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名称 组别 姓名 性别 曲目 获奖情况

1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小低组 耿浩轩 男 《国风少年》 十佳/特等奖

2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舞小低组 周逸凡 女 《闪闪的红星》 十佳/特等奖

3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梁歆然 女 《怦然歆动》 十佳/特等奖

4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梅艺腾 男 《goodboy》 十佳/特等奖

5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欧姿麟 女 《睡美人公主女变奏》 十佳/特等奖

6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焦庆华 女 《九儿》 十佳/特等奖

7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应昕恬 女 《宴乐》 十佳/特等奖

8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强晟 男 《Maniac》 十佳/特等奖

9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初中组 谢思颖 女 《媚》 十佳/特等奖

10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初中组 钱邱吉 女 《点绛唇》 十佳/特等奖

11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小低组 宋煜嘉 女 《巧闺小序》 特等奖

1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小低组 聂文堂 男 《纸扇书生》 特等奖

13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小低组 徐执与 男 《街舞》 特等奖

14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小低组 王馨妍 女 《梦敦煌》 特等奖

15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小低组 姚星彤 女 《俏》 特等奖

16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小低组 顾馨嫒 女 《银仙子》 特等奖

17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小低组 顾然 女 《长刀大工》 特等奖

18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小低组 胡诗然 女 《鱼儿》 特等奖

19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小低组 林易文 男 《舞林外传》 特等奖

20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小低组 施瑾祎 女 《织梦时钟》 特等奖

21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小低组 徐景轩 男 《书生》 特等奖

22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小低组 李尚恩 女 《水梦谣》 特等奖

23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小低组 李云熙 女 《玉灵儿》 特等奖

24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寇嘉豪 男 《霹雳少年》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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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张博驭 男 《拉丁舞伦巴》 特等奖

26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林欣妍 女 《睡美人——幕女变奏》 特等奖

27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刘书畅 女 《人间四月》 特等奖

28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徐侑禛 女 《豆蔻梢头》 特等奖

29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侯雨桐 女 《往日时光》 特等奖

30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周佳亦 女 《喊月亮》 特等奖

31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张晗淅 女 《瓦尔普吉斯之夜》 特等奖

32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颜语 女 《关不住的女儿》 特等奖

33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戴贝绮 女 《梦回江宁》 特等奖

34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曹睿熙 女 《锦瑟》 特等奖

35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赖子霖 女 《梨园梦》 特等奖

36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王俊仪 女 《刀剑如梦》 特等奖

37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初中组 王嘉妮 女 《铜雀女》 特等奖

38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舞初中组 姚琦洋 女 《牵丝戏》 特等奖

39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蒋徐子昕 女 《水之灵》 特等奖

40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舞初中组 张均柔 女 《悠悠茉莉》 特等奖

41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李君尧 男 《动感街舞》 特等奖

42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葛祥云 女 《象王行》 特等奖

43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侯怡涵 女 《小城夏天》 特等奖

44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舞初中组 张雅静 女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特等奖

45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小低组 朱思妍 女 《彝家妞妞》 一等奖

46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小低组 敬宛鑫 女 《黛帕》 一等奖

47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小低组 陈睿彤 女 《半壶纱》 一等奖

48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小低组 邹天涯 女 《彩云之南》 一等奖

49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小低组 傅一涵 女 《中国姑娘》 一等奖

50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小低组 张慕安 女 《克拉拉》 一等奖



51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小低组 王灏轩 男 《鸿雁》 一等奖

52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小低组 王希桐 女 《声声慢》 一等奖

53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小低组 陈雨芊 女 《MONEY》 一等奖

54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小低组 马亦晨 女 《巧闺小序》 一等奖

55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小低组 周聿川 男 《传统节日》 一等奖

56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小低组 褚子菡 女 《振鹭于飞》 一等奖

57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小低组 甄子菱 女 《半壶纱》 一等奖

58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小低组 何宛芸 女 《the feels》 一等奖

59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小低组 冷思颖 女 《快乐恰恰舞》 一等奖

60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小低组 李方晴 女 《花儿》 一等奖

61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小低组 王歆语 女 《牧民新歌》 一等奖

62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小低组 顾芮宁 女 《春天花开》 一等奖

63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小低组 蒋孙听禹 男 《Labour Of Love》 一等奖

64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小低组 陈奕诺 女 《Honey》 一等奖

65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小低组 朱玥雯 女 《精武门》 一等奖

66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小低组 王玥 女 《forever young》 一等奖

