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安 徽 省 数 学 会       文件 
 

 省数学会中数竞赛［2014］03 号 

 

  

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全国高中数学联赛 

 安徽省获奖情况的通知 

  

 各市科协、教育局、数学会： 

    根据安徽省数学会中数竞赛［2014］02 号文件通知的

要求，2014 年度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工作已顺利完成。现将

获奖情况通知如下： 

    经省安徽省数学会竞赛委员会评卷，全国高中数学联

赛组织委员会审定，评出“2014 年度全国高中数学联赛”

一等奖 52 名、二等奖 426 名、三等奖 701 名。 

         

附：2014 年度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安徽省获奖名单 

 

  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安徽省数学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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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安徽省获奖名单 
 

一等奖（52 名）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潘文初 合肥一中  郭靖 宣城中学  焦点 淮北一中 

寇明阳 安师大附中  俞文 合肥一中  唐承峰 合肥八中 

陶润洲 合肥一中  刘浩浩 合肥一中  潘威 合肥一中 

张孝腾 灵璧一中  林子窈 马鞍山二中  黄一杰 宿城一中 

徐遥 芜湖一中  刘达鹏 安师大附中  张智恒 合肥一中 

张志远 马鞍山二中  潘敏 铜陵市一中  章子锐 芜湖一中 

张淞源 合肥一中  沈硕伟 马鞍山二中  苏浩波 合肥一中 

胡晓波 铜陵市一中  刘邦亚 合肥一中  吴智鑫 合肥一六八中学 

储著敏 歙县中学  梁堃昌泰 合肥一中  王纪霆 芜湖一中 

罗齐尧 安师大附中  付祈安 安庆一中  祝旭 淮北一中 

孟培坤 马鞍山二中  严烁 马鞍山二中  徐思博 淮北一中 

程远 淮南二中  李卓 无为中学  赵雨鸣 马鞍山二中 

刘澜东 合肥一中  韩越 合肥一中  夏昊 合肥一中 

苏浩鹏 合肥八中  马浩 淮北一中  徐群智 蚌埠二中 

束欣凯 合肥一中  王海涵 淮北一中  张军 界首一中 

周蒙 淮北一中  胡子韬 马鞍山二中  许先粮 马鞍山二中 

舒翔 安庆一中  姚顺雨 合肥一中    

陈晋轩 安庆一中  何治霖 安庆一中    

        
 

二等奖（426 名）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缪庆 安师大附中  刁朝玥 滁州市天长中学  桑明达 太和中学 

曾杨 马鞍山二中  许博强 庐江中学  杨永政 马鞍山当涂一中 

宋德融 合肥一六八中学  张赟 合肥八中  张归华 无为中学 

王山 合肥一六八中学  崔可泽 屯溪一中  高文杰 芜湖一中 

方柯 歙县中学  路雨润 铜陵市一中  张润泽 淮北一中 

丁匡宇 池州一中  茆凯 合肥一中  潘宇扬 宿城一中 

董博语 芜湖一中  刘路 马鞍山二中  陶振振 淮北一中 

鲁立洋 芜湖一中  秦浩然 蒙城一中  吴征宇 淮北一中 

田童话 合肥一中  杨凯欣 安庆一中  王子谦 宿城一中 

丁郑 无为中学  伊喆 阜阳三中  叶祯 屯溪一中 

童清波 合肥六中  岳飞雨 淮北一中  余舰波 铜陵市一中 

许子望 合肥一中  王友山 砀山中学  丁知愚 蚌埠二中 

刘紫阳 淮北一中  陈妍汀 蚌埠二中  杨蕊 淮北一中 

南山牧野 合肥八中  王闯 宿城一中  孟伟 淮南二中 

方昆玉 铜陵市一中  李子钰 宿城一中  袁歆雨 马鞍山二中 

聂琢宇 合肥一中  张君睿 安庆一中  徐捷 东至二中 

苗双双 淮北一中  姚宇奇 安庆一中  葛献何 宿城一中 

吴江 安庆一中  汤子健 铜陵市一中  田影 马鞍山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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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强志文 繁昌一中  金帆 屯溪一中  谢鹏 芜湖一中 

