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名称 组别 姓名 性别 曲目 获奖情况

1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小低组 朱逸辰 女 《小蜗牛》 十佳/特等奖

2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唱小低组  周祺雅　 女 《红旗飘飘》 十佳/特等奖

3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黄泰来 男 《映山红》 十佳/特等奖

4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袁露晨 女 《孤独的牧羊人》 十佳/特等奖

5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初中组 俞天一 男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十佳/特等奖

6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初中组 干皓喆 男 《intentions》 十佳/特等奖

7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初中组 戴妙恬 女 《姑苏水巷》 十佳/特等奖

8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初中组 程实 男 《我的未来不是梦》 十佳/特等奖

9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闫雨婷 女 《她说》 十佳/特等奖

10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唱初中组 周佳润 女 《Into  the  unknown》 十佳/特等奖

1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低组 丁义程 男 《白杨和小河》 特等奖

12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小低组 马诚儿 男 《童心是小鸟》 特等奖

13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小低组 蒋牧洲 男 《亮亮高 板板桥》 特等奖

14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小低组 张欣妍 女 《泣颜回》昆曲 特等奖

15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小低组 刘诗雅 女 《天上的布达拉》 特等奖

16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小低组 徐艾 女 《红红的太阳》 特等奖

17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小低组 伊斯坎代尔·伊力亚斯 男 《向天再借五百年》 特等奖

18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低组 吴嵂 女 《水乡谣》 特等奖

19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低组 史筱愉 女 《梨花又开放》 特等奖

20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小低组 叶梓 女 《绒花》 特等奖

21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小低组 李尔雅 女 《金色童年》 特等奖

22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小低组 王钰涵 女 《带我到山顶》 特等奖

23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唱小低组 徐昕言 女 《声声慢》 特等奖

24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蔡雨桐 女 《天之大》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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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于晓余 女 《想变成一棵树》 特等奖

26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连芳岑 女 《最美的太阳》 特等奖

27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胡云兮 女 《叶儿船》 特等奖

28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陈辉睿 女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特等奖

29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魏莱 女 《说唱脸谱》 特等奖

30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秦梓涵 女 《有我》 特等奖

31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张思齐 女 《小小少年》 特等奖

32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高如希 女 《东方之珠》 特等奖

33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龚芯怡 女 《姑苏小巷夜幽幽》 特等奖

34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周晨昊 男 《追赶春天的人》 特等奖

35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卫昱嘉 女 《天雨流芳》 特等奖

36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颜兰懿 女 《牡丹亭-游园-步步娇》 特等奖

37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初中组 蒋赛尔 女 《我爱祖国的蓝天》 特等奖

38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唱初中组 唐涵雪 女 《乌兰巴托的夜》 特等奖

39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庄梓涵 女 《如愿》 特等奖

40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初中组 江楠 女 《橄榄树》 特等奖

41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初中组 戴辰欣 女 《相思》 特等奖

4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初中组 孔繁夕 女 《Finally》 特等奖

43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唱初中组 吕益霄 男 《故乡的云》 特等奖

44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梅可滢 女 《乡愁》 特等奖

45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小低组 顾清越 女 《暖阳》 一等奖

46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小低组 胡可心 女 《蝴蝶泉边》 一等奖

47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小低组 丁星 女 《梨花又开放》 一等奖

48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小低组 许茹冰 女 《红红的太阳》 一等奖

49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小低组 宋子祺 男 《小小少年》 一等奖

50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唱小低组 吴朗 男 《有何不可》 一等奖



51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小低组 周诗远 女 《萱草花》 一等奖

52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小低组 董清逸 女 《大鱼》 一等奖

53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低组 严润琳 女 《红飘带》 一等奖

54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小低组 仝嘉依 女 《我和我的祖国》 一等奖

55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小低组 杜思妍 女 《小手拉大手》 一等奖

56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小低组 许恒之 男 《送别》 一等奖

57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小低组 梁记诚 男 《春天的孩子》 一等奖

58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小低组 韩佳敏 女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一等奖

