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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迷宫挑战线上仿真项⽬“优秀选⼿”名单
序号 组别 姓名 市 学校 指导教师

1 ⼩学组 王美紫 抚顺市 ⺠主⼩学 ⾼雁

2 ⼩学组 龚嘉和 抚顺市 抚顺市实验⼩学 何景宇

3 ⼩学组 ⻩渤轩 朝阳市 凌河⼩学 王昭宁

4 ⼩学组 王岳峰 丹东市 丹东市实验⼩学 刘海星

5 ⼩学组 徐晨萌 锦州市 锦州市实验学校 胡宁

6 ⼩学组 张倬闻 抚顺市 抚顺市实验⼩学 付嘉

7 ⼩学组 王⼀淼 朝阳市 建平县第⼆⼩学 孙雪

8 ⼩学组 王⼼池 锦州市 锦州市实验学校 王远航

9 ⼩学组 刘昌鸿 朝阳市 凌源市实验⼩学

10 ⼩学组 沈洪宇 朝阳市 回⺠⼩学

11 ⼩学组 宁朗晰 锦州市 解放⼩学 张⽻⻜

12 ⼩学组 姜炳男 ⾩新市 ⾩新市海州区矿⼯街⼩学 ⻢书洋

13 ⼩学组 仲笑莹 沈阳市 辽宁省实验学校

14 ⼩学组 王翊宁 锦州市 重庆路⼩学 王莹

15 ⼩学组 陈奕宁 沈阳市 沈阳市于洪区东北英才学校 ⽯娇

16 ⼩学组 杨霖⼀ ⼤连市 ⼤连⾼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学

17 ⼩学组 丁⾔诺 本溪市 联丰⼩学 罗昊

18 ⼩学组 李梓萌 本溪市 东胜⼩学 唐旭

19 ⼩学组 狄⼩锐 本溪市 东胜⼩学 梁兵

20 ⼩学组 任乔硕 朝阳市 万寿⼩学 任建伟

21 ⼩学组 廉铮 本溪市 东胜⼩学 梁兵

22 ⼩学组 吕博然 ⾩新市 平北⼩学 张建宇

23 ⼩学组 吴松轩 本溪市 联丰⼩学 罗昊

24 ⼩学组 刘家睿 沈阳市 沈阳市于洪区东北英才学校 ⽯娇

25 ⼩学组 徐浩轩 本溪市 联丰⼩学 罗昊

26 ⼩学组 刘懿琳 锦州市 松⼭新区实验⼩学 王⻜鹏

27 ⼩学组 荆晨宇 锦州市 锦州市实验学校 甄⽉

28 ⼩学组 董檠阳 本溪市 群⼒⼩学 ⻢荣颖

29 ⼩学组 宋禹陶 本溪市 群⼒⼩学 郝⽂姝

30 ⼩学组 李芮霆 ⼤连市 ⼤连南⾦实验学校 王环环

31 ⼩学组 范仕豪 鞍⼭市 台安会⼭学校

32 ⼩学组 李骁同 本溪市 东胜⼩学 梁兵

33 ⼩学组 卢浩诚 沈阳市 中⼭路⼩学 刘洪海

34 ⼩学组 王嘉熠 本溪市 本溪市⾼级中学附属学校 叶诗慧

35 ⼩学组 岳⽅⾈ 本溪市 ⺠⽣⼩学

36 ⼩学组 刘索雅 营⼝市 营⼝市站前区红旗⼩学教育集团 刘继君

37 ⼩学组 何泉毅 ⼤连市 ⼤连⾼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学 林旖柔

38 ⼩学组 吴霖峰 沈阳市 中⼭路⼩学 刘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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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学组 邹⼀宁 沈阳市 中⼭路⼩学 刘洪海

