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 届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省级赛区） 

一等奖候选学生名单 
 

序号 姓  名 年级 学  校（全称） 分数 备  注 

1  王浩权  师大附中 87 缪  森 

2  刘运操  师大附中 84 张喜燕 

3  魏晓宇  昆明一中 78.5 孙  愿 

4  曾令达  师大附中 76 张喜燕 

5  王之人  师大附中 74.5 蔡秋燕 

6  吕章夏  师大附中 74.0 张  毅 

7  王佳圆  师大附中 73.5 张喜燕 

8  田介宇  师大附中 71.5 蔡秋燕 

9  华培策  师大附中 67.5 张  毅 

10  吴昊  曲靖一中 66.5 周炯等 

11  杨晨曦  师大附中 66.5 罗  婷 

12  王子健  师大附中 65.0 张  毅 

13  钟佳艺  师大附中 65.0 缪  森 

14  杨  宇  昆明三中 65.0 胡晋明 

15  钱方圆  师大附中 64.5 缪  森 

16  裴宇航  师大附中 64.0 周诗良 

17  李昕宇  昆明三中 64.0 任  晴 

18  方  达  师大附中 63.5 张  毅 

19  舒  康  昆明一中 63.5 李  勤 

20  叶维可  师大附中 63.0 罗  婷 

21  李瑞翔  师大附中 63.0 罗  婷 

22  孙垚垚  师大附中 63.0 缪  森 

23  杨辛毅   昆明一中 63.0 阮亚飞 

24  张琪晨  师大附中 62.0 周诗良 

25  杨  旭  师大附中 61.5 张喜燕 

26  杨连炯  师大附中 61.5 缪  森 

27  王晶鑫  昆明三中 61.0 任  晴 

28  吴浩曦  昆明三中 60.0 胡晋明 

29  张书铭  昆明三中 60.0 胡晋明 

30  张  峥  昆明三中 60.0 胡晋明 

31  李杨俊逸  昆明三中 60.0 冯莉丽 

32  毕  帅  昆明一中 59.5 刘德忠 

33  杨倩玉  昆明三中 58.0 胡晋明 

34  李  璐  师大附中 56.5 罗  婷 

35  苏  童  师大附中 56.0 缪  森 

36  杨鸿睿 高一 师大附中 55.5 刘  雄 



37  李俊宏  昆明一中 55.0 刘德忠 

38  周宁珊  昆明三中 55.0 任  晴 

39  尚文滨  师大附中 55.0 缪  森 

40  宋  成  师大附中 55.0 张  毅 

41  蒋锐达  师大附中 54.5 张  毅 

42  魏昊远 高一 师大附中 54.5 谢嘉谷 

43  郭光然  师大附中 54.5 张  毅 

44  曹俊宇 高一 昆明三中 53.5  

45  和晓婕  师大附中 53.0 缪  森 

 