59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小低组 缪爱雯 女 《有你就幸福》 一等奖

60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小低组 叶知秋 女 《最美的光》 一等奖

61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小低组 黄意玲 女 《什么叫幸福》 一等奖

62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小低组 贾晰涵 女 《花开的北方草原》 一等奖

63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小低组 陆奕伊 女 《种太阳》 一等奖

64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小低组 丁仲恒 男 《红红的太阳》 一等奖

65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小低组 沈祎赟 女 《让我们荡起双桨》 一等奖

66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小低组 黄馨玥 女 《豆豆龙》 一等奖

67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小低组 毛奕欢 女 《送别》 一等奖

68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小低组 吕钒 男 《最美的光》 一等奖

69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小低组 陈逸尘 男 《中国娃都是向日葵》 一等奖

70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小低组 杨宸艺 女 《幺妹乖》 一等奖

71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小低组 顾雅萱 女 《月亮河边的孩子》 一等奖

7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小低组 刘祺然 女 《把未来点亮》 一等奖

73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唱小低组 徐瑾欣 女 《晚安》 一等奖

74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小低组 蒋心悦 女 《妈妈和我》 一等奖

75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唱小低组 王翊弘 男 《你笑起来真好看》 一等奖

76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小低组 陆奕萌 女 《山清水流长》 一等奖



77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小低组 胡铄岩 男 《红山果》 一等奖

78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低组 顾梓翎 女 《不会走路的童话》 一等奖

79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小低组 王子沫 女 《天上的布达拉》 一等奖

80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王倚琦 女 《只要平凡》 一等奖

81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章艺凡 男 《天下雄关》 一等奖

82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王思琪 女 《金色童年》 一等奖

83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盛佳琪 女 《今晚的月亮》 一等奖

84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孙向冉 女 《红星歌》 一等奖

85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蔡昊轩 男 《少年中国心》 一等奖

86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田峻泽 男 《南屏晚钟》 一等奖

87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雷佳雯 女 《有何不可》 一等奖

88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余若菲 女 《梨花又开放》 一等奖

89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魏蔡妍 女 《带我到山顶》 一等奖

90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孟昕熠 女 《枕边童话》 一等奖

91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朱子琪 女 《牡丹亭（春香闹学）一江风》 一等奖

92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崔梦涵 女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一等奖

93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陈禹安 男 《让我们荡起双桨》 一等奖

94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王灿琪 女 《爱在人间》 一等奖

95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高琳焱 女 《我是山里小歌手》 一等奖

96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刘昱辰 男 《鳟鱼》 一等奖

97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杨进然 男 《渔光曲》 一等奖

98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柏佩函 女 《瑶山木叶歌》 一等奖

99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蔡敏静 女 《等你来》 一等奖

100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唐子仪 女 《我的天使》 一等奖

101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陈霓裳 女 《心里常想你》 一等奖

102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胡皓轩 男 《稻香》 一等奖



103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乐诗娴 女 《我心中有个太阳》 一等奖

104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刘雨欣 女 《小背篓》 一等奖

105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王景仪 女 《沂蒙山小调》 一等奖

106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王子雯 女 《夜空中最亮的星》 一等奖

107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韩诗颖 女 《我是山里小歌手》 一等奖

108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周芸彤 女 《你笑起来真好看》 一等奖

109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周佳源 男 《proud of you》 一等奖

110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汪奕萱 女 《童心是小鸟》 一等奖

11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钟颖熙 女 《山路》 一等奖

112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董田琬 女 《卓玛姐姐》 一等奖

113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小中高组 余伊晨 女 《晚霞中的童年》 一等奖

114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唱初中组 吴思雨 女 《陪我长大》 一等奖

115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初中组 冯巾雅 女 《梅花颂》 一等奖

116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初中组 程欣然 女 《小花旦》 一等奖

117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吴雨淇 女 《中国姑娘》 一等奖

118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初中组 张静析 女 《caro mio ben》 一等奖