40 ⼩学组 王⼀安 ⾩新市 ⾩新市实验⼩学 ⻢书洋

41 ⼩学组 王竣加 沈阳市 ⽂艺路第⼆⼩学(东校区)
42 ⼩学组 冉朗硕 鞍⼭市 鞍⼭市湖南⼩学

43 ⼩学组 刘蘅 盘锦市 盘锦市鹤乡⼩学 索萍

44 ⼩学组 刘泽⾠ 沈阳市 中⼭路⼩学 刘洪海

45 ⼩学组 曹晨皓 盘锦市 盘锦市鹤乡⼩学 杨震

46 ⼩学组 王佳⾬⾠ 盘锦市 盘锦市实验⼩学

47 ⼩学组 康艺萱 锦州市 解放⼩学 焦琳

48 ⼩学组 刘乂璇 锦州市 锦州市实验学校 夏京京

49 ⼩学组 任屹 丹东市 丹东市实验⼩学 于⼤军

50 ⼩学组 盖星元 沈阳市 ⼤东区辽三⼩学教育集团辽三校区

51 ⼩学组 晁梓轩 本溪市 明⼭区实验⼩学 张博

52 ⼩学组 ⾼澜阔 沈阳市 辽宁省实验学校 张菁⼭

53 ⼩学组 李霖霏 沈阳市 沈阳市于洪区东北英才学校 ⽯娇

54 ⼩学组 刘圣尧 抚顺市 顺城区第⼆实验⼩学 李芳雪

55 ⼩学组 王雍亓 沈阳市 辽宁省实验学校 杨烁

56 ⼩学组 徐熙程 抚顺市 北台⼩学 吴钢

57 ⼩学组 孙嘉骏 沈阳市 朝阳⼀校

58 ⼩学组 刘⼦宁 丹东市 丹东市实验⼩学 于⼤军

59 ⼩学组 李星延 朝阳市 凌河⼩学

60 ⼩学组 杨淇杭 本溪市 群⼒⼩学 郝⽂姝

61 ⼩学组 吴佳錡 盘锦市 盘锦市鹤乡⼩学 于欣欣

62 ⼩学组 刘皓丞 抚顺市 北台⼩学

63 ⼩学组 刘玥⼼ 抚顺市 抚顺市实验⼩学

64 ⼩学组 裴鑫潼 抚顺市 北台⼩学 吴钢

65 ⼩学组 杜⽂硕 ⼤连市 北京师范⼤学⼤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66 ⼩学组 ⻩彧韬 鞍⼭市 台安县实验⼩学 李莹莹

67 ⼩学组 ⻬紫杨 鞍⼭市 台安县实验⼩学

68 ⼩学组 刘彦昊 营⼝市 营⼝市站前区红旗⼩学教育集团 刘继君

69 ⼩学组 张舰⽅ ⾩新市 辽宁省⾩新市实验⼩学 张建宇

70 ⼩学组 王逸宸 盘锦市 辽河油⽥幸福⼩学 王智慧

71 ⼩学组 孙⼀⽲ 鞍⼭市 钢都⼩学分校

72 初中组 迟彦霖 丹东市 丹东市第五中学 张雁燕

73 初中组 王顺杭 抚顺市 抚顺市第⼆⼗⼆中学 肇⽂华

74 初中组 冷⾦澳 葫芦岛市 葫芦岛市化⼯初级中学 ⾼德会

75 初中组 印室杰 抚顺市 抚顺市第五⼗中学 李歌

76 初中组 徐茂恒 盘锦市 辽河油⽥实验中学 胡箐荭

77 初中组 李尚泽 盘锦市 辽河油⽥实验中学 师博义

78 初中组 ⻬国斌 盘锦市 盘⼭县东郭学校 赵荣凯

79 初中组 何苇杭 盘锦市 盘⼭县东郭学校 赵荣凯

80 初中组 张竣萁 盘锦市 盘⼭县东郭学校 赵荣凯

81 初中组 贺英杰 盘锦市 盘⼭县东郭学校 赵荣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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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初中组 ⽥⼦奥 盘锦市 盘⼭县东郭学校 赵荣凯

83 初中组 刘宇泽 盘锦市 盘⼭县⽺圈⼦学校中学部 赵荣凯

84 初中组 尹思桐 盘锦市 盘⼭县东郭学校 赵荣凯

85 初中组 王浩麟 盘锦市 盘⼭县东郭学校 赵荣凯

86 ⾼中组 许佳熙 抚顺市 抚顺⼆中 王丽丽

87 ⾼中组 王⼼悦 鞍⼭市 鞍⼭市第⼋中学

88 ⾼中组 王泽晗 抚顺市 抚顺市四⽅⾼级中学 孙绍荣

89 ⾼中组 王⽅铄 营⼝市 ⼤⽯桥市⾼级中学 于海鹏

90 ⾼中组 张雁平 葫芦岛市 葫芦岛市实验⾼中 蔡利

91 ⾼中组 吴宇航 抚顺市 抚顺市四⽅⾼级中学 孙绍荣

92 ⾼中组 吕崧赫 抚顺市 抚顺市四⽅⾼级中学 孙绍荣

93 ⾼中组 ⾦哲锐 抚顺市 抚顺市四⽅⾼级中学 孙绍荣

94 ⾼中组 孙善博 抚顺市 抚顺市四⽅⾼级中学 孙绍荣

95 ⾼中组 顾雅涵 抚顺市 抚顺市四⽅⾼级中学 孙绍荣

96 ⾼中组 李升燃 营⼝市 ⼤⽯桥市⾼级中学 于海鹏

97 ⾼中组 韩昊洋 抚顺市 抚顺市四⽅⾼级中学 孙绍荣

98 ⾼中组 杨博⽂ 葫芦岛市 葫芦岛市实验⾼中 蔡利

99 ⾼中组 刘⼦祺 抚顺市 抚顺⼆中 刘慧颖

100 ⾼中组 吕忱澳 营⼝市 ⼤⽯桥市⾼级中学 于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