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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教 育 局
苏州市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苏州市委机要保密局
苏教基〔2021〕22 号

关于第三届“国安杯”中小学国家安全主题
微视频和绘画评选活动获奖名单公布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教体文旅委），各直属学校：

为了进一步高质量、创造性地推进落实我市中小学国家安全

教育，苏州市教育局、市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苏州市委机要保密局（苏州市国家保密局、苏州市国家秘密

管理局）联合组织开展了第三届“国安杯”中小学国家安全主题

微视频、绘画评选活动。活动共收到微视频作品 119 件，绘画作

品 4922 件。

经专家评审，共评选优秀主题微视频项目一等奖 14 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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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届“国安杯”中小学国家安全
主题微视频、绘画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优秀组织奖（7 个）

姑苏区教育体育和文化旅游委员会

张家港市教育局

吴江区教育局

高新区教育局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优秀视频项目

一等奖（14 件）

吴倩倩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小学

钱致衡 张家港市凤凰中心小学

刁一琪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王丽 苏州高新区文星小学校

凌梦霞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实验小学

陆林花 苏州市吴中区东湖小学

王怡、李婷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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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意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季慧君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香山实验小学

卲建岚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俞舒雯、宋亚玲、盛敏捷 张家港市泗港小学

侯璐 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小学

李雨蕾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香山中学

高君宁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二等奖（32 件）

程秀凤 苏州市吴中区吴淞江实验小学

张思伊、陈莲玉、金晨哲、梁怡悦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

唐裕红 苏州市吴江区绸都小学

陆玉蓉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张静怡 苏州市吴江区北厍小学

郑佳力、袁一楠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缪静文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钟晓 张家港市港口学校

陈静 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

屠清妍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吴洁怡 苏州高新区达善小学校

李君瑜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沈高竹 苏州市学士中心小学校

陈芷苑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黄海湖 张家港市泗港小学

钱华、徐慕洁 张家港市凤凰中心小学

孙凤 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

谭怡巍、徐晓、吴晨彦 张家港市凤凰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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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婕 张家港市第六中学

刘琴、沈思婷、钮梓悦、胡苏琬、刘继航、王珑、宁馨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俞志诚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庄成 苏州市吴江区绸都小学

杨映 太仓市璜泾镇王秀小学

赵玉洁 张家港市凤凰中心小学

韦润亮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卫思涵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陈璐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甫里中学

王梦娇 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小学

沈依能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

王昱婷 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学

谢财福 昆山市石浦中心小学校

陈晨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三等奖（43 件）

邵依依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心小学校

肖月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香山中学

邓雨晴、蒋娟、田静、王哲 苏州高新区镇湖实验小学校

周燕、毛海燕、徐燕华 张家港市泗港小学

史晓彤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小学

许馨允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陈舒文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实验小学

陈晓宇 张家港市后塍学校

吴晓 苏州市吴江区莘塔小学

夏琤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 6 -

张晓芳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实验小学

曹在娟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徐丽娅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郑晶晶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吴莉莉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杨默涵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潘婧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

朱嘉敏、王嘉璐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

张璇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刘青春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薛红 张家港市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

蒋紫怡、赵雪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吕志彬 高新区姜巷小学

田雯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

王忆恒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何俊 张家港市合兴小学

邵靖宇 苏州高新区秦馀小学校

沈慕陶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胡薇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耿馨、钱悦苗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吴晨霞 张家港市凤凰中心小学

朱广慧 苏州高新区长江小学校

邢陆林 张家港市泗港小学

胡蒙蒙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

常蕾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郁盛静 苏州高新区秦馀小学校

龚琳霞、卢晓东、钱萍花 张家港市凤凰中心小学

姜彩红 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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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居叶婷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实验小学

毕冬芳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庞静怡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小学

杨淑敏 太仓市镇洋小学

优秀绘画项目

一等奖（100 件）

王珺铭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黄宇轩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袁婧文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惠裕恒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唐逸瑄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庞宇辰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孙启恩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吕晨熙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