冯沁雪 马鞍山二中  徐萌 合肥六中  高昌预 芜湖一中 

关继明 淮北一中  张德曦 滁州市明光中学  戴天瑞 合肥一中 

郑万涛 淮北一中  汪耀庭 歙县中学  钱旭东 合肥一中 

刘理 安师大附中  吴卓淳 无为中学  李骏 宣城中学 

汪海山 合肥一中  刘若颖 合肥一中  任吉杨 合肥一六八中学 

何嘉维 铜陵市一中  汤宇琛 马鞍山二中  叶徐丰 安庆一中 

董启超 滁州市天长中学  汪永涵 桐城中学  陈训 肥东一中 

涂怡轩 合肥八中  胡恒雨 安师大附中  朱涤沙 巢湖一中 

朱振宇 马鞍山二中  吴瑾 铜陵市三中  于越韬 淮北一中 

卢傲然 蒙城一中  程一帆 安庆一中  王雪竹 马鞍山二中 

汪剑 合肥一中  丁锐 六安一中  田凯旋 太和一中 

项煦 铜陵市一中  方子健 芜湖一中  方晗兵 东至二中 

金洁珺 合肥八中  潘琼 安庆一中  郭子恺 宿城一中 

程杪 歙县中学  查皓 怀宁中学  顾卓然 芜湖一中 

宁传韵 淮北一中  王益琪 安庆一中  刘德鑫 滁州市天长中学 

罗翔中 涡阳一中  王雨纯 蚌埠二中  陶鑫晨 滁州中学 

叶仪方 合肥一中  凌展 安师大附中  江乔楚 屯溪一中 

陈臻 马鞍山二中  张一博 蚌埠二中  童瑶 屯溪一中 

谢文涛 安庆一中  卢治 无为中学  陈挥颖 铜陵市一中 

陈汉斌 合肥六中  柳帅 阜阳一中  杨煜志 蚌埠二中 

王荣涛 合肥八中  鲁亦敏 合肥一中  李世欣 安师大附中 

管敬雨 太和一中  祝英剑 宿城一中  张乐洋 马鞍山二中 

周恒毅 合肥一中  齐志远 安师大附中  黎子建 马鞍山二中 

梁乐乐 宿城一中  俞志豪 马鞍山二中  徐志涛 马鞍山二中 

张蔚 铜陵市一中  蒋建平 临泉一中  王炜晔 马鞍山二中 

刘子锐 安庆一中  程楠 合肥一中  于唐 蒙城一中 

伍晨亮 蚌埠二中  唐文我 实验中学  徐鑫 芜湖一中 

马睿 蚌埠二中  宋彰清 铜陵市一中  杜秉霖 合肥一中 

方宏博 蚌埠二中  周启民 铜陵市一中  昂震东 芜湖一中 

许硕 六安一中  张芝振 六安一中  胡梦贤 合肥一中 

王叶秋 蚌埠二中  文颜 蚌埠二中  王莲莲 宿城一中 

花瑞阳 马鞍山二中  蔡明磊 马鞍山二中  王月清 滁州市全椒中学 

陈逸钞 马鞍山二中  亓培凯 阜阳一中  吴承泽 滁州市天长中学 

朱启睿 无为中学  陈冲锋 宿城一中  全宇轩 安庆一中 

李鑫 涡阳四中  张韧 宿城一中  王恒屹 安庆一中 

郭育鲲 芜湖一中  童栖宁 铜陵市一中  余方涛 安庆一中 

包慧语 芜湖一中  仰旗 滁州中学  寇枭枭 蚌埠二中 

武靖宇 芜湖一中  郝前秀 合肥一中  王鑫 长丰县北城中学 

雍洋 蚌埠二中  施一鸣 合肥一六八中学  许雁秋 繁昌一中 

梅逸堃 池州一中  徐庆 滁州市定远中学  付新源 淮北一中 

刘丰铭 太和中学  王浩 安师大附中  苗政委 太和中学 

洪岩坤 铜陵市一中  朱永健 马鞍山市含山中学  叶剑波 无为一中 

崔天凯 太和中学  朱文韬 马鞍山二中  李思齐 淮北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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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陶德昊 芜湖一中  李一慧 涡阳四中  朱超然 滁州中学 

