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6日14:30-16:20 奇迹创意个人赛小学高段、初中组成绩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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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葛宇希 AB001 应琪 75

A02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叶一锐 AB002 应琪 78

A03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章乐瑜 AB003 应琪 86

A04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高段组 许诗妍 AB004 施渭渭 72

A05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高段组 姜涵羽 AB005 施渭渭 59

A06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高段组 高夕桐 AB006 施渭渭 85

A07 余杭区百丈镇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郑米诺 AB007 吕克俭 75

A08 余杭区百丈镇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宏博 AB008 吕克俭 92

A09 余杭区百丈镇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梓钰 AB009 吕克俭 弃赛

A10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潘航 AB010 郭嘉兴 57

A11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董恺 AB011 郭嘉兴 56

A12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宇哲 AB012 郭嘉兴 59

A13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任浩天 AB013 郭嘉兴 67

A14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杨皓博 AB014 郭嘉兴 64

A15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泽楷 AB015 郭嘉兴 63

A16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汉玺 AB016 郭嘉兴 68

A17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楼畅逸 AB017 任梦甜 87

A18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喻梓浩 AB018 任梦甜 弃赛

A19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陈吴旻 AB019 任梦甜 86

A20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丁木 AB020 任梦甜 55

B01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马启睿 AB021 任梦甜 86

B02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刘昕翊 AB022 任梦甜 76

B03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陈梓萱 AB023 任梦甜 弃赛

B04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陈芷萱 AB024 任梦甜 59

B05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毛知行 AB025 任梦甜 58

B06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何泽意 AB026 任梦甜 56

B07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曾睿 AB027 陈洁茹 64

B08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润鑫 AB028 陈洁茹 63

B09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何思源 AB029 陈洁茹 83

B10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叶航硕 AB030 陈洁茹 81

B11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羲凡 AB031 陈洁茹 84

B12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杨恩曦 AB032 陈洁茹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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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陈宇宸 AB033 陈洁茹 64

B14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丁凯瑞 AB034 陈洁茹 80

B15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班睿泽 AB035 郑秀丽 58

B16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周家乐 AB036 郑秀丽 74

B17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沈羿天 AB037 郑秀丽 72

B18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任禹 AB038 郑秀丽 71

B19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丁博瑞 AB039 郑秀丽 70

B20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陈语萱 AB040 郑秀丽 67

C01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陈嘉铭 AB041 郑秀丽 65

C02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李晫豪 AB042 郑秀丽 89

C03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烨霖 AB043 郑秀丽 64

C04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田霏雨 AB044 郑秀丽 65

C05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黄可歆 AB045 郑秀丽 68

C06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邬若暄 AB046 郑秀丽 76

C07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小学高段组 吴张成 AB047 李玉娟 弃赛

C08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小学高段组 岑果 AB048 李玉娟 弃赛

C09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小学高段组 邱恩泽 AB049 李玉娟 弃赛

C10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小学高段组 吴张政 AB050 李玉娟 弃赛

C11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小学高段组 侯杰傲 AB051 李玉娟 弃赛

C12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高段组 褚昊哲 AB052 陈楚 87

C13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高段组 胡锦晟 AB053 陈楚 79

C14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高段组 徐梓潇 AB054 陈楚 80

C15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高段组 廉梓腾 AB055 方孔明 58

C16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杨可豪 AB056 方孔明 88

C17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高段组 章昊泽 AB057 方孔明 75

C18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杨铮 AB058 方孔明 70

C19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陈雨辉 AB059 汤梁瀛 65

C20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周紫萱 AB060 汤梁瀛 67

D01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俞悦 AB061 汤梁瀛 64

D02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李吴悠 AB062 汤梁瀛 60

D03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曾鹤汀 AB063 张智勇 62

D04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孟雨田 AB064 张智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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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5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章以勒 AB065 张智勇 78

D06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蒋金良 AB066 张智勇 72

D07 余杭区良渚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谈诗语 AB067 孟程唯 59

D08 余杭区良渚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庞语彤 AB068 孟程唯 74

D09 余杭区良渚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姜钰晗 AB069 孟程唯 58

D10 余杭区良渚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裘帏博 AB070 孟程唯 60

D11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第一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家兴 AB071 沈佳兰 弃赛

D12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包容宇 AB072 冯欣 62

D13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周丹妮 AB073 冯欣 61

D14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周姚轩 AB074 冯欣 弃赛

D15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陈丁辅 AB075 冯欣 84

D16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何毅凡 AB076 冯欣 85

D17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王艺博 AB077 冯欣 弃赛

D18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谢天祈 AB078 冯欣 76

D19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汪思哲 AB079 冯欣 弃赛

D20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吕亦轩 AB080 冯欣 59

E01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姜子依 AB081 冯欣 57

E02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李刘蔓青 AB082 冯欣 弃赛

E03 余杭区黄湖镇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伊昕 AB083 温怀敏 弃赛

E04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小学高段组 沈冠臣 AB084 金洁莉 56

E05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高段组 方宇浩 AB085 华佳希 74

E06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许方宇 AB086 余小红 57

E07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胡楷 AB087 余小红 54

E08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朱葛 AB088 余小红 70

E09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徐颢霖 AB089 余小红 59

E10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陈浩睿 AB090 余小红 67

E11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陈睿 AB091 余小红 73

E12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孙逸瑄 AB092 余小红 87

E13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泮昕冉 AB093 余小红 61

E14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玺皓 AB094 余小红 69

E15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郑茗皓 AB095 余小红 57

E16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赵梦萱 AB096 余小红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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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煜涵 AB097 余小红 55