119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朱可欣 　女 《光子片》 一等奖

120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吕东宇 女 《映山红》 一等奖

12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杨子骞 男 《思乡曲》 一等奖

122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沈艺涵 女 《伊犁河的月夜》 一等奖

123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初中组 季明远 男 《姑娘》 一等奖

124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初中组 邓思陶 女 《把未来点亮》 一等奖

125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刘露曦 女 《如愿》 一等奖

126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初中组 王世熙 女 《梦里花》 一等奖

127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初中组 孙睿瑶 女 《proud of you》 一等奖

128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徐李果儿 女 《星空》 一等奖



129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唱初中组 吴皓轩 男 《黑龙江岸边洁白的玫瑰花》 一等奖

130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初中组 高若妍 女 《一路芬芳》 一等奖

131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初中组 陆彦哲 女 《烟花易冷》 一等奖

132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丁睿 女 《塔里木，我爱你》 一等奖

133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初中组 冯浩铭 男 《Still I Fly》 一等奖

134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陈若雪 女 《只道寻常》 一等奖

135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张嘉苡 女 《我的歌声里》 一等奖

136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初中组 张宇瑶 女 《众》 一等奖

137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初中组 高羽佳 女 《高高的雪域高原》 一等奖

138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唱初中组 张梓琳 女 《一人一梦》 一等奖

139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初中组 武香琼 女 《时间煮雨》 一等奖

140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唱初中组 赵子谦 男 《稻香》 一等奖

141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李沐瑶 女 《我和我的祖国》 一等奖

142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费芯怡 女 捉泥鳅 二等奖

143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浦嘉乐 女 桥边姑娘 二等奖

144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左欣辰 女 《红红的太阳》 二等奖

145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王灵玺 女 《你笑起来真好看》 二等奖

146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潘一墨 女 《红红的太阳》 二等奖

147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胡雨霖 男 《小书包》 二等奖

148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周铭宇 男 《小小少年》 二等奖

149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金语涵 女 《红红的太阳》 二等奖

150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贾诺炎 女 《有你就幸福》 二等奖

151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刘沫萱 女 《亲爱的老师》 二等奖

152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胡以宁 女 崖上的波妞 二等奖

153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范书语 女 下潜 二等奖

154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叶君晫 女 《红红的太阳》 二等奖



155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代开颜 女 《童谣》 二等奖

156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李拙成 男 《再见》 二等奖

157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唐恩俊 男 《江南》 二等奖

158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孙良承 男 《万疆》 二等奖

159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沈美晨 女 《天上的布达拉》 二等奖

160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刘萱棋 女 《外婆的澎湖湾》 二等奖

161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赵乐萌 女 《大海啊，故乡》 二等奖

162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钟瑾瑜 女 昆曲《牡丹亭》节选 二等奖

163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童桐 女 《静夜思》 二等奖

164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陈语嘉 女 《听到花开的声音》 二等奖

165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李易阳 男 《大鱼》 二等奖

166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孙妍 女 《萱草花》 二等奖

167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董俊逸 男 《金色童年》 二等奖

168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许博文 男 《童心向党》 二等奖

169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沈嘉泽 男 《Unstoppable》 二等奖

170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赵思芸 男 《苗家小阿妹》 二等奖

171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张靖溪 女 《和星星的约会》 二等奖

172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范熙君 女 《我多想快快长大》 二等奖

173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刘淑雯 女 《金色童年》 二等奖

174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张许艺 女 《送别》 二等奖

175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刘星辰 男 《忽然之间》 二等奖

176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许堇骢 女 马兰谣 二等奖

177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陆宏杨 男 小小少年 二等奖

178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俞梓琪 女 金色童年 二等奖

179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杨紫萱 女 萱草花 二等奖

180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唐艺玲 女 《亲爱的小猫》 二等奖



181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孙彧恒 男 《三个和尚》 二等奖

182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陈羽柔 女 《明天会更好》 二等奖

183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陈彦迪 女 《红船新一代》 二等奖

184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邓淩轩 男 《白月光与朱砂痣》 二等奖

185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卢奕禾 女 《有你就幸福》 二等奖