苏锦瑶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樊一诺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贡艺洋 苏州市金阊新城实验小学校

沙依晗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陈昱瑄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校

刘馨怡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薛子琦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周筠浠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何文诺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吴童雨 苏州高新区文昌实验小学校

董浩轩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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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谕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实验小学枫津路校区

窦嘉雯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实验小学枫津路校区

翁子琦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许骞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陆鸣瑜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葛轩昊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一实验小学校

金采儿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董倩瑜 太仓市沙溪实验中学

叶梓涵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王莺 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小学

王腾逸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陈思妤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潘宇泽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翟菲尔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陈金祺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徐静怡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陈子瑞 吴江实验小学爱德校区

朱情雯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黄露萱 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校

丁子尧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

李喆琋 张家港市南沙小学

朱贞颖 张家港市港区小学

薛鑫淼 太仓市沙溪实验中学

吴一凡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姚恬昕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朱雨桐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高琪雅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张伊蜜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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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诺 张家港市青龙小学

顾怀远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常城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朱於宸 吴中区鲈乡实小教育集团仲英校区

沈泽杨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校

沈欣怡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范禾轩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

朱铱崟 吴江实验小学爱德校区

吴殷楷文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缪昕妤 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校

张可馨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曹梓妍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吴宋珏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实验小学

管彧辰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徐希潼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小学

沈沫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俞欣蕊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心小学校

李乐萱 苏州市吴江区南麻小学

周宇涵 太仓市镇洋小学

高辰昱 苏州市吴江区绸都小学

程奕骁 苏州市吴江区绸都小学

钮辰逸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李卓阳 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校

陈子墨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黄宸皓 苏州市吴江区绸都小学

陈诺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

马可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吴胤吉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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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沫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施景腾 盛泽实小教育集团舜湖校区

戚静茹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实验小学

陈牧阳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世茂小学

钱翊宸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赵语涵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邵钰梵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卢晗月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毛雨轩 昆山市爱心学校

陆澄恩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尹默惜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

戴语涵 吴江实验小学爱德校区

黄瑾涵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舟山实验小学

杨昕妍 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学

姚任轩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姚任航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高晨曦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陆祾希 昆山市陆家中心小学校

薛依涵 昆山市陆家中心小学校

吕子萱 昆山市陆家中心小学校

张紫涵 昆山市陆家中心小学校

王皓轩 吴江实验小学苏州湾校区

杜则汐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小学

徐欣怡 太仓市卉贤小学

车蔓蔓 太仓市卉贤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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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97 件）

沈祺翔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余孜慧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

陆心蕊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高一旸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陈诺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

朱金灵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唐梦遥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张馨悦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小学

孙梓淋 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小学

薛翼琛 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

陆燕沁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严梓悦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段雨果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

陈南贝 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校

芮欣奕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

王陈辰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薄媛心 太仓市实验小学

盛史妍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李玥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倪涵琳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顾晟萱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郭梓涵 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澄阳小学

金羽晗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小学

孙易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叶燕冰 吴江汾湖高级中学

梁子煊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校

肖彦燕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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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郜方晴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祝晨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曹珈瑞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张欣怡 昆山市玉山镇朝阳小学

李羽阳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沈筱彤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三实验小学校

李双双 张家港市南丰小学

谭熙俞 张家港市东莱小学庆东分校

吴金翼 昆山市玉山镇朝阳小学

张雨涵 张家港市凤凰中心小学

朱依琳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一实验小学校

吴心怡 苏州高新区白马涧小学

方富辰 张家港市中兴小学

张韩奕铭 苏州市吴中区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湾实验小学

周雨桐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朱雨昕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周文惠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顾陆芸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中学

陶若妍 太仓市镇洋小学

许可欣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沈沁蒙 太仓市镇洋小学

刘梦圆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顾庭玮 昆山市玉山镇朝阳小学

罗琳 苏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吴江明珠学校

钱诗蕊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马佳欣 苏州市吴中区东湖小学

文歌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韩雨馨 张家港市港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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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清语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陶梦瑶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谢云昕 昆山市石牌中学