第 23 届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省级赛区） 

二、三等奖候选学生名单报表 

二等奖（104 名） 

序号 姓  名 年级 学  校（全称） 分数 备  注 

1  范兴俊  楚雄天人中学 20 王红琴 

2  郭炎静  楚雄第一中学 19 张云龙 

3  鲁光华  楚雄第一中学 19 肖佑贤 

4  王治华  楚雄州民族中学 18 尹艳红 

5  宋绍平  楚雄东兴中学 17 张德英 

6  苏发生  楚雄第一中学 17 张云龙 

7  李凡华  楚雄州禄丰三中 17 杨荣 

8  刘云春  楚雄州禄丰三中 17 杨绍兰 

9  李红  楚雄紫溪中学 16 左云平 

10  李先凤  楚雄紫溪中学 16 刘云宏 

11  袁东升  楚雄紫溪中学 16 钮丽红 

12  李训坤  楚雄紫溪中学 16 俞文智 

13  谢伟  楚雄东兴中学 16 张德英 

14  张斌  楚雄东兴中学 16 徐国丽 

15  徐永  楚雄州大姚一中 16 刘思成 

16  罗家兴  楚雄州大姚一中 16 黑文兴 

17  毛晓艳  楚雄州武定一中 16 代志宝 

18  李世译  楚雄州姚安二中 16 陈继华 

19  李红  楚雄州禄丰一中 16 杨美玉 

20  王志恒  文山州一中 27  

21  聂长万  文山县一中 17  



22  张仁波  文山州一中 15  

23  王先会  文山州一中 15  

24  李洪艳  文山县一中 15  

25  张开进  麻栗坡县民中 15  

26  旃冰  文山州一中 14  

27  罗昌荣  文山州一中 14  

28  代忠国  文山州一中 14  

29  储睿  文山州一中 14  

30  穆哲  玉溪一中 30  

31  杨昊灵  玉溪一中 24.5  

32  曾福星  玉溪一中 24  

33  朱璇  玉溪一中 23.5  

34  柏凯丽  玉溪一中 23  

35  张哲铭  玉溪一中 23  

36  胡耀  通海二中 22.5 余仕政 

37  叶静凡  玉溪一中 22  

38  卜玉龙  玉溪一中 22  

39  高宇  玉溪一中 21.5  

40  朱吉  玉溪师院附中 21.5  

41  徐  斌  下关一中 37.5 周  敏 

42  王建军  大理一中 28.5 李德茂 

43  刘欢欢  大理州民族中学 27 潘瑞武 

44  谢 鑫  祥云一中 24.5 郑学仙 

45  张明智  大理一中 23 杨永春 

46  马  敦  大理一中 22 李  剑 

47  王加慧  大理州民族中学 21.5 潘瑞武 

48  罗家才  大理州民族中学 21 高佑和 

49  方进斌  大理新世纪中学 21 何 鸿 

50  杨仕菊  弥渡一中 21 孔垂虎 

51  吴润池  鹤庆二中 21 董梁柱 

52  李  峰  大理州实验中学 20.5 角本槐 

53  马云美  祥云一中 20.5 郑学仙 

54  李  倩  鹤庆三中 20.5 赵美义 

55  单燕琼  祥云四中 20 刘丽梅 

56  艾  璐  下关一中 20 李希荣 

57  杨钰煊  鹤庆三中 20 赵美义 

58  王  秀  大理一中 20 杨永春 

59  桂振宇  大理新世纪中学 19.5 蒋冰萱 

60  何志超  祥云一中 19.5 梁  彪 

61  杨秋敏  祥云四中 19.5 杨建荣 

62  解  良  下关一中 19.5 李希荣 

63  陈兰芳  洱 源一中 19.5 杨  荣 



64  李树江  大理一中 19.5 李德茂 

65  张良富  宾川一中 19.5 晏世娟 

66  徐晔波  曲靖一中 50 任友运等 

67  夏体锋  曲靖一中 48 许建松等 

68  刘师臣  曲靖一中 45 付琨等 

69  张江永  曲靖一中 44.5 付琨等 

70  陈琪敏  曲靖一中 44 付琨等 

71  蒋杰  曲靖一中 42 周炯等 

72  李云飞  曲靖一中 40 周炯等 

73  陈建强  曲靖一中 39.5 周炯等 

74  陈任捷  曲靖一中 39.5 周炯等 

75  曾传玉珊  曲靖一中 38 任友运等 

76  魏来  曲靖一中 35.5 任友运等 

77  高雷  曲靖一中 35.5 任友运等 

78  宋佳骏  曲靖一中 34.5 任友运等 

79  朱银春  曲靖一中 34.5 许建松等 

80  胡漠  曲靖一中 33 许建松等 

81  张靖凯  曲靖一中 32 付琨等 

82  郑向南  曲靖一中 32 付琨等 

83  黎春燕  曲靖一中 31 付琨等 

84  马玉涛 高三 昭通市一中 39.5 廖仁凤 

85  黄世祥 高二 云天化中学 36.5 冯学萍 

86  盛茂家 高二 云天化中学 23.5 罗世彬 

87  吴建华 高三 昭通市一中 23.5 邓兴恒 

88  郑传阳 高二 云天化中学 23 罗世彬 

89  晋  歌 高三 昭通市一中 22 马永平 

90  岳  蕤 高三 昭通市一中 21.5 邓大兴 

91  谢  波 高二 威信县一中 20.5 潘为勇 

92  王安栋 高二 云天化中学 20 罗世彬 

93  申  领 高三 昭通市一中 20 张旭娟 

94  王  波 高三 昭通市一中 20 孔令菊 

95  罗超凡 高三 昭通市一中 20 廖仁凤 

96  和晓文  丽江市一中 27  

97  邓 媛  丽江市永胜县一中 20  

98  杨 慧  丽江市永胜县一中 18.5  

99  李建伟  丽江市古城区一中 17.5  

100  杨 超  丽江市古城区一中 17  

101  席劲松  丽江市古城区一中 16.5  

102  潘秋云  丽江市古城区一中 16  

103  王世杰  丽江市永胜县一中 15.5  

104  李  娟  丽江市古城区一中 15.5  

 