67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舞小低组 许睿妍 女 《银仙子》 一等奖

68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小低组 闫梓萌 女 《唱支山歌给党听》 一等奖

69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小低组 魏宸熙 女 《WA DA DA》 一等奖

70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小低组 徐婧芊 女 《山鬼》 一等奖

71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小低组 何睿冰 女 《青云驿》 一等奖

72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小低组 柴梓涵 男 《The hiphop soul》 一等奖

73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小低组 朱芊诺 女 《中国姑娘》 一等奖

74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小低组 张敬昕 女 《法老的女儿》 一等奖

75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小低组 朴智恩 女 《俏花旦》 一等奖

76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小低组 龙熙睿 男 《I need you》 一等奖



77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小低组 李佳蕊 女 《中国芭比》 一等奖

78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小低组 陈安琪 女 《彩云之南》 一等奖

79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小低组 马璟茹 女 《温柔仙子》 一等奖

80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丁可昕 女 《花之语》 一等奖

81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杨淑薇 女 《豆蔻梢头》 一等奖

82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程志昱 男 《Breaking Boy》 一等奖

83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吕其澄 女 《红星闪闪》 一等奖

84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张可昕 男 《舞可阻挡》 一等奖

85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杨语馨 女 《水精灵》 一等奖

86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朴嘉恩 女 《海盗协奏曲》 一等奖

87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刘玥暄 女 《你.我同行》 一等奖

88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马瑞梓 女 《鱼舞》 一等奖

89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于佳卉 女 《玉灵儿》 一等奖

90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付天琪 男 《乘风破浪 追梦少年》 一等奖

91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严思怡 女 《采茶闲情抒》 一等奖

92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纪欣言 女 《上铃鼓》 一等奖

93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解辰悦 女 《豆蔻梢头》 一等奖

94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葛艺涵 女 《爵士舞Go girl&Money 串烧》 一等奖

95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刘玥晖 女 《你.我同行》 一等奖

96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李梓源 男 《舞动青春》 一等奖

97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熊婉钦 女 《丘比特》 一等奖

98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陆薇妮 女 《象王行》 一等奖

99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邓语芊 女 《傣家阿妹》 一等奖

100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文羽墨 女 《俏梦影》 一等奖

10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王佳淇 女 《DRUM》 一等奖

10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张诗涵 女 《傣族伞舞》 一等奖



103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许新研 女 《生如夏花》 一等奖

104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施贝熙 女 《拉丁桑巴》 一等奖

105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胡欣 女 《木兰辞》 一等奖

106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徐倪杰 男 《梦幻狂潮》 一等奖

107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毛露 女 《latin girl》 一等奖

108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霍子浩 男 《The Legendary B.O.T.Y》 一等奖

109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张瑾瑜 女 《银仙子》 一等奖

110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范逸 女 《仙女娃娃》 一等奖

111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洪苏翕 女 《锦瑟》 一等奖

112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小中高组 孙妍 女 《Savage love》 一等奖

113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小中高组 汤晏清 女 《艾斯米拉达》 一等奖

114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梁静轩 女 《恰恰恰》 一等奖

115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初中组 付一笑 女 《九儿》 一等奖

116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金芸静 女 《咏荷》 一等奖

117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吉雯婧 女 《妙音反弹》 一等奖

118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初中组 杨致远 男 《无感》 一等奖

119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赵意熙 女 《Hush Hush》 一等奖

120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初中组 刘一诺 女 《美丽的姑娘》 一等奖

121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初中组 李溪言 女 《铃鼓》 一等奖

122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初中组 王晨菲 女 《忆.青衣》 一等奖

123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杜妍希 女 《伞韵》 一等奖

124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初中组 薛紫晨 女 《pink venom》 一等奖