戴松 郎溪中学  夏前卫 合肥一中  康增峰 宿城一中 

张临轩 淮北一中  赵沁宇 合肥一中  杨润东 宣城中学 

马嵘 滁州市天长中学  陈子豪 淮南二中  吴苾婵 合肥八中 

陈阳 安庆一中  袁江峰 东至二中  王思宇 岳西中学 

王梦晗 蚌埠二中  宋得阳 涡阳一中  郁聪 肥东一中 

许言 蚌埠二中  潘新宇 安师大附中  金昕祺 安庆一中 

朱尊 太和一中  杨广绪 广德中学  杨泽宇 安庆一中 

杨奥迪 太和一中  张也频 宣城中学  蒋羿帆 歙县中学 

郭宗昱 当涂一中  李孝睿 合肥六中  毕磊 肥东县圣泉中学 

张汉东 淮北一中  郭涛 萧县中学  刁冠森 蚌埠二中 

李昱霖 太和中学  鲍自力 安庆一中  王子毅 蚌埠二中 

董泽军 淮北一中  孙斯达 安庆一中  华文杰 霍山中学 

吴语港 青阳中学  江申君 安庆一中  陈宇翔 滁州中学 

方明 淮南二中  何曦 滁州市定远中学  甘释宇 淮北一中 

杨俊杰 合肥一中  张佩铭 滁州市天长中学  姜楠 马鞍山二中 

焦少雄 宁国中学  张兴民 安庆一中  詹可 马鞍山二中 

张一帆 宿城一中  魏兴 安庆一中  陈天宇 马鞍山二中 

颜健生 舒城中学  裴强宇 六安一中  武鹏程 利辛一中 

唐杉 南陵中学  胡业尚 舒城中学  丁琪 芜湖一中 

赵志鹏 宿城一中  孙源浩 铜陵市一中  毛世源 芜湖一中 

叶志豪 铜陵市一中  吴一凡 蚌埠二中  陶天阳 马鞍山二中 

马修博 滁州市凤阳中学  曹赟 安师大附中  何昌霖 马鞍山二中 

马庭昊 安师大附中  张明月 安师大附中  卓皓月 灵璧一中 

沈剑钢 马鞍山二中  徐永川 安师大附中  宋威运 合肥一中 

陶文哲 马鞍山二中  査子元 安师大附中  李骁原 砀山中学 

王雪同 宿城一中  阳家宝 庐江中学  马壮壮 宿城一中 

秦睿哲 合肥一中  朱少东 芜湖县一中  张心怡 淮南二中 

刘京祺 宿城一中  李鸿霄 马鞍山二中  郑祺年 合肥八中 

曹金坤 蚌埠二中  杜俊明 无为中学  谢明 青阳中学 

陈启明 无为中学  邢晓敏 无为中学  王佳豪 合肥八中 

何田冰 合肥一中  孟锟 淮北一中  胡志浩 安庆一中 

李健瑛 宣城中学  庄传青 临泉一中  俞昭峰 安师大附中 

王浩 宿城一中  曹阳 淮南一中  王玉虎 太和中学 

孙仕琦 铜陵市一中  陈健宇 马鞍山二中  李展鹏 蒙城一中 

朱正尧 铜陵市一中  汪伟辰 芜湖一中  王香港 淮北一中 

吴俊 六安一中  孙亦凡 合肥一中  王天任 马鞍山二中 

考图南 安师大附中  殷晗 芜湖一中  费锡鑫 马鞍山当涂一中 

周旭东 亳州一中  徐皓 宣城中学  李子规 东至二中 

刘洋 太和中学  高辰印 铜陵市一中  姜东冉 芜湖一中 

白玙璠 蒙城一中  徐再廷 屯溪一中  晏涤然 马鞍山二中 

王彬彬 淮北一中  董宇恒 铜陵市一中  高华婧 合肥一中 

李泽 利辛一中  程旸 芜湖一中  徐其友 宣城中学 

王巨鑫 当涂一中  张紫祺 合肥一中  田野 淮南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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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闫朔嘉 亳州一中  陈亮 马鞍山二中  蔡国庆 肥东县锦弘中学 