三等奖（162 名） 

序号 姓  名 年级 学  校（全称） 分数 备  注 

1  张文俊  禄劝民中 42.5 张庆光 

2  江  浩  安宁中学 41.5 耿传玉 

3  吴  玙  安宁中学 40.0 李文燕 

4  刘治星  宜良二中 39.0 高树华 

5  尹  翔  昆钢一中 39.0 王连芳 

6  尹  灿  东川高级中学 25.0 李金富 

7  刘琳  楚雄紫溪中学 15 夏忠云 

8  许林  楚雄紫溪中学 15 符春丽 

9  潘登丽  楚雄东兴中学 15 陈应花 

10  肖诗文  楚雄东兴中学 15 陈应花 

11  杨文镪  楚雄东兴中学 15 陈应花 

12  周虎忠  楚雄东兴中学 15 高云霞 

13  杨文海  楚雄第一中学 15 张志福 

14  李凌翔  楚雄第一中学 15 张云龙 

15  束易锦  楚雄第一中学 15 肖佑贤 

16  尹富纲  楚雄第一中学 15 肖佑贤 

17  姚佳丽  楚雄第一中学 15 肖佑贤 

18  刘欣  楚雄州大姚一中 15 罗勇 

19  毛振坤  楚雄州大姚一中 15 罗勇 

20  李鸿丽  楚雄州大姚一中 15 黑文兴 

21  张晋祎  楚雄州大姚一中 15 黑文兴 

22  白益  楚雄州大姚一中 15 黑文兴 

23  高丽娟  楚雄州大姚一中 15 李艳玲 

24  张井雄  楚雄州禄丰一中 15 李有逵 

25  丁家发  楚雄州禄丰广通中学 15 何建斌 

26  谭汝杰  楚雄天人中学 15 王红琴 

27  杨正晰  楚雄天人中学 15 唐超 

28  吴莉莎  楚雄州姚安县大成中学 14 王忠新 

29  刘朝明  楚雄州禄丰广通中学 14 何建斌 

30  姚梦  文山州一中 13  

31  王培江  文山州一中 13  

32  王巍静  文山州一中 13  

33  梁辉  文山州一中 13  

34  赵谢元  文山州一中 13  



35  侬光雄  砚山县一中 13  

36  李艳斌  丘北县一中 13  

37  钱希贤  丘北县一中 13  

38  徐荣富  丘北县一中 13  

39  李大应  丘北县一中 13  

40  黄廷兵  麻栗坡县民中 13  

41  胡婷婷  马关县一中 13  

42  吴江红  丘北县民中 12  

43  谢正巧  丘北县民中 12  

44  张志功  丘北县民中 12  

45  王辅喜  西畴县一中 12  

46  周丽萍  麻栗坡县民中 12  

47  李选美  麻栗坡县民中 12  

48  余道雪  马关县一中 12  

49  何能圆  文山县一中 12  

50  代兴旺  文山县一中 12  

51  杨文梦  砚山县一中 12  

52  江家五  砚山县一中 12  

53  杨泽平  玉溪一中 21  

54  秦明  玉溪一中 20  

55  王锐  玉溪一中 20  

56  代映秋  玉溪一中 20  

57  张纶嘉  玉溪一中 20  

58  马培光  玉溪市民中 20  

59  贾琛  玉溪一中 19.5  

60  沈枫易  玉溪一中 19.5  

61  郭澄  玉溪一中 19.5  

62  张晋玮  玉溪一中 19.5  

63  曹欣  玉溪一中 19  

64  邓好  玉溪一中 19  

65  赵倩  玉溪一中 19  

66  史一翔  玉溪一中 19  

67  解莎莎  玉溪市民中 19  

68  蒋春红  玉溪市民中 19  

69  彭博  澄江一中 19  

70  杨源禄  大理州民族中学 19 赵立杨 

71  张艳琼  祥云一中 19 郑学仙 

72  李福南  下关一中 19 李希荣 

73  李新宇  下关一中 19 李希荣 

74  杜亚军  下关一中 19 周  敏 

75  宗发鹏  巍山一中 19 张建平 

76  徐国凤  南涧民中 19 张志伟 



77  杨灿东  洱 源一中 19 王俊秀 

78  刘富锐  大理一中 19 李德茂 

79  杨紫韬  大理一中 19 李剑 

80  杨云珠  大理三中 19 杨向春 

81  蔡兴云  大理州实验中学 18.5 角本槐 

82  李  伟  大理州民族中学 18.5 高佑和 

83  周海涛  永平一中 18.5 杨显贵 

84  艾郑武  永平二中 18.5 杨兆锦 

85  张有军  祥云二中 18.5 杨玲波 

86  陈学东  祥云二中 18.5 刘双花 

87  殷纯金  巍山一中 18.5 张建平 

88  茶  烽  巍山一中 18.5 刘斌斌 

89  张应福  弥渡一中 18.5 孔垂虎 

90  赵全伟  洱源三中 18.5 李克林 

91  杨  涛  大理一中 18.5 李德茂 

92  李治文  大理一中 18.5 李德茂 

93  杨 彪  宾川一中 18.5 晏世娟 

94  杨冬  曲靖一中 29.5 付琨等 

95  杨正飞  沾益一中 28 张文有 

96  陈玮  曲靖二中 28  

97  李孝转  沾益一中 27.5 张文有 

98  刘斌  曲靖二中 27  

99  冯文娟  曲靖一中 27 周炯等 

100  张慧娟  沾益一中 25.5 张文有 

101  尹家高  曲靖一中 25  