186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邹雨桐 女 《外婆的澎湖湾》 二等奖

187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黄桃 女 《把未来点亮》 二等奖

188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曲益萱 女 《听我说谢谢你》 二等奖

189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林嘉怡 女 《最美的光》 二等奖

190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张诗语 女 《听我说谢谢你》 二等奖

191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李雅涵 女 《金色童年》 二等奖

19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陈奂佑 男 《无名之辈》 二等奖

193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张欣悦 女 《隐形的翅膀》 二等奖

194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王雅楠 女 梨花又开放 二等奖

195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楚涵熙 女 《有你就幸福》 二等奖

196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黄艺轩 男 《老师》 二等奖

197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时一嫙 女 《听我说谢谢你》 二等奖

198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张梦圆 女 《拾稻穗的小姑娘》 二等奖

199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殷梓茜 女 《你笑起来真好看》 二等奖

200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唐语彤 女 《让我们荡起双桨》 二等奖

201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葛俊熙 男 《杨梅小姑娘》 二等奖

202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许瀚文 男 《索玛花开》 二等奖

203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陈辰 男 《小桥流水》 二等奖

204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王新茞 男 《小小少年》 二等奖

205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郭君怡 女 《你笑起来真好看》 二等奖

206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陈雨时 女 《红红的太阳》 二等奖



207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纪彦辰 男 《小小少年》 二等奖

208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冯陈志安 男 《中华小儿郎》 二等奖

209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沈俊驰 男 《荷塘边的歌谣》 二等奖

210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赵梓汐 女 梅州美 二等奖

211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潘星合 女 笠翁渔歌 二等奖

212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陆岳霖 男 朝代歌 二等奖

213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戴梓涵 女 《小小少年》 二等奖

214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赵苏涵 女 《听我说谢谢你》 二等奖

215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邹妍 女 评弹《声声慢》 二等奖

216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周子晴 女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二等奖

217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陈意昕 女 《童年》 二等奖

218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杨书豪 男 《梨花又开放》 二等奖

219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李文睿 男 《微微》 二等奖

220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朱馨妍 女 《你笑起来真好看》 二等奖

221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袁一辰 男 《造月亮》 二等奖

22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朱忆阳 男 《童年》 二等奖

223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范昱雅 女 《能不能不要说再见》 二等奖

224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龙雨菲 女 《送  别 》 二等奖

225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顾哲闻 女 《荷塘边的歌谣》 二等奖

226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金馨玥 女 《金色童年》 二等奖

227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孙梦涵 女 《big big world》 二等奖

228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侯欣冉 女 《王昭君》 二等奖

229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尹许琴 女 《丁香花开》 二等奖

230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耿懿辛 女 《相信》 二等奖

231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黄欣雨 女 《能不能不要说再见》 二等奖

232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陈佳怡 女 《My Heart Will Go On》 二等奖



233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张可人 女 《明天会更好》 二等奖

234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谌炘妤 女 《映山红》 二等奖

235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顾子犀 男 《彩虹之上》 二等奖

236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江  楠 女 《梨花又开放》 二等奖

237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牛羿 男 《大鱼》 二等奖

238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郑贺元 女 《映山红》 二等奖

239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邵雨桐  女 《老师，我想你》 二等奖

240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周舒瑶 女 《活出自己》 二等奖

241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张文藻 女 《茉莉花》 二等奖

242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朱渊骊 女 《我是山里小歌手》 二等奖

243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宋雨禾 女 《万疆》 二等奖

244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郑思瀚 男 《希望》 二等奖

245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杨子麦 女 《茉莉花开》 二等奖

246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李宛凝 女 《远行的蒲公英》 二等奖

247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何欣雨 女 《声声慢》 二等奖

248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胡嘉文 男 《最美的期待》 二等奖

249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李梦涵 女 《陪我看日出》 二等奖

250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卞诗雨 女 《隐形的翅膀》 二等奖

251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邱歆奕 女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二等奖