E18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邵力子 AB098 朱叶 63

E19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方俊皙 AB099 朱叶 62

E20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冯依晨 AB100 朱叶 81

F01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吴昕雨 AB101 朱叶 76

F02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周子航 AB102 朱叶 82

F03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吴晨瑞 AB103 朱叶 84

F04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孙文泽 AB104 朱叶 70

F05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朱宸睿 AB105 朱叶 75

F06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周天心 AB106 施杭婷 72

F07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孙周全 AB107 施杭婷 83

F08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任骏逸 AB108 施杭婷 85

F09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徐启轩 AB109 施杭婷 68

F10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刘瀚哲 AB110 项曙意 90

F11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廖梓豪 AB111 项曙意 62

F12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郑乾境 AB112 项曙意 63

F13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高段组 陈昱帆 AB113 项曙意 68

F14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周才媛 AB114 楼雅楠 65

F15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袁恩麒 AB115 陈静 74

F16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沈锐泽 AB116 陈静 70

F17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沈思锐 AB117 陈静 61

G01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锦洲 AB118 陈静 76

G02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高段组 赵晨玲 AB119 陈琳 82

G03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卓玥 AB120 陈琳 84

G04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高段组 罗振宇 AB121 陈琳 70

G05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丁兰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夏楷洲 AB122 王梦昕 75

G06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丁兰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郑皓轩 AB123 王梦昕 72

G07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丁兰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钱冠凌 AB124 王梦昕 83

G08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丁兰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朱斯格勒 AB125 王梦昕 85

G09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丁兰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王思航 AB126 王梦昕 68

G10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丁兰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周祎 AB127 王梦昕 90

G11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丁兰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赏彦哲 AB128 王梦昕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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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高段组 马丽幸尔 AB129 黄薇 63

G1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陈瑾瑜 AB130 李俊瑛 弃赛

G1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周星辰 AB131 李俊瑛 65

G15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金育平 AB132 李俊瑛 74

G16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周王子 AB133 李俊瑛 70

G17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柳孝信 AB134 李俊瑛 68

H0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杨辰曦 AB135 李俊瑛 88

H02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李易轩 AB136 蔡明明 73

H03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杨玉泽 AB137 蔡明明 66

H04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南沐妍 AB138 蔡明明 62

H05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成梓玮 AB139 蔡明明 88

H06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朱辰 AB140 乔蔚然 弃赛

H07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钟言朴 AB141 乔蔚然 63

H08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高段组 刘轩诚 AB142 黄晓飞 74

H09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高段组 余靖瑶 AB143 黄晓飞 75

H10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高段组 孙辰逸 AB144 黄晓飞 68

H11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高段组 刘宇峰 AB145 黄晓飞 65

H12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高段组 鲍汶轩 AB146 黄晓飞 弃赛

H13 临平第一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厚威 AB147 朱丹婷 弃赛

H14 杭州市胜利小学 小学高段组 金言 AB148 侯晓蕾 弃赛

H15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林子覃 AB149 邵梦恩 弃赛

H16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孙兮农 AB150 邵梦恩 弃赛

I01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安琪 AB151 邵梦恩 55

I02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林扬凯 AB152 邵梦恩 弃赛

I03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季景翌 AB153 邵梦恩 54

I04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方博 AB154 邵梦恩 56

I05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岁颜 AB155 邵梦恩 弃赛

I06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芷依一 AB156 邵梦恩 50

I07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杨雨泽 AB157 邵梦恩 56

I08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高段组 郭子屹 AB158 邵梦恩 60

I09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赵家佑 AC001 王蒙娜 59

I10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孙思一 AC002 王蒙娜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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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1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李可欣 AC003 王蒙娜 65

I12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顾鑫 AC004 王蒙娜 66

I13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孟宇航 AC005 王蒙娜 56

I14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施宇哲 AC006 王蒙娜 58

I15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莫戈 AC007 王蒙娜 61

I16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何仁砚 AC008 王蒙娜 65

J01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莫泽恺 AC009 王蒙娜 62

J02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余思源 AC010 王蒙娜 59

J03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万梓涵 AC011 王蒙娜 64

J04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张铭岳 AC012 王蒙娜 63

J05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五中学 初中组 施滢滢 AC013 殳茵 90

J06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王宇杭 AC014 洪慧 72

J07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严宇晨 AC015 洪慧 85

J08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陈欣娜 AC016 洪慧 59

J09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王晨菲 AC017 洪慧 91

J10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潘祎 AC018 洪慧 87

J11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张俊豪 AC019 洪慧 61

J12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严沁凯 AC020 洪慧 弃赛

J13 杭州市清泰实验学校 初中组 徐烨 AC021 周显良 70

J14 杭州市清泰实验学校 初中组 陈鹏旭 AC022 周显良 50

J15 杭州市清泰实验学校 初中组 夏心怡 AC023 周显良 85

J16 杭州市清泰实验学校 初中组 张子瑜 AC024 周显良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