级
唐铭炎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八年级
徐赫轩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初中） 八年级
高琳卓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韩    晨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蒋    喆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林乐涵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王睿晨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王子宸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王祖怡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魏怡萱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吴    解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吴宜霖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郑丹妮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朱丰瑜 上海市青云中学 八年级
应清芸 上海市五四中学 八年级
蔡雨轩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曹小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陈嘉正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邓景瑞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邓筱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邓怡妃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杜弘睿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龚子谕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郭    晓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何欣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黄佳睿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黄忻窈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黄予萱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江宸浩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姜    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康萱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李芯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李馨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李秀媛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李依镁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林佳颖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林睿恩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刘昊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刘米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刘若雅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卢敏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陆    畅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罗帷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孟子琛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莫    迟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聂显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强奕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任菲尔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邵俊贻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沈依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沈中麒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孙启哲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孙树煊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唐梓元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王铭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王若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王    肖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王欣怡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王馨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王子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谢心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徐稷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杨光峻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于    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俞    玥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张皓博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张奕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赵奕桥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八年级
金兌勳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 八年级
司丽丞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 八年级
陈致远 延安初级中学 八年级
顾佳辰 延安初级中学 八年级
黄子悦 延安初级中学 八年级
陆皓君 延安初级中学 八年级
陆俊宏 延安初级中学 八年级
司马萱 延安初级中学 八年级
王斯颐 延安初级中学 八年级



吴宇栋 延安初级中学 八年级
周    易 延安初级中学 八年级
王     乐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八年级
陈梓欣 比乐中学 九年级
黄大川 比乐中学 九年级
王懿暄 比乐中学 九年级
卞皓文 上海市比乐中学 九年级
倪    烁 上海市比乐中学 九年级
薛子涵 上海市比乐中学 九年级
张智俊 上海市比乐中学 九年级
史若兮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九年级
于子涵 上海市青云中学 九年级
沈薏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九年级
唐加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初中部） 九年级
宋羿赫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九年级



姓名 学校 年级
赵雪纯 枫叶国际 高一
李    璇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二
潘昊卿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二
张旻瑄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二
赵立人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二
朱景行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二
陈天岳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邓隽聆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方臻宇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何承霏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王馨茹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魏欣祺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杨文昊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张亦璠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朱欣婷 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 高一
陶靖怡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中职三年级
戴立弘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麻成杰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一年级
许越云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三年级
何智阳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三年级
翟佳韵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三年级
陈浚哲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一年级
丁文隽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一年级
胡    杨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一年级
陆圣逸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一年级
王志轩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一年级
奚羽彤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一年级
朱骏瑜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一年级
蔡隽涛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二年级
蒋    妍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二年级
李泰格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二年级
陆佳宜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二年级

欧阳欣喻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二年级
谢欣悦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二年级
王    静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三年级
张    悦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三年级
张孜旖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三年级
侯亚雯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一年级
吴昭漪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一年级
林儒阳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一年级
杩苏毅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一年级
聂延畅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三年级
施怡雯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二年级
杨心瑜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一年级
叶梓睿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二年级
张子乐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二年级
朱馨怡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 中职一年级
高    璐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剑桥部） 高二

高中、中职组晋级名单：



张    灵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剑桥部） 高二
陈诗雅 上海市宝山中学 高二
程欣瑶 上海市宝山中学 高二
孙念虎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中职二年级
刘宇晨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中职三年级
沈以乐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 中职三年级
黄翊瑞 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 高二
陈芊帆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二
李王燕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中职三年级
朱芷儀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中职二年级
施朝安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中职三年级
汪龙骥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中职三年级
周    硕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中职三年级
陈钰津 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 中职一年级
刘宇豪 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 中职一年级
马海博 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 中职一年级
盛张捷 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 中职一年级
张泽辉 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 中职一年级
朱容丞 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 中职一年级
高晨烨 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 中职二年级
张景奕 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 中职二年级
蔡冰洁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蔡若晨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黄伊婷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姜    炜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李凯贺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刘嘉奕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刘江月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刘    磊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孙梦杰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王凯屹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赵健皓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赵俊杰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赵思辰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朱俊涛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朱羿天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二年级
蔡骏祥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三年级
江金诺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三年级
戚慧妍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三年级
沈皓宇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三年级
吴雨晨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三年级
余若睿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三年级
袁泽恺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三年级
赵雨洁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三年级
郑    洁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三年级
陈政亦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高望龙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高艺洋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胡逸歆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黄文琪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卢    露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孟    艳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孙    欢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覃耀辉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汪    悦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徐麦瑞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严依芸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姚静怡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张佳妮 上海市贸易学校 中职一年级
鲁瑞雅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二年级
陈啸洋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二年级
戴立弘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贾亦真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李文韬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刘依凡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倪敏轩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王欧娜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吴嘉骏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张鸣达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郑佳妮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周鼎杰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周志杰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一年级
贾    妮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二年级
黎彦祎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二年级
汪昊天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二年级
王菁茗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中职二年级
马瑜婕 上海市市西中学 高二
赵泱泱 上海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中职二年级
方伊乐 上海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中职三年级
朱达力 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 中职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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