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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苏 州 市 教 育 局
苏 州 市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苏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苏语委办〔2022〕8 号

关于公布“喜迎二十大 童心护运河
——水韵江南·小小讲师团”

活动结果的通知

各县级市（区）文明办、教育局（教体文旅委）、语委办，各直

属（代管学校）：

根据省委宣传部等六部门《关于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筑

梦向未来”系列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苏文明办〔2022〕5 号）

和省语委等六部门《关于开展“筑梦向未来”2022 年度中华经

典诵写讲系列活动的通知》（苏语办函〔2022〕2 号）要求，结

合实际，市教育局、市文明办、市广播电视总台和市语委办联合

开展了“水韵江南·小小讲师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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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获奖名单

一、入选学生

仲雅洁 苏州市吴江区北厍小学

汪阳宇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

许漪澜 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校

徐孝殊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钟乐天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徐 灏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心小学校

周珺瑶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

李欣尧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曹渔真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许沁馨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黄妍箐 苏州市新康实验小学校

翟梓皓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杨伊宁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顾 琛 苏州市新康实验小学校

戴屹铭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叶欣睿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张裕恩 常熟市孝友中学

周一臣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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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韬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郝靖雯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孙嘉宜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杨芮涵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张宇杰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张欣怡 昆山开发区民办前景学校（开发区校区）

徐孝贤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黄陈熙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蒋依晨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肖玥妍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杨浩然 苏州市吴江区吴绫实验小学

周张慧 江村实验学校

羊腾宇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刘 易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杨思媛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徐卿珵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缪 妙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张祺雨倩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孟逸宽 苏州市相城区陆慕实验小学

刘沁莹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居成俊 常熟市塔前小学

余越泽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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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佳佳 昆山开发区民办前景学校（开发区校区）

张旖薰 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爱德校区

陈思琪 常熟市淼泉中心小学

凌梓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沈能骄 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爱德校区

宋汐尧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谭智恩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陈梓檬 苏州市劳动路实验小学校

郭容与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祁歆妍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范 叶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学

陆陈艺 苏州高新区敬恩实验小学

戴妙恬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陈玥嫣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陆志昊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浦铭杰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谭媛予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谈欣妍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三实验小学校

李哲宸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刘晨恩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刘颖诚 苏州市吴江区青云小学

陆羿昂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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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羽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朱亦菡 苏州高新区长江小学校

黄茉然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杭裕恺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高隽宸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陆奕萌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张奕瑾 江苏省新苏师范附属小学

殷浩然 苏州外国语学校

陈思妤 苏州市东中市实验小学校

许林曦 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湾实验小学

薛奕婕 苏州学府实验小学校

蒋以琳 苏州市吴中区西浦附属学校

邵涵晴 江苏省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钱锦玥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校

高晗曦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邢文隽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校

赵静怡 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

郑梓瑶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韩苏心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葛锦一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唐敏钧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赵语煊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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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旭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周晨昊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景陶喆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袁心钰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高级中学

陈雨菡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冯铭洋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任梓昕 苏州市吴江区莘塔小学

安悦忻 昆山市玉山镇第一中心小学

庞清予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陈思翰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孙汐翎 苏州市梓义实验小学校

殷子宸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刘铭慧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校

缪昕言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滨河路校区）

孙祎翔 苏州高新区文正小学校

吴攸严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沈雨晴 苏州市吴江区同里实验小学

沈欣妤 昆山市玉山镇同心小学

狄可欣 苏州市金阊实验小学校

殷子烨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赵奕阳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卢子豪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三实验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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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涵 常熟市吴市中心小学

吴可欣 昆山市新镇中心小学

秦子越 常熟市石梅小学

王嘉源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殷若恒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张艾伦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张瀚洋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马萌希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严铭涵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徐陆辰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实验小学

许晓妤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韩苏爱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王心怡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陈琳萱 江苏省新苏师范附属小学

陈瀚哲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黄一新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孟彦辛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北校区）

张亦乐 苏州高新区文昌实验小学校

二、优秀组织奖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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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苏州市吴江区莘塔小学

昆山开发区民办前景学校

三、优秀指导老师奖

顾 烨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潘 艳 苏州市实验小学

孙 烨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陈亦杨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孙亚坤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徐燕妮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叶 波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金 戈 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

刘 芹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冯美虹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验小学

顾绮雯 苏州市吴江区莘塔小学

王 超 昆山开发区民办前景学校（开发区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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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