孙梦舟 合肥一中  肖蕊 界首一中  金寅 安庆一中 

李昊 宣城中学  叶双庆 涡阳一中  郑宇宸 铜陵市一中 

王飞 合肥八中  唐哲 马鞍山二中  黄微尘 铜陵市一中 

严虎 合肥一六八中学  程振邦 马鞍山二中  刘畅 六安一中 

戴伯文 铜陵市一中  刘朝阳 利辛一中  周凌霄 蚌埠二中 

王华新雨 滁州中学  李旺 太和一中  阮威涵 蚌埠二中 

李涵 涡阳一中  徐顺 淮北市临涣中学  陈炳学 长丰县北城中学 

冯炅 马鞍山二中  汪元标 芜湖一中  李锦伟 固镇一中 

钱劲翔 东至二中  马千里 芜湖一中  刘天祥 巢湖一中 

邵俊宁 马鞍山二中  鲁烁 阜阳一中  汪尘微 马鞍山二中 

聂佳伟 淮南二中  武剑 淮南二中  程敬宜 蚌埠二中 

王忆麟 芜湖一中  陶莎莎 芜湖一中  赵天天 颍上第一中学 

何睿智 东至二中  楼飞宇 马鞍山二中  沈子杨 马鞍山二中 

赵岳 淮北一中  叶胜 东至二中  陈宇峰 无为中学 

郑斯元 合肥六中  周珺 东至二中  崔代归 马鞍山市当涂一中 

于昊东 合肥六中  荣鑫 淮南二中  韩博 涡阳一中 

杨人杰 宣城中学  孙家政 合肥一中  武永兴 涡阳一中 

牛万城 滁州中学  苏春又 宿城一中  吴晓新 南陵县萃英园中学 

袁文杰 滁州中学  王家琪 合肥一中  陶斯胜 南陵中学 

张金松 合肥一六八中学  程远星 合肥一中  孙随彬 南陵中学 

胡峥 安庆一中  王志昂 灵璧一中  林东一 阜阳三中 

金华暄 歙县中学  李必然 合肥一六八中学  李庆 蒙城二中 

练晓铭 歙县中学  赵义虎 合肥六中  李文梁 淮北一中 

杨方哲 铜陵市一中  易鹏术 郎溪中学  李杰 南陵中学 

阚淑文 滁州中学  吴子牛 合肥六中  马铭 界首一中 

宗伊伊 六安一中  汪洋 郎溪中学  李莉 淮北市濉溪中学 

杨世宇 蚌埠二中  刘宇轩 合肥八中  张云飞 临泉实验中学 

高明明 长丰一中  赵心萌 灵璧一中  张昱 芜湖一中 

沈芳 繁昌一中  焦思邈 合肥八中  吴杰 芜湖一中 

张文馨 马鞍山二中  吴君航 滁州市定远中学  刘恒 宿城一中 

吴雪伟 太和一中  陆宇恒 合肥一六八中学  刘国栋 东至二中 

关以恒 淮北一中  胡冬冬 铜陵市三中  丁鹏 宿城一中 

秦川 红旗中学  陈承 歙县中学  董宇阳 合肥一中 

郎秋涵 马鞍山二中  陈辉 肥东一中  李凡 宣城中学 

陈熙统 淮北一中  魏旸 铜陵市一中  袁正 蚌埠二中 

 

三等奖（701 名）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孙月祥 宿城一中  李欣 泗县三中  吴天阳 宿城一中 

王思远 滁州中学  骞昊 宣城中学  丁悦成 安庆一中 

丁友琦 繁昌一中  赵鹏程 砀山中学  李璇 安庆一中 

陆子顺 芜湖一中  刘畅 合肥一中  汪宇 肥东县尚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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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程文翔 歙县中学  鲍珏龙 铜陵市一中  李炎皓 安庆一中 