252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杨梦熙 女 《星河叹》 二等奖

253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周润琪 女 《唱支山歌给党听》 二等奖

254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王怀艺 女 《让我们荡起双桨》 二等奖

255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赵一心 女 《远走高飞》 二等奖

256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郝婉然 女 《一路生花》 二等奖

257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方章宇 男 My Love 二等奖

258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陈曦 女 梨花又开放 二等奖



259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孙嘉祥 男 《You Raise Me Up》 二等奖

260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盛芷萱 女 《大雁往南飞》 二等奖

261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邓佳怡 女 《校园的早晨》 二等奖

262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邓雨希 女 《水乡歌儿多》 二等奖

263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陈辉睿 女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二等奖

264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金奕辰 女 《带我到山顶》 二等奖

265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俞陈曦 女 《萱草花》 二等奖

266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毛馨媛 女 《梨花又开放》 二等奖

267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陆品涵 女 《九儿》 二等奖

268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周沫 女 《唱支山歌给党听》 二等奖

269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孟  盈 女 《我向红旗敬个礼》 二等奖

270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孙晨阳 女 《把未来点亮》 二等奖

271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陈洛昕 男 《强国一代有我在》 二等奖

27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曹芷淇 女 《萱草花》 二等奖

273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王雨馨 女 《禾木的雪花》 二等奖

274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赵雅萱 女 《最美的光》 二等奖

275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梁语玲 女 《把未来点亮》 二等奖

276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彭锦涵 男 明天你好 二等奖

277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陶语嫣 女 如愿 二等奖

278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颜哈恩 男 鹿be free 二等奖

279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谢晋秋 女 《有一个美丽的村寨》 二等奖

280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张熠萱 女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二等奖

281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姚维萌 女 《我爱妈妈的眼睛》 二等奖

28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丁乐萱 女 《你笑起来真好看》 二等奖

283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夏琳 女 《校园的早晨》 二等奖

284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王纤羽 女 《捉泥鳅》 二等奖



285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粟存琪 女 《天之大》 二等奖

286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刘苏楠 男 《小小少年》 二等奖

287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刘峑 女 《莫拉，莫拉》 二等奖

288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徐永硕 男 《蓝莲花》 二等奖

289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周锦妍 女 《把未来点亮》 二等奖

290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金泽奕 男 《你知道我的迷惘》 二等奖

291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王李馨雨 女 《new boy 》 二等奖

292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惠玥祺 女 《眷恋》 二等奖

293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吴允轩 男 《她是黯淡星》 二等奖

294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孙若嘉 女 《红原卓卓玛》 二等奖

295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陈娅娜蕊 女 《月光》 二等奖

296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付子宜 女 《How does a moment last forever》 二等奖

297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马梓涵 男 《绿荫》 二等奖

298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阙雅淇 女 《小桥流水》 二等奖

299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刘尚清 女 《军港之夜》 二等奖

300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周逸天 男 星星海 二等奖

301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顾欣雨 女 《外婆的澎湖湾》 二等奖

302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滕煜涵 女 《如愿》 二等奖

303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顾允浩 男 《我和我的祖国》 二等奖

304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吕可馨 女 《梨花颂》 二等奖

305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姜一诺 女 《苗家小阿妹》 二等奖

306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王梦瑶 女 《神女劈观》 二等奖

307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孟伊苓 女 《you are my sunshine》 二等奖