李可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沈欣妍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张媛鑫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方诗涵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戚孙瑶 苏州高新区镇湖实验小学校

严一尘 太仓市实验小学

邱逸欣 苏州市吴江区江村实验学校小学部

江梓菱 苏州市学士中心小学校

葛丽君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陈思淇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徐嘉玮 张家港市鹿苑小学

陈昱帆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刘泽峻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汪奕 苏州市姑苏区东冉学校

黄梓赫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孙梦媛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路思轩 苏州学府实验小学校

费嘉诚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

张舒惠 苏州市姑苏区东冉学校

杨佳馨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李晨妤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潘麒夫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姜科成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蔡晨萱 苏州学府实验小学校

王美嘉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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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馨湉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吾奕辰 苏州市吴中区吴淞江实验小学

荚琳娜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纪雅妮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李思淼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杜焦友 张家港市新塍小学

孙灏然 苏州高新区文星小学校

姚欣葉 昆山市正仪中心小学校

吉雨熙 苏州市吴中区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湾实验小学

王寅峰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陈栋铭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王怿宁 苏州市带城中心小学

张予彤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蒋京桥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小学

顾语桐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龚珏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

张珈瑞 昆山市玉山镇朝阳小学

俞球嘉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李亦嘉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程语彤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丁诗雯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陆煜浩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实验小学

管周肖 苏州市吴中区吴淞江实验小学

赵姚易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小学

侯柯亦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沈芯妤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莫钧尧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濮毅淳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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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馨 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校

张童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董馨妍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小学

包予泽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缪昀含 吴江实验小学爱德校区

陈希杰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许朵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叶雨菲 昆山市陆家中心小学校

任思娴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秦梓琳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陈彦燕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殷梓清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李佳颖 昆山市正仪中心小学校

吴芯菱 苏州高新区东渚实验小学校

刘歆恬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谢晓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管徐依灵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江舒涵 苏州市吴中区吴淞江实验小学

李诗涵 苏州高新区文星小学校

丁丽文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刘言希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陈艺 鲈乡实小教育集团越秀校区

黄旭涵 太仓市镇洋小学

梅冬晨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谢欣妍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沈承益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邹梦瑶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三实验小学校

魏一凡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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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彦 苏州市吴中区独墅湖实验小学

吴一泽 吴中区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湾实验小学

黄明轩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周梓萱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关宇颢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武婉晴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黄馨玉曦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洪安琪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许涵熙 太仓市镇洋小学

黄钰涵 张家港市中兴小学

王婧蕊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王俊皓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柏煜婷 昆山市正仪中心小学校

秦嘉卉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

黄梓晋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吴一帆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郑子轩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凌语成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实验中学

张浩岚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中心小学

王梓骄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杨博文 太仓市镇洋小学

徐晗玥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龙欣慧 太仓市璜泾镇王秀小学

顾晨雨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实验小学

陶烁晗 吴江实验小学爱德校区

赵婧萱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王予晨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谢承希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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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歆琳 张家港市港区小学

李梓萱 苏州市草桥实验小学校

王梓语 苏州高新区敬恩实验小学

王雨芊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吴依橙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徐艺涵 苏州市沧浪中学校

朱欣晴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宋宥廷 太仓市镇洋小学

闵龄逸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曹中婕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中学

葛飞杨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杨佳颖 苏州市带城中心小学

张惜媛 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小学校

李梦宇 张家港市港口学校

吴城辰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陶思睿 吴江中学

唐菁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一实验小学校

王宸熙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实验小学枫津路校区

王玲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严云珠 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

梅傲然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小学

薛佳沅 苏州市草桥实验小学校

韩欣雨 苏州市相城区东桥中心小学

刘思睿 太仓市镇洋小学

顾晗钰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张天翼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吴悠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校

