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级 班级 姓名 奖级 班级 姓名 奖级 班级 姓名 奖级 班级 姓名

一等奖 G1.2 王嘟嘟 一等奖 G2.1 李玥蒙 一等奖 G3.2 刘雨乐 一等奖 G4.1 施文萱

一等奖 G1.1 李英伦 一等奖 G2.2 贾艾薇 一等奖 G3.1 高  熠 一等奖 G4.1 黄子沁

二等奖 G1.1 陈奕冰 二等奖 G2.1 张诗涵 一等奖 G3.1 陈宇泽 一等奖 G4.1 金城顯

二等奖 G1.1 张允德 二等奖 G2.2 施怡萱 二等奖 G3.1 林灼鑫 二等奖 G4.1 郑如意

二等奖 G1.2 蔡忠衡 二等奖 G2.2 叶梓翀 二等奖 G3.2 邓宇城 二等奖 G4.1 黄怡芳

三等奖 G1.1 杨冰冰 三等奖 G2.2 仝浩程 二等奖 G3.2 谢榕峻 二等奖 G4.2 鲍姝合

三等奖 G1.2 谢松霖 三等奖 G2.2 项康乐 二等奖 G3.1 王思远 二等奖 G4.2 吴彦辰

三等奖 G1.1 陈梓硕 三等奖 G2.1 王书锜 二等奖 G3.1 黃紹洋 二等奖 G4.1 张馨仪

三等奖 G1.2 俞思源 三等奖 G2.1 张馨平 三等奖 G3.1 夏晓玥 三等奖 G4.1 陈子轩

三等奖 G1.2 吴允之 三等奖 G2.1 黄家俞 三等奖 G3.2 熊泽善 三等奖 G4.2 王吴同

三等奖 G3.2 张  涵 三等奖 G4.2 蔡沛荻

三等奖 G3.1 李馨雅 三等奖 G4.1 陈皓阳

三等奖 G3.1 张灵昕 三等奖 G4.1 陈思宇

三等奖 G3.2 熊泽恩 三等奖 G4.1 郭睿俊

三等奖 G3.2 王乐天 三等奖 G4.1 丛心雅

三等奖 G3.1 贺贺优明 三等奖 G4.2 季浩东

三等奖 G3.2 史书源

奖级 班级 姓名 奖级 班级 姓名 奖级 班级 姓名 奖级 班级 姓名

一等奖 G5.2 徐笑笑 一等奖 G6.2 张  彻 一等奖 G7.1 黄羽轩 一等奖 G8.1 王星冉

一等奖 G5.1 王森瀚 一等奖 G6.1 严嘉韵 一等奖 G7.2 郝福凯 一等奖 G8.1 王若雪

一等奖 G5.2 王峪宸 一等奖 G6.2 冯锦诚 一等奖 G7.1 林立峰 一等奖 G8.1 陈天行

二等奖 G5.2 崔享享 二等奖 G6.2 王一帆 二等奖 G7.2 吴一瀚 二等奖 G8.2 李坷瑩

二等奖 G5.2 陈坚峰 二等奖 G6.2 孙卓雅 二等奖 G7.2 许智明 二等奖 G8.2 李榆璇

二等奖 G5.1 李恩雅 二等奖 G6.2 郝佳佳 二等奖 G7.1 项天依 二等奖 G8.2 刘雨欣

二等奖 G5.2 李汶欣 二等奖 G6.1 陈敬慧 二等奖 G7.1 金宇朋 三等奖 G8.2 张馨月

三等奖 G5.2 李承霖 二等奖 G6.2 鲍珈合 三等奖 G7.1 朱子墨 三等奖 G8.1 李凯琳

三等奖 G5.1 李宇威 三等奖 G6.1 瞿成玮 三等奖 G7.2 刘梦凡 三等奖 G8.2 卢凯俐

三等奖 G5.2 孙伯阳 三等奖 G6.1 郝佳琪 三等奖 G7.1 王思迪 三等奖 G8.1 杜辅宁

三等奖 G5.1 王君婷 三等奖 G6.2 陈宇亮 三等奖 G7.1 郭钰钰

三等奖 G5.1 李昊澄 三等奖 G6.2 蔡沛桐 三等奖 G7.2 吴君鹏

三等奖 G5.1 陈天圆 三等奖 G6.1 陈仲然 三等奖 G7.1 陈诺延

三等奖 G5.2 翁璟宸 三等奖 G6.1 郑林杰 三等奖 G7.1 张文暄

三等奖 G6.1 黄羽彤 三等奖 G7.2 瓮璟潼

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

八年级七年级六年级五年级

祝

贺

华夏奔腾中文学校 

第二届中文口语三项全能比赛获奖名单 
2021-2022学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