308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黄诗文 女 《如愿》 二等奖

309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初中组 吴雅婷 女 《半生雪》 二等奖

310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初中组 薛兰 女 《素颜》 二等奖



311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初中组 周佳敏 女 《红色高跟鞋》 二等奖

312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初中组 汪文滢 女 《马》 二等奖

313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初中组 薛童 女 《慢热》 二等奖

314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卞峻才 男 一路芬芳 二等奖

315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薛婵 女 寻 二等奖

316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黄渃琪 女 微微 二等奖

317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唱初中组 徐鑫栋 男 《Monster》 二等奖

318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石子宜 女 《隐形的翅膀》 二等奖

319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周子雯 女 《向光而行》 二等奖

320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张煜祺 女 《天之大》 二等奖

321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吴思聿 女 《一千零一个愿望》 二等奖

322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曹羽赫 男 《桑塔露琪亚》 二等奖

323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初中组 陈沛妤 女 《斯卡布罗集市》 二等奖

324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初中组 唐亦甜 女 《声声慢》 二等奖

325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初中组 宋明月 女 稻香 二等奖

326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初中组 周写艺 女 只要平凡 二等奖

327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初中组 高若涵 女 《告白气球》 二等奖

328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初中组 郭苏萱 女 《赤伶》 二等奖

329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初中组 张诗涵 女 《快乐女孩》 二等奖

330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陆天旭 男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二等奖

331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许歆瑜 女 《我爱你，中国》 二等奖

332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初中组 沈涵雨 女 《打开》 二等奖

333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初中组 彭玉婷 女 《阳光总在风雨后》 二等奖

334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初中组 张珈榕 女 《让我们荡起双桨》 二等奖

335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初中组 王云程 男 《越人歌》 二等奖

336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唱初中组 李享 女 《在阳光中成长》 二等奖



337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唱小中高组 郑文博 男 《如愿》 二等奖

338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初中组 王舒羽 女 《纪念》 二等奖

339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初中组 刘宇涵 男 《骄傲的少年》 二等奖

340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方彦之 　女 《萱草花》 二等奖

34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何宋棪 男 《我爱你中国》 二等奖

342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陈缘 女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二等奖