戴熙萌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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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妍 张家港市第八中学

庄浠睿 吴江中学

三等奖（296 件）

庄子墨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查心怡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严子珺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邱金泽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王文静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实验中学

李金津 苏州科技城西渚实验小学校

茅馨怡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

崔笑涵 苏州市吴中区东湖小学

季芯羽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郁珺贻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王奕萌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

余思淇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陈国威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

陈俊逸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李雨桐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蔡欣妍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邹吴镐 苏州市吴中区吴淞江实验小学

花艺芮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谢婧雯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

陈怀尧 张家港市中兴小学

朱思语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周宛伶 张家港市中兴小学

孙翌斐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 19 -

沈奕丞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赵柏祺 张家港市港区小学

费阳 昆山市正仪中心小学校

黄馨雨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毛睿心 昆山市玉山镇朝阳小学

肖佳怡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徐文隽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许益恺 张家港市梁丰小学

潘馨研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马心语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校

顾宸皓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实验小学

倪瑞涵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李纾影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杨静秋 张家港市兆丰学校

刘玥涵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许柏宁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朱月吟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中学

代婧钰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李陈安琦 昆山市张浦初级中学

马艺丹 张家港市第三中学

马若珊 苏州高新区敬恩实验小学

胡嘉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周居昂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张梦琦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王欣芮 太仓市高新区第三小学

钱誉玲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林奕航 苏州市带城中心小学

任柯锦 张家港市青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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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艺涵 苏州市吴江区屯村实验小学

周梓馨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郝芸欢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

刘一辰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沈忱 苏州市吴江区南麻小学

查辰阳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龚明娇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杨晧然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包晏州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屠译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张天翼 苏州市沧浪中学校

许恒洋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中学

周李言骁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陆亭羽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袁徐涵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孙竹骁 太仓市镇洋小学

黄绍肱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俞悦 苏州市三元实验小学校

李陶熙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顾诗妍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陈坤名 苏州市盘溪中心小学校

黄竞逸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吴思琪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罗可梵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张琬笛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卫奕歆 苏州市大儒中心小学校

陈欣瑶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中心小学

徐子谈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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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羽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崔涵瑞 苏州高新区狮山实验小学校

苗雨涵 张家港市第三中学

刘铮良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校

朱子涵 苏州市虎丘实验小学校

秦宇航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乔薛珉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张紫颖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王裕辰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沈奕娇 吴江实验小学爱德校区

熊嘉琪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杨韵斐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浦金熠 太仓市镇洋小学

高妍妍 张家港市塘市小学

肖欣怡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许汐诺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张家宁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庄子忻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卫志杰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实验小学

夏依锦 苏州市草桥实验小学校

周欣彤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彭泽涛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杨子恒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实验小学

李坤烨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姚邱溢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宋雨施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黄紫萱 张家港市东莱小学

秦文静 苏州市草桥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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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昊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胡秦好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钱昕妍 张家港市梁丰小学

计伊桐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小学

陈虹匀 张家港市第二中学

张梓驿 张家港市世茂小学

孙乐桐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张奕萱 昆山市玉山镇朝阳小学

孙稼轩 太仓市镇洋小学

李紫萱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徐睿思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李苡诺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

孙博溢 苏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吴江明珠学校

周骏昊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王文琪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心小学南校区

韩佳琦 苏州市相城区东桥中心小学

沈美伊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一实验小学校

卞珺瑶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夏英杰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费旻羽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卢嘉妮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俞雯欣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周思颖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吴梓明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陈欣悦 苏州市桃坞中心小学校

潘静彤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

张恩夕 苏州市浒墅关中心小学校

姜宸轩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花溪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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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洁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赵奕鸿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张晨曦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周思悦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王浃衡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实验小学

李星辉 张家港市中兴小学

周子新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曹李翎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徐子惜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邱怡雯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刘姝彤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季天辰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朱俊瑶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盛思远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