张翔 肥东县圣泉中学  李浩天 滁州中学  叶明靖 安庆一中 

夏万渠 蚌埠二中  张文迁 滁州中学  王北辰 蚌埠一中 

陈高丰 蚌埠二中  徐锐 舒城中学  许云洋 滁州中学 

陆星瑶 怀远一中  马潇 铜陵市一中  张元兴 铜陵市一中 

胡海峰 庐江中学  蔡玉 六安一中  宋德超 霍邱一中 

王智韬 安师大附中  梁贝贝 滁州市实验中学  刘国钦 铜陵市三中 

陈德连 金寨一中  王皓月 怀远二中  姚英哲 铜陵市一中 

程时远 巢湖一中  刘荣伟 霍邱二中  郑兴国 肥西中学 

王晓宇 马鞍山二中  王陈无忌 蚌埠二中  曹子建 滁州中学 

谭家卫 阜阳三中  谢雨 无为中学  蔡任伟 滁州中学 

张文富 涡阳四中  陶超凡 马鞍山二中  方舒林 舒城中学 

胡泓 池州一中  韩志伟 临泉一中  杨宇航 铜陵市一中 

彭璐璐 东至二中  姚磊 南陵中学  彭远 滁州中学 

王伟志 合肥一中  晋晨 马鞍山市当涂一中  唐洁 舒城中学 

吴旌 铜陵市一中  刘华迎 阜阳一中  王一夫 滁州中学 

周梁伟 铜陵市一中  张波 淮南二中  杨旭 六安一中 

陈序 滁州中学  高爽 池州一中  田炜瞳 蚌埠二中 

唐昊 当涂一中  陈若玙 池州一中  刘宝鼎 滁州中学 

夏守恒 芜湖一中  骆撷冬 泗县一中  李庆 霍邱一中 

霍文龙 肥东一中  刘逸飞 鹏程中学  何志江 蚌埠三中 

高庆 铜陵市一中  党其亮 实验中学  龚瑞平 安师大附中 

唐牧天 铜陵市三中  徐文晖 宁国中学  许日红 庐江中学 

高俊杰 蚌埠二中  王磊 灵璧一中  宇航 全椒中学 

李玉麟 六安一中  陈钰 滁州中学  车鹏程 巢湖一中 

何由之 马鞍山二中  戴荣时 滁州市明光中学  徐文强 繁昌一中 

葛新昱 蒙城一中  王自财 泗县三中  潘善之 蚌埠二中 

黄旭 芜湖一中  蒲唱唱 宿州二中  陈欣冉 蚌埠二中 

韩宁 宁国中学  任鹏程 滁州市来安中学  冉祥云 蚌埠二中 

王璇 灵璧一中  吴虎啸 滁州市明光中学  张征 蚌埠二中 

王震 淮南二中  严冉 安庆一中  葛宇 淮北一中 

王迟凡 池州一中  王叶 滁州市天长中学  赵京生 无为中学 

杨宇欣 合肥一中  刘卫星 宿城一中  郭翰林 亳州一中 

张艺璇 池州八中  杨州 滁州市定远中学  刘天宝 阜南县春晖学校 

曹茹 宿州二中  冯子健 合肥一六八中学  卢宇 颍上第一中学 

班东鸣 滁州市全椒中学  王世坤 铜陵市一中  魏冬阳 涡阳一中 

武钦慈 宿城一中  戴振宇 安庆一中  况静 淮北市实验高中 

彭天雨 太湖中学  倪木子 安庆一中  乔云飞 南陵中学 

黄归 浮山中学  储  媛 滁州市来安中学  文彪 南陵中学 

陶蒙 安庆一中  胡韬 屯溪一中  赵晨 马鞍山二中 

王学锐 肥东县锦弘中学  童超 滁州市定远中学  余翔 石台中学 

谢文韬 安庆一中  徐嘉诚 铜陵市一中  方毅 池州一中 

姚超 铜陵市一中  方舟 屯溪一中  陈叶智 池州一中 

方致远 屯溪一中  李应宏 铜陵市一中  张志恒 芜湖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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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叶中杰 青阳中学  王永欢 六安二中  陈文 宣城中学 

