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6日9:15-11:15 奇迹创意团队创意赛成绩公示

座位
号

团队名称 组别 姓名 编号 指导老师 总得分

T01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低段组 沈闻柠 BA001 施渭渭

77.5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低段组 孔令焓 BA002 施渭渭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低段组 左皓澄 BA003 施渭渭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低段组 叶宸语 BA004 施渭渭

T02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章煜昊 BA005 王思祺

75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黄安宸 BA006 王思祺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仲薏 BA007 王思祺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吴倾辰 BA008 王思祺

T03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陈杨菓儿 BA009 贾亚鹏

90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储诚茹 BA010 贾亚鹏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杨贻宁 BA011 贾亚鹏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樊海轩 BA012 贾亚鹏

T04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低段组 戴辰蹊 BA013 方孔明

68.5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低段组 叶润蝶 BA014 方孔明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低段组 刘天翊 BA015 方孔明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南嘉 BA016 方孔明

T05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程曼 BA017 温辛

66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奕帆 BA018 温辛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马一潇 BA019 温辛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邱潇燃 BA020 温辛

T06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瑞博 BA021 马志浩

85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沈陶家瑞 BA022 马志浩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冯雨桐 BA023 马志浩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薛清语 BA024 马志浩

T07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小学低段组 李伊涵 BA025 金洁莉

71.5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小学低段组 张梓迅 BA026 金洁莉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小学低段组 罗希文 BA027 金洁莉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小学低段组 肖成蹊 BA028 金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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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8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魏子熙 BA029 施杭婷

70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邵思诚 BA030 施杭婷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郑景腾 BA031 施杭婷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伍馨怡 BA032 施杭婷

T09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孙杨瑞 BA033 项曙意

80.5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金羽馨 BA034 项曙意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闻露 BA035 项曙意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周纯熙 BA036 项曙意

T10

禹航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张艺琼 BA037 邵睿敏

69
禹航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周麟桐 BA038 邵睿敏

禹航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林子懿 BA039 邵睿敏

禹航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汪浙 BA040 邵睿敏

T11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黄秋惠 BA041 杜绿英

67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吴芯 BA042 杜绿英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张展硕 BA043 杜绿英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林宥丞 BA044 杜绿英

T12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张馨瑶 BA045 杨占琴

82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王悠然 BA046 杨占琴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张多展 BA047 杨占琴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余乾行 BA048 杨占琴

T13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子骞 BA049 黄薇

70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低段组 刘翊楠 BA050 黄薇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低段组 于至泫 BA051 黄薇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低段组 堵筱雅 BA052 黄薇

T14

景和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智悠 BA053 施流萤

71
景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周梓汐 BA054 施流萤

景和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梓沫 BA055 施流萤

景和小学 小学低段组 黄子御 BA056 施流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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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马语萱 BB001 应琪

88.5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谢润轩 BB002 应琪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吴一诺 BB003 应琪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博弈 BB004 应琪

T16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岚翔 BB005 郑秀丽

78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金辰玥 BB006 郑秀丽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王一一 BB007 郑秀丽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高段组 徐铸 BB008 郑秀丽

T17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小学高段组 熊馨宁 BB009 李玉娟

77.5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小学高段组 张静宇 BB010 李玉娟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李让 BB011 李玉娟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杭行路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李筠昕 BB012 李玉娟

T18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高段组 徐创 BB013 陈楚

97.5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高段组 胡宇皓 BB014 陈楚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高段组 何紫萱 BB015 陈楚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高段组 徐晨茜 BB016 陈楚

T19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高段组 沈逸喆 BB017 方孔明

80.5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高段组 郑顾源 BB018 方孔明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高段组 田雨涵 BB019 方孔明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高段组 唐歆怡 BB020 方孔明

T20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方晨帆 BB021 张智勇

92.5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蔡旻朗 BB022 张智勇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袁萌 BB023 张智勇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高段组 李雨萱 BB024 张智勇

T21

余杭区良渚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刘宸熙 BB025 梅淑敏

85.5
余杭区良渚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孟泽锴 BB026 梅淑敏

余杭区良渚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丁佳雨 BB027 梅淑敏

余杭区良渚第二小学 小学高段组 骆梓安 BB028 梅淑敏



11月6日9:15-11:15 奇迹创意团队创意赛成绩公示

座位
号

团队名称 组别 姓名 编号 指导老师 总得分

T22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魏蓝 BB029 宋颖

81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费亦涵 BB030 宋颖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孙诗慧 BB031 宋颖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申王乐 BB032 宋颖

T23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朱晟锐 BB033 余晶晶

82.5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刘纾阳 BB034 余晶晶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陈思诺 BB035 余晶晶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谢彧 BB036 余晶晶

T24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小学高段组 习胜野 BB037 葛菁

88.5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小学高段组 徐嘉辰 BB038 葛菁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小学高段组 魏牧心 BB039 葛菁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小学高段组 李诺 BB040 葛菁

T25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高孝 BB041 马丽钦

78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冯泖钦 BB042 马丽钦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蒋语辰 BB043 马丽钦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高段组 林钰卓 BB044 马丽钦

T26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杨周烯 BB045 朱叶

86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单垲茜 BB046 朱叶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褚锦宸 BB047 朱叶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高段组 倪一然 BB048 朱叶

T27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姚晨菲 BB049 刘雪莲

82.5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邴子昊 BB050 刘雪莲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朱宋琦 BB051 刘雪莲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高段组 黄晓桐 BB052 刘雪莲

T28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徐瑾然 BB053 高丁凡

74.5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任昱嘉 BB054 高丁凡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葛恒赫 BB055 高丁凡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高段组 周诗涵 BB056 高丁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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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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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一釩 BB057 蔡明明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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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梓嘉 BB058 蔡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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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子熙 BB059 蔡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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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紫宸 BB060 蔡明明

T30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高段组 杨中麒 BB061 黄晓飞

0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高段组 叶子飞洋 BB062 黄晓飞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高段组 吴语蔓 BB063 黄晓飞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高段组 仲辰溪 BB064 黄晓飞

T31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沈嘉瑶 BC001 王蒙娜

89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张诗恬 BC002 王蒙娜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刘伟卓 BC003 王蒙娜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初中组 沈张宇 BC004 王蒙娜

T32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五中学 初中组 程思琦 BC005 邵盛凯

96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五中学 初中组 李家琪 BC006 邵盛凯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五中学 初中组 蒋烨恺 BC007 邵盛凯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五中学 初中组 朱天佑 BC008 邵盛凯

T33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沈卓妍 BC009 沈绪伟

92.5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邱吴凡 BC010 沈绪伟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潘阳 BC011 沈绪伟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 初中组 王琪琛 BC012 沈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