343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吴睿 女 飞云之下 二等奖

344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刘婉秋 女 你从未离去 二等奖

345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初中组 朱子皓 男 《小丑女》 二等奖

346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初中组 姜胤恒 男 《孤勇者》 二等奖

347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唱初中组 邓心育 男 《外面的世界》 二等奖

348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初中组 仇滢砚 女 《奔赴》 二等奖

349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初中组 顾星怡 女 《追寻你》 二等奖

350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唱初中组 刘以涵 女 《烟雨行舟》 二等奖

35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范雨萱 女 《长安忆》 二等奖

352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李想 女 《像风一样》 二等奖

353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初中组 丁一菲 女 昆曲《长生殿》选段 二等奖

354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初中组 张乐轩 男 《如愿》 二等奖

355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初中组 沈思语 女 《辞九门回忆》 二等奖

356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唱初中组 李泽昊 男 《大鱼》 二等奖

357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唱初中组 合晶 女 《我们的田野》 二等奖

358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唱初中组 徐佳颖 女 《如愿》 二等奖

359 苏州工业园区至和实验学校 独唱初中组 王周源 男 歌曲《等一分钟》 二等奖

360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初中组 力琪琪 女 《和光同尘》 二等奖

361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初中组 田昕妤 女 《梨花颂》 二等奖

36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初中组 谢佳树 女 《鼓浪屿之波》 二等奖



363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徐昕语 女 听我说谢谢你 三等奖

364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杨凌 女 你笑起来真好看 三等奖

365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王佳怡 女 童心向党 三等奖

366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顾天尧 男 《童心向党》 三等奖

367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李睿扬 男 《成都》 三等奖

368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左星恩 女 《桥边姑娘》 三等奖

369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夏天 男 《萱草花》 三等奖

370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白一楠 男 《亲爱的旅人啊》 三等奖

371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莫然 女 《候鸟的信》 三等奖

372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朱泓羽 女 《明天会更好》 三等奖

373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周梦涵 女 《大雁往南飞》 三等奖

374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徐梦婕 女 把未来点亮 三等奖

375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李静宜 女 《有你就幸福》 三等奖

376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史萌晞 女 《小猫种鱼》 三等奖

377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郭筱乐 女 《我多想快快长大》 三等奖

378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陆芊兮 女 《听我说谢谢你》 三等奖

379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韩青蒙 女 牡丹亭《春香闹学》一江风 三等奖

380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赵诗涵 女 《童心向党》 三等奖

381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赵琪飞 男 《少年中国说》 三等奖

382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祖拜伊日·伊力亚斯 男 快乐的巴郎 三等奖

383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王轶珂 女 无与伦比的美丽 三等奖

384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张睿宁 男 《歌唱二小放牛郎》 三等奖

385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黄秋实 男 《小小少年》 三等奖

386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王知荣 男 《萤火虫对星星说》 三等奖

387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夏艺航 女 《跟彩虹一起成长》 三等奖

388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霍欣然 女 《月亮花》 三等奖



389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吴凡 男 《金色童年》 三等奖

390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周子睿 男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三等奖

391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唱低年级组 杨筱涵 女 《萱草花》 三等奖

392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张芮齐 女 崖上的波妞 三等奖

393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卢爱糯 女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三等奖

394 苏州工业园区至和实验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纪心泽 女 《启航的小水兵》 三等奖

395 苏州工业园区至和实验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邹欣蓉 女 《凤凰花开的路口》 三等奖

396 苏州工业园区至和实验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许嘉欣 女 《最美的光》 三等奖

397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蒋玦 男 《奥特曼》 三等奖

398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低年级组 叶沐阳 男 《红船新一代》 三等奖

399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姚思雯 女 《给我一个拥抱》 三等奖

400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孟温心 女 《万疆》 三等奖

401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唐旎然 女 Someone 三等奖

402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金津 男 外婆的澎湖湾 三等奖

403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嵇锦坤 男 《我的世界》 三等奖

404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曲思禹 女 《梨花又开放》 三等奖

405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张金颖 女 《同类》 三等奖

406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万子夫 女 《零缺点》 三等奖

407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缪可涵 女 《假如我是一片雪花》 三等奖

408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管子裕 女 《最好的未来》 三等奖

409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何佳贤 女 《把未來点亮》 三等奖

410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王昕月 女 《声声慢》 三等奖

411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章泽宇 男 晴天 三等奖

412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刘百容 女 这世界那么多人 三等奖

413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王涵 男 美人画卷 三等奖

414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卢欣雅 女 《荷塘边的歌谣》 三等奖



415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刘润泽 男 《阳光少年》 三等奖

416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张梓悦 女 《夜空中最亮的星》 三等奖

417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高  悦 女 《最美的光》 三等奖

418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张诗涵 女 《骄傲的你》 三等奖

419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聂皓轩 男 最美的花季 三等奖

420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尹梓涵 女 手牵手 三等奖

421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姜惠媛 女 把未来点亮 三等奖

422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朱铭玥 女 一路生花 三等奖

423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张洛曦 女 梅花雪梨花月 三等奖

424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徐梓涵 女 起风了 三等奖

425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诸珠 女 《追寻》 三等奖

426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李梓昱 女 《探窗》 三等奖

427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唱中高年级组 徐子涵 男 《萱草花》 三等奖

428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何嘉奕 女 《祖国像妈妈一样》 三等奖

429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顾铭仪 女 《外婆的澎湖湾》 三等奖

430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唱中高年级组 王一诺 女 《牧羊女》 三等奖

431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胡逸涵 女 《Rolling in the Deep》 三等奖

432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唱初中组 何析宸 女 《裹着心的光》 三等奖

433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唱初中组 王梓萌 女 《夜空中最亮的星》 三等奖

434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唱初中组 丁孙超 男 《星辰大海》 三等奖

435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唱初中组 朱丽同 女 勇往直前 三等奖

436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唱初中组 吴双 女 《Wonderful U》 三等奖

437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初中组 潘彦儒 女 《玫瑰少年》 三等奖

438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唱初中组 陶冉 女 《天问》 三等奖

439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初中组 沈徐 男 吉他弹唱《成都》 三等奖

440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初中组 孙静宇 女 《山楂树之恋》 三等奖



441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唱初中组 顾家豪 男 《踏山河》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