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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教 育 局
苏教备〔2022〕3 号

关于公布苏州市中小学生

实验操作大赛结果的通知

各县级市（区）教育局（教体文旅委），各直属中小学校：

苏州市中小学生实验操作大赛于今年 5 月启动，来自全市

10 个市区及直属的近 20 万名学生参与角逐。经过热身赛、预选

赛、分区赛后，96 名学生脱颖而出，参与小学科学、初中生物、

高中化学等 3 个学科的市级大赛。

由苏州市教育局主办，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苏州市教育

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办公室联合承办，江苏省苏州中学协办的决

赛于 7 月 13 日结束。现将比赛结果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1．苏州市小学科学获奖名单

2．苏州市初中生物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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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州市高中化学获奖名单

苏州市教育局

2022 年 9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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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苏州市小学科学获奖名单

奖项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一等奖

(8 名)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汪煜城 张超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杨浛屹 陈晗悦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沈一诺 蒋继兰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北区) 李芮霖 陈海虹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金山路校区） 江睿宇 张媛

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小学 闵杨顾宸 杨慧

苏州市吴江区芦墟实验小学 王致远 施燕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胡弈 任青

二等奖

(12 名)

苏州市相城区御窑小学 周彬 袁庆良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金山路校区） 陈彧涵 张媛

苏州市吴中区石湖实验小学 张翰晨 倪宇佳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小学（目澜校区） 褚战 姚赟莉

太仓市实验小学 吴之远 陈宇祝

昆山市第一中心小学 杨童辉 马玲玲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姜北辰 胡世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卞梓茗 李祥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任梓珩 彭景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东区) 钱天佑 顾文元

太仓市实验小学 吴之遥 朱丽蓉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张妍宁 郭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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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三等奖

(14 名)

昆山市第一中心小学 李子媛 马玲玲

张家港市港区小学 杨芮涵 苟海琳

苏州市相城区御窑小学 张洋睿 袁庆良

昆山市第一中心小学 丁际儒 唐静

吴江经济开发区山湖花园小学(淞南阳光北校) 朱姝雅 田蓓莉

苏州市相城区御窑小学 罗婉钰 袁庆良

常熟市实验小学 徐滢茜 陆叶

常熟市石梅小学 秦子越 杨军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陈庄研 胡方平

苏州市吴中区石湖实验小学 王浩宇 倪宇佳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冯大钧 蒋继兰

常熟市世茂实验小学 钱宏嘉 王小弟

苏州市吴中区石湖实验小学 杨袁屹 倪宇佳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金山路校区） 冯逸晟 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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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苏州市初中生物获奖名单

奖项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一等奖

(6 名)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杨心宇 陆颖

张家港市塘桥初级中学 吴星宇 李冬辉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青城山路校区) 叶睿聪 黄晨虹

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王梓尧 周颖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校 胡鑫彤 徐伟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张一凡 王卫星

二等奖

(10 名)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赵沐恒 舒晓良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初级中学 王佑安 葛爽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聂韶希 徐雨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马欣怡 浦彤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杨绮赟 范红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南行中学 蔡华振 吴婷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金山路校区) 管忆扬 苏君菊

张家港市后塍学校 刘玉珠 周平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 袁玥 胡莹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周千艺 王丽娜

三等奖

(15 名)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袁钱德铭 武小斐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舒钰涵 过雪梅

太仓市实验中学 王立言 徐燕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 施嘉妮 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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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三等奖

(15 名)

昆山市第二中学 曹昱则 陈芳

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 陆梓沁 胡莹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吴奇航 许冰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金山路校区) 张子涵 陈佩佩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南行中学 陈家伟 吴婷

昆山市第二中学 王赵玥 陈芳

昆山市第二中学 唐焕杰 陈芳

常熟市实验中学 夏项洋 项丽芳

太仓市陆渡中学 滕梦雪 朱庆国

常熟市实验中学 俞皓宸 项丽芳

太仓市明德初级中学 钱严佳怡 周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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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苏州市高中化学获奖名单

奖项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一等奖

(6 名)

江苏省苏州中学 王悦芃 顾菲菲

江苏省苏州中学 郭禹彤 徐惠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马楷恒 周玲凤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郭昱玮 吴美刚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刘季之辉 王文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朱方政 张建林

二等奖

(10 名)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谢绮萱 张建林

江苏省常熟中学 朱亦吴 朱俊益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王振宁 张洁

江苏省常熟中学 李韶宇 朱俊益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张敏 陈菊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夏成宸 张建林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金子竣 王文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黄云清 陆芹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朱成鑫 叶永鑫

吴江高级中学 张赫 黄烷波

三等奖

(15 名)

江苏省常熟中学 管奕 朱俊益

相城中学 徐吕玺 徐赫轩

苏州湾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黄天麟 张援

张家港市塘桥高级中学 夏佳培 张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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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三等奖

(15 名)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余振德 张洁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 周紫韵 鲍琳

相城中学 朱子豪 徐赫轩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陆宇轩 杨茵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倪俊杰 陈菊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沈桐 张洁

苏州湾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李彦泽 程子寒

相城中学 朱瑾涵 徐赫轩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陈学知 郑学裕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郑宇 刘和平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金苏齐齐 杨茵

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