102  闻陆靖  曲靖一中 25  

103  彭琪圣  陆良一中 24.5 李亚红 

104  毛明超  宣威五中 24.5 江春花 

105  莫菲  曲靖一中 24.5  

106  吕为猛  曲靖一中 24.5  

107  李智雄  曲靖一中 24.5  

108  李海锋  宣威三中 24.5 李春水 

109  晏祥飞  曲靖一中 24  

110  沈良延  曲靖一中 24  

111  马斌超  曲靖一中 24  

112  沈涛  曲靖一中 23.5  

113  尤志鹏  曲靖一中 23.5  

114  龚  曲靖一中 23.5  

115  姜晶博  曲靖一中 23.5  

116  刘文波  陆良一中 23 李亚红 

117  袁富文  宣威五中 23 朱兴环 



118  胡长骁  宣威一中 23 庄学礼 

119  孙俊艳  宣威六中 23 浦章坤 

120  陶之祥  曲靖市民中 23  

121  杨洪顺  曲靖二中 23  

122  蹇丽琼  曲靖二中 23  

123  张锐萍  曲靖一中 23  

124  阮张平  曲靖一中 23  

125  符世健  宣威六中 22.5 周志芳 

126  顾琼  曲靖一中 22.5  

127  黄吉鲲 高二 云天化中学 19 罗世彬 

128  吴孝宇 高二 盐津县二中 19 方田贵 

129  龚建贵 高二 镇雄县一中 18.5 邓荣举 

130  杨吉梦 高二 威信县二中 18.5 杨天堂 

131  张俊燕 高二 绥江县一中 18.5 龙运华 

132  李家洪 高二 绥江县一中 18.5 罗小杨 

133  马  健 高三 昭通市一中 18.5 马永平 

134  杨  林 高二 威信县一中 18 陶余红 

135  李昌义 高二 威信县一中 18 潘为勇 

136  胡  广 高三 昭通市一中 18 张旭娟 

137  王立华 高三 昭通市一中 18 邓兴恒 

138  成晓丽 高三 昭通市一中 18 邓兴恒 

139  李文维 高三 昭通市一中 18 邓兴恒 

140  黄佑彪 高三 昭通市一中 18 廖仁凤 

141  黄  涛 高三 昭通师专附中 18 方  娴 

142  王  都 高二 云天化中学 17.5 夏国梅 

143  王天奇 高二 镇雄县一中 17.5 邓荣举 

144  王云华 高二 镇雄县实验中学 17.5  

145  周鑫磊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5  

146  张天继  丽江市永胜县一中 15  

147  熊刚明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5  

148  谭思琪  丽江市永胜县一中 15  

149  卢云平  丽江市永胜县一中 15  

150  柳晓金  丽江市永胜县一中 15  

151  李是剑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5  

152  高滕婷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5  

153  王祖龙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4.5  

154  邹宗华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4  

155  朱秋竹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4  

156  廖智鹏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4  

157  洪亚梅  丽江市古城区一中 14  

158  段绍智  丽江玉龙县一中 14  

159  张冰梅  丽江市一中 13.5  



160  李儒民  丽江市古城区一中 13.5  

161  李 俊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3.5  

162  郭顺旭  丽江市华坪县一中 13.5  

 

第 23 届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省级赛区） 

获一等奖学生、培训指导教师名单报表 

 
序号 教师姓名 学  校（全称） 被辅导学生姓名 备注 

1  缪  森 师大附中 王浩权、钟佳艺、钱方圆等 一等奖 

2  张喜燕 师大附中 刘运操、曾令达、王佳圆等 一等奖 

3  蔡秋燕 师大附中 田介宇、王之人、秦  缘等 一等奖 

4  孙  愿 昆明一中 魏晓宇 一等奖 

5  张  毅 师大附中 华培策、王子健、吕章夏等 一等奖 

6  罗  婷 师大附中 杨晨曦、叶维可、李瑞翔等 一等奖 

7  胡晋明 昆明三中 杨  宇、吴浩曦、张书铭等 一等奖 

8  任  晴 昆明三中 李昕宇、王晶鑫、周宁珊等 一等奖 

9  阮亚飞 昆明一中 杨辛毅 一等奖 

10  周  炯 曲靖一中 吴昊 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