宫傲宇 芜湖一中  王强 庐江中学  李登跃 淮南一中 

姜天缘 芜湖沈巷中学  周晓 巢湖一中  王祥鹤 滁州中学 

陈翔宁 宁国中学  陶敏艳 芜湖县一中  徐磊 滁州市明光中学 

檀一鑫 合肥一中  江宛琪 巢湖一中  叶欣如 肥西中学 

叶致培 宣城中学  李晨曦 太和中学  常弗鸣 蚌埠二中 

王霄 宿州二中  刘潇奎 阜阳一中  张伟 滁州市全椒中学 

黄健飞 宣城中学  伏家伟 蚌埠二中  吴杨 石台中学 

唐文韬 砀山中学  付东飞 亳州一中  傅思涵 合肥八中 

汪旭 合肥一中  徐松林 颍上第一中学  刘浩林 宿城一中 

韦雨骁 萧县中学  王磊 马鞍山二中  赵雨 滁州市定远中学 

许卫权 合肥一中  王康 无为中学  王一飞 铜陵市一中 

李烨 宣城中学  夏雨 亳州一中  唐仪楷 安庆一中 

王荣祥 郎溪中学  黄大风 无为中学  孙晔 屯溪一中 

孙长胜 宿州二中  李硕 亳州一中  蒋克前 滁州市明光中学 

周尹 凤台一中  吕文博 马鞍山二中  王力 舒城中学 

李睿智 滁州市全椒中学  陈坤强 太和中学  王蕴韵 安师大附中 

李润华 合肥一六八中学  李轩 无为一中  王莉 舒城中学 

胡柯 滁州市明光中学  张建嵩 南陵中学  束放 安师大附中 

宋宇霆 合肥一六八中学  李琦 蒙城一中  童一帆 安师大附中 

陈秋安 宿州二中  解林 太和中学  刘畅 阜阳三中 

申远 滁州市全椒中学  王磊 马鞍山二中  张浩 太和中学 

丁鹏 滁州市全椒中学  曾伟 南陵中学  李小朋 亳州一中 

叶澍坤 铜陵市一中  王礼萍 南陵中学  胡宇晨 淮北一中 

瞿安林 滁州市天长中学  吴振宇 马鞍山二中  胡家燕 界首一中 

张伟 肥东一中  刘路路 阜阳一中  孟爽 涡阳一中 

蒋辰 屯溪一中  薛明峰 石台中学  刘通 淮北市实验高中 

马华春 肥东一中  胡效竹 淮南二中  裴志信 马鞍山二中 

夏俊 肥东一中  姚虎 阜阳城郊中学  张文明 阜阳五中 

戴寰宇 肥东县锦弘中学  于靖依 太和一中  徐礼承 池州一中 

钱晨 铜陵市一中  张仪纵横 芜湖一中  孙恒 淮南二中 

杨蒙 安庆一中  左涛 池州一中  崔宇辰 淮南二中 

徐砚捷 歙县中学  薛杨 淮南一中  丁响 东至二中 

谢关晴 铜陵市一中  胡宇晨 石台中学  顾润涵 合肥一中 

徐翊飞 屯溪一中  章雨 东至二中  孙凌志 滁州市凤阳中学 

侯松 滁州市全椒中学  张晗 宿城一中  魏圣和 鹏程中学 

夏明乐 肥西中学  李明哲 砀山中学  葛棒棒 砀山中学 

袁志恒 长丰县北城中学  汪凌璆 郎溪中学  卜凡 灵璧一中 

陈若宇 长丰一中  刘阳 东至三中  王瑞 池州八中 

周先波 舒城中学  郭发港 郎溪中学  邹鹏超 郎溪中学 

王雪毅 安师大附中  巢章佩 东至三中  胡创 宿城一中 

章文 舒城中学  王家智 宣城中学  余玉童 滁州中学 

李成波 舒城中学  彭枫 东至三中  朱佳琪 砀山中学 

郑磊 霍邱一中  汪郑扬 合肥一中  王月 滁州市明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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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王文致 合肥八中  孟祥 涡阳一中  李静思 铜陵市一中 

时竞竹 滁州中学  陈曜 马鞍山二中  刘海航 肥东一中 

朱乐天 淮南一中  刘闻新 临泉一中  汪志伟 黄山一中 

毕甫兵 滁州市天长中学  江鹏飞 利辛一中  程彬洋 肥东一中 

何青松 合肥八中  许寅超 马鞍山二中  肖光瑞 南溪中学 

王庶 宿城一中  王子豪 阜阳城郊中学  赵浩之 滁州中学 

任忠意 滁州市明光中学  马子涵 淮北十二中  李杰 肥东一中 

戚晨学 滁州市全椒中学  费文杰 马鞍山市当涂一中  谢振雄 铜陵市一中 

郑婷婷 滁州市全椒中学  汪已森 马鞍山二中  张海松 舒城一中 

刘鹏 合肥一六八中学  韩畅 马鞍山市当涂一中  李庆鑫 滁州中学 

吴谊文 铜陵市三中  许昱 东至二中  胡章伟 铜陵市一中 

项自励 休宁中学  林园铖 青阳中学  李丝雨 滁州中学 

王竞舟 祁门一中  宁润泽 青阳中学  金志锋 肥西中学 

程旭 铜陵市一中  王程程 淮南一中  刘庆然 六安二中 

徐洁 铜陵市一中  叶辉 郎溪中学  徐志寒 蚌埠二中 

盛逸涵 屯溪一中  石宇 淮南一中  张旗还 长丰一中 

袁江华 滁州市全椒中学  江济民 合肥一中  张世瑞 滁州中学 

孙文 安庆一中  张庭梁 灵璧一中  丁坤 长丰一中 

任超 滁州市定远中学  王亚安 涡阳一中  冯宜强 蚌埠铁中 

陈威 铜陵市三中  陈天赐 池州一中  方田 庐江中学 

方经春 舒城中学  王啸林 池州一中  黄义德 滁州中学 

姚蓉蓉 肥东县锦弘中学  刘永志 宁国中学  李文可 寿县一中 

阮书田 铜陵市三中  何潘 池州八中  崔然然 滁州市第二中学 

朱海涛 滁州中学  张昊齐 合肥一中  童鑫 滁州市第二中学 

黄若禹 铜陵市一中  孙一凡 淮南一中  赵皓冉 巢湖一中 

赵枨枨 铜陵市三中  徐唱 宣城中学  朱轩杰 巢湖四中 

王雨然 铜陵市一中  陈曦 宣城中学  张清旭 固镇一中 

储志文 金寨一中  刘祖欣 滁州市定远中学  王文亮 阜阳三中 

程小萌 蚌埠三中  刘栓 宿城一中  方飞扬 巢湖四中 

王权利 长丰县北城中学  余水 滁州市全椒中学  查军龙 繁昌一中 

范学瑞 舒城中学  王孟得 合肥一六八中学  李阳 繁昌一中 

刘强 怀远一中  张德胜 滁州市凤阳中学  吴康楠 蚌埠二中 

丁子孺 庐江中学  朱勿匆 野寨中学  刘韬略 巢湖一中 

蔡照远 庐江中学  陈道远 滁州市全椒中学  陈雪剑 颍上第一中学 

张也 五河高级中学  彭康 合肥十中  伍雄志 马鞍山二中 

程勇 巢湖四中  章云峰 合肥二中  周宇翔 无为中学 

张运山 繁昌一中  王浩然 铜陵市一中  杨靖宇 界首一中 

任毅 蚌埠二中  胡焱鑫 滁州中学  华俊 阜阳三中 

张涛 巢湖市槐林中学  汪许垚 滁州市天长中学  盛广银 阜阳三中 

陈士堂 颍上第一中学  袁鹏 肥东一中  康宁 淮北市实验高中 

季金禹 马鞍山二中  庞健 肥东县圣泉中学  方振 无为中学 

张好锐 太和一中  胡声鼎 屯溪一中  谢克 太和中学 

汪福山 淮北一中  於学鑫 滁州市定远中学  郭喜龙 涡阳一中 

李亮 无为襄安中学  王秦 肥东一中  黄晓军 涡阳一中 



 9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张豪 中加双语学校  郭乾坤 实验中学  刘运铎 铜陵市一中 