段泽宇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实验小学

秦浩淼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许思淇 张家港市中兴小学

撒思颖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季泽晨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凌希瑶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王莼博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港迎春小学

张三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

张熙蕾 太仓市陆渡中心小学

王珞瑶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金玥颖 苏州市草桥实验小学校

杨弘至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张天翼 苏州市沧浪中学校

胡诗涵 太仓市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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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璇 苏州市吴中区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湾实验小学

张乐希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

陆凯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小学

俞可欣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

顾加奕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周果瑄 太仓市经贸小学

俞沄曦 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学

陶昱朵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杨礼儿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干乐瑶 苏州市吴江区南麻小学

严盛昱 太仓市镇洋小学

谢若涵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杨雨辰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淞南阳光校区

庄俞莀浩 张家港市梁丰小学

常皓炜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许宇桐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陈瀚宇 太仓市镇洋小学

王普涵 太仓市朱棣文小学

李秋润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金煜山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尤子瑜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康乐欣 昆山市玉山镇同心小学

金洛可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胡煜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曹一心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曹映熙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奚晟铭 张家港市东莱小学

艾润锴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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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涵露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徐子媛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曹涵梦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王晶晶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刘望舒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柳易洋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徐欣妍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孙晨阳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顾静怡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李婧萱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淞南阳光南校区

张辰希 太仓市朱棣文小学

杨天意 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校

冯睿琪 张家港市港区小学

吴佳琦 苏州新区枫桥实验小学

张函润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李怡童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吴菡涵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王雨辰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赵浩翔 张家港市江帆小学

望馨语 苏州市虎丘实验小学校

陈宗磊 昆山市爱心学校

吉浩然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张紫涵 太仓市高新区第三小学

杨晨意 苏州市吴江区绸都小学

唐小天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陈欣语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吴允镐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

汤奕玚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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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辰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朱铭皓 吴江实验小学爱德校区

李慧娜 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小学校

潘欣妤 太仓市实验小学

卞昱阳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张扬 吴中区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湾实验小学

顾熙悦 太仓市镇洋小学

何以轩 苏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吴江明珠学校

张艺元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庄天瑜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焦炜棋 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校

付梦圆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蔡沐晴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雷艺硕 苏州高新区文正小学校

陈梓琳 太仓市镇洋小学

李沛徐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李晨源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高辰艺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许懿菲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刘梓墨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吴建键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沙莎 张家港市新塍小学

聂凡惠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陈佳怡 苏州市吴中区吴淞江实验小学

谭博文 张家港市南丰小学

谭昕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马骏禹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蔡书笑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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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晶媛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吴羽飞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李宋晨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李奕陆 太仓市实验小学

王睿婕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叶徐雯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实验小学

金子慧 张家港市徐市小学

王紫嫣 苏州市带城实验小学校

陆辰灏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

刘浩源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徐可馨 张家港市南丰小学

吴苏月 昆山高新区玉湖小学

邵子涵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

陈佑昀 太仓市经贸小学

张龄予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李诗文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温实蕴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沈华力 张家港市东莱小学庆东分校

赵梦可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张昆锐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一实验小学校

樊冰瑶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陈乐瑶 太仓市经贸小学

倪浩云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张雨彤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中学

周涵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

韩雨恬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全禹同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高梦圆 昆山市石浦中心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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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煜轩 太仓市实验小学

袁炜博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校

朱辰懿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实验小学

梁梦琪 张家港市港区小学

庾婧宸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实验小学

蔡卓宇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李昕奕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周梓秋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颜子斐 苏州市平江新城实验小学校

严可为 东太湖实验小学

卢经宇 昆山市张浦初级中学

程晶琳 苏州市吴中区东湖小学

潘优嘉 苏州市吴江区程开甲小学

邵梓玥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实验小学

武佳莹 苏州市吴江区南麻小学

沈晗一 吴江实验小学苏州湾校区

徐睿迪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邢泽琦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孙嘉辰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孙涵 张家港市三兴学校

胡钦赟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