张晓龙 涡阳一中  汪松 郎溪中学  刘豪 铜陵县一中 

潘明明 无为一中  李畅 宿州二中  王晨昊 铜陵市一中 

许坤 无为二中  许可 合肥一中  毛文周 肥西中学 

潘俊杰 马鞍山含山二中  郭晨冉 郎溪中学  汪雪萌 铜陵市一中 

闫格 阜阳一中  谢恬 东至二中  衡子昂 滁州中学 

方林涛 蒙城一中  陈诗玥 凤台一中  钱志远 肥西县农兴中学 

张昊清 马鞍山二中  乔思雨 宿城一中  俞晓倩 舒城中学 

王朔朔 蒙城一中  姚晔 怀远一中  刘意 滁州中学 

种振宇 淮北一中  李硕 五河高级中学  赵雨森 舒城中学 

屈万如 阜阳三中  汪李飞 安庆一中  李忠正 怀远一中 

朱斌 利辛一中  杨文静 合肥一中  刘文慧 五河一中 

郭丹 马鞍山含山二中  单腾飞 宿州二中  裴思健 芜湖田家炳中学 

王明华 南陵中学  陆新晨 凤台一中  达瓦 芜湖田家炳中学 

郑康 南陵中学  刘晨 滁州市明光中学  徐戴运 芜湖十二中 

陈品 淮北市实验高中  李文娟 巢湖四中  许鲍岳 芜湖县一中 

张静 南陵中学  黄立博 宿城一中  王淳雄 芜湖县一中 

曾军 南陵中学  彭宇坤 合肥六中  李晓萌 固镇一中 

王钦正 亳州一中南校  吴文健 宣城中学  项勇 巢湖二中 

刘颜玉 淮北市孙疃中学  洪玉虎 滁州中学  刘朝润 巢湖二中 

陈川 淮北师大附中  袁泉 安庆一中  王坤 繁昌一中 

王官清 马鞍山和县一中  唐云强 铜陵市三中  顾娅婷 颍上第一中学 

诸震 淮南二中  陈秋明 铜陵市三中  钟增鸣 无为中学 

刘强 马鞍山和县一中  后启宝 南陵中学  柴剑飞 淮北一中 

濮瑞龙 马鞍山当涂一中  刘文豪 南陵中学  郑宇 颍上第一中学 

曹麟 青阳中学  邱雨桐 淮南一中  张杨 淮北一中 

马浩宇 淮南二中  魏志航 宣城中学  陈雨晴 涡阳一中 

王沐书 青阳中学  陈龙 宁国中学  朱贺强 阜南县第一中学 

彭德智 淮南二中  王锐 滁州市全椒中学  邵帅 淮北一中 

于宗伦 淮南二中  叶春寅 淮南四中  张波 淮北一中 

程一鸣 淮南二中  李杰 宿城一中  王诗晨 淮北一中 

丁峰 东至二中  梁天虹 广德中学  鲍科 马鞍山二中 

王晨曦 淮南二中  杨昆鹏 灵璧一中  辛平 淮北市濉溪二中 

翟兵 凤台一中  周子博 灵璧中学  沈月蓉 马鞍山二中 

贾雨鹏 淮南二中  蒋时雨 淮南五中  詹天予 淮南一中 

王晓牛 凤台一中  黄成 滁州中学  杨康 马鞍山市当涂一中 

朱章盛 青阳中学  方瑶 屯溪一中  赵伯承 淮南四中 

刘云 凤台一中  何其阳 滁州中学  程羽 马鞍山二中 

陈明鑫 东至三中  黄龙珠 屯溪一中  张意漩 马鞍山安工大附中 

王萌 合肥一中  黄振 肥东一中  黄威 芜湖一中 

谢心怡 淮南二中  王超 滁州市定远中学  王奥宇 淮南二中 

方邹强 郎溪中学  余兵 望江中学  桂琳 青阳中学 

赵利民 淮南一中  周怡伶 蚌埠一中  吴松 郎溪中学 

史左政 郎溪中学  蔡建珺 滁州中学  方 妍 池州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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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向雪萌 广德中学  倪晓雅 舒城中学  倪静 巢湖四中 

王奎兰 郎溪中学  周香越 铜陵市一中  钱天 繁昌二中 

邵思钦 宿城一中  邹蓓蓓 蚌埠一中  王天祥 阜阳三中 

魏坤 凤台一中  刘仁斌 舒城中学  李桂龙 阜阳三中 

章晓语 宣城二中  朱世权 滁州中学  付雪 亳州一中 

刘中安 凤台一中  李晓港 滁州中学  李文健 红旗中学 

王昕岩 淮南一中  刘雅楠 蚌埠一中  随浩宇 亳州一中 

赵嘉明 灵璧中学  陈旭 滁州中学  贾晴 亳州一中 

章征贤 宣城中学  吴瑞 肥西中学  吴瑞 太和中学 

崔旭晖 淮南一中  魏雅璇 舒城中学  张淮明 阜南县实验中学 

刘靖楠 淮南一中  张钊 铜陵市三中  李敏 无为一中 

王守灿 砀山二中  李亚兰 肥西中学  韦涛 临泉一中 

徐超 野寨中学  刘剑桥 肥西中学  王思童 淮北一中 

李准准 淮南一中  叶健平 肥西中学  曹旭晨 马鞍山二中 

刘志强 淮南一中  孔玉 肥西中学  王逸茹 涡阳一中 

刘洋 泗县二中  尹航 舒城中学  褚友露 马鞍山二中 

张玉杰 淮南三中  汤智伟 滁州中学  李浩 南陵县萃英园中学 

李兆坤 安庆一中  冯启航 舒城中学  赵光煜 颍上第一中学 

王玉洋 滁州市天长中学  程豪 铜陵市一中  仝波 中加双语学校 

程天祥 歙县中学  杨涛 滁州中学  吕永基 阜阳城郊中学 

周博文 桐城中学  邢恒知 铜陵市二中  孙浩昊 南陵中学 

鲁楚琴 滁州市定远中学  李六彤 六安一中  王晓东 阜阳二中 

吴昊 滁州市全椒中学  牛舒怡 滁州中学  刘晨旭 临泉一中 

陈超凡 滁州市全椒中学  叶迎曦 长丰一中  李飞龙 临泉一中 

徐志超 安庆一中  许纯 舒城中学  杨元昊 马鞍山二中 

冯金刘 滁州市来安中学  窦若旭 蚌埠二中  李喆 利辛一中 

吴红艳 滁州市来安中学  陈亮亮 长丰一中  王志响 阜阳二中 

童冠贤 肥东一中  余海洋 金寨一中  朱雪松 马鞍山市当涂一中 

钟昊 肥东一中  胡越凡 蚌埠二中  朱芃琦 阜阳一中 

陈永康 肥东县锦弘中学  夏倩如 安师大附中  谢尚群 临泉二中 

黄旭 肥东一中  徐耀 长丰一中  张原 淮南二中 

王志明 肥东一中  张诚君 蚌埠四中  董金宇 阜南县第一中学 

吴晨虎 滁州市定远中学  石青刚 舒城中学  董满芳 临泉二中 

张正 祁门一中  孟钰博 蚌埠铁中  陈思佳 淮南二中 

王强 滁州市全椒中学  樊珂昶 长丰一中  李彦骏 芜湖一中 

汪强 滁州市定远中学  魏巍 舒城中学  徐一风 池州一中 

洪健 休宁中学  李迎港 怀远一中  王年翼 淮南二中 

余大海 肥东一中  胡道远 六安一中  李宗盛 阜南县实验中学 

晋志杰 肥东一中  张福翔 芜湖十二中  宁希淳 青阳中学 

伍晗 舒城中学  李振东 巢湖一中  杨文桢 青阳中学 

衡瑞 滁州市凤阳中学  张澍 固镇一中  胡亚珩 淮南二中 

陈语嫣 蚌埠一中  李慕凡 固镇一中  黄赟 马鞍山市当涂一中 

戴鑫睿 肥东一中  高鼎辉 蚌埠二中  袁冶 池州一中 

余让举 舒城中学  李润泽 蚌埠二中  宣雅 马鞍山市和县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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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姓  名 学   校 

黄月昊 当涂县石桥中学  叶耀邦 郎溪中学  刘浩 凤台一中 

阙方鑫 合肥一中  王珊珊 淮南一中  倪少博 东至三中 

陈绍明 东至三中  姚舜一 凤台一中  江心雨 淮南一中 

于澈 马鞍山二中  陈雨琪 萧县中学  马雨欣 宣城中学 

陶伟 芜湖一中  钱威 池州一中  李增豪 宣城中学 

吴不鸣 青阳中学  朱高旺 凤台一中  何振涛 池州一中 

陈明 淮南二中  孙宏彪 淮南二中  张翔 池州一中 

夏志文 合肥一中  宋冬冬 东至三中  苏泽华 凤台一中 

凌阳 宁国中学  刘丁涛 淮南一中  范希雅 广德中学 

李彪 东至二中  张港顺 东至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