125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张怿 女 《Partition》 一等奖

126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舞初中组 周芝辛 女 《伦巴》 一等奖

127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初中组 廖子缘 女 《伦巴舞》 一等奖

128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张清舒 女 《蓝鸟》 一等奖



129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初中组 徐沈凡 女 《唐印》 一等奖

130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初中组 刘抒言 女 《万疆》 一等奖

13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刘漫萁 女 《秋思》 一等奖

13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初中组 谢雨辰 女 《锦瑟》 一等奖

133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初中组 黄可欣 女 《幻想童话》 一等奖

134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初中组 缪可妍 女 《哪吒》 一等奖

135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初中组 朱梓墨 男 《震撼达人》 一等奖

136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初中组 卢宸萱 女 《丘比特变奏》 一等奖

137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时煜菲 女 《灵巧》 一等奖

138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袁润熙 女 《艾斯米拉达》 一等奖

139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张依诺 女 《拉丁》 一等奖

140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舞小低组 王菁凌 女 二等奖

141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陈熙妍 女 《指尖芭蕾》 二等奖

142 车坊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刘恩祺 女 《指尖芭蕾》 二等奖

143 车坊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张晨曦 女 《十面埋伏》 二等奖

144 车坊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邹雨桐 女 《女儿花》 二等奖

145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曹月宁 女 《九儿》 二等奖

146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张艾琳 女 《街舞串烧》 二等奖

147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陈葭羽 女 《Wet》 二等奖

148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黄苏睿 男 《热血少年》 二等奖

149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丁美辰 女 《花之圆舞曲》 二等奖

150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谢芷嫣 女 《小木偶》 二等奖

151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贾诺炎 女 《花木兰》 二等奖

152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郝清逸 女 《小船谣》 二等奖

153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丁一涵 女 《唐乐》 二等奖

154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刘雨涵 女 《古丽》 二等奖



155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杨企宸  男 《街舞》 二等奖

156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储靖若 女 　《木偶舞》 二等奖

157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张歆桐 女 《Nutcracker-Doll》 二等奖

158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周忆萱 女 《恰恰风暴》 二等奖

159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张淳涵 女 《蓝鸟》 二等奖

160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蒋佳歆 女 《桃花笑》 二等奖

161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顾筱琰 女 《烟雨行舟》 二等奖

162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杨闻蓥 女 《戴维达西》 二等奖

163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范梓萱 女 《半壶纱》 二等奖

164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安宸仪 女 《红山果》 二等奖

165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纪舒馨 女 《拉丁舞恰恰》 二等奖

166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任博涵 男 《本草纲目》 二等奖

167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徐一诺 女 《中国红，少年强》 二等奖

168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姜蓝汐 女 《少儿东方舞》 二等奖

169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姚诗辰 女 《Surprise》 二等奖

170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周睿妍 女 《同簪》 二等奖

171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王梦田 女 《古丽》 二等奖

172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杨子骞 男 《小小boy》 二等奖

173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史烨磊 男 《Dear Mr. President》 二等奖

174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姜唯伊 女 《彩云之南》 二等奖

175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杨群骅 男 《He's the grove》 二等奖

176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葛伟嘉 女 《Rolling》 二等奖

177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王子萱 女 《Monsta》 二等奖

178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钮佳妍 女 《小酒馆》 二等奖

179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冯珞瑜 女 《花儿》 二等奖

180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王瑞廷 男 《shake the world》 二等奖



181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高恩希 女 《蓝鸟》 二等奖

182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谈梦汐 女 《苗族姑娘》 二等奖

183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张一馨 女 《敦煌舞》 二等奖

184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侯晨熙 男 《动感炫舞》 二等奖

185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陈炫宇 女 《我的拉丁梦》 二等奖

186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谢奕铖 男 《火力全开》 二等奖

187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李可馨 女 《小城堡》 二等奖

188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任桢 女 《花儿花儿》 二等奖

189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朱宇皓 男 《本草纲目》 二等奖

190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廖淑怡 女 《Don't stop!》 二等奖

191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顾荃 女 《霍元甲》 二等奖

192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甄俊熙 男 《Hiphop Beatz》 二等奖

193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魏霖熙 女 《Hiphop Hooray》 二等奖

194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陈若依 女 《诙谐的华尔兹》 二等奖

195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胡砳毅 男 《危险派对》 二等奖

196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宗旻皓 男 《夏天的孤勇者》 二等奖

197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陈亿铭 男 《新西部》 二等奖

198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邓淇文 女 《锦瑟》 二等奖

199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潘兮晨 女 《山鬼》 二等奖

200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张漫妮 女 《彩云之南》 二等奖

201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薛卢姗 女 《彩云之南》 二等奖

202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朱晨蕴 女 《Hot issue》 二等奖

203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毛子芸 女 《彩云之南》 二等奖

204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刘昱涵 女 《请你恰恰》 二等奖

205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胡一诺 女 《飞天乐舞》 二等奖

206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环可卿 女 《水龙吟》 二等奖



207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张诣乔 女 《Let it go》 二等奖

208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王子诚 男 《Bboy TIme Show》 二等奖

209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易言为 男 《蹦蹦》 二等奖

210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程梓翼 男 《本草纲目》 二等奖

211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徐庆祖 男 《新西部》 二等奖

212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尹伊 女 《佤》 二等奖

213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张瑾宜 女 《16 shats》 二等奖

214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王悅乔 男 《Lonely Dance》 二等奖

215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袁梓莹 女 《Bong Bong》 二等奖

216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潘星合 女 《百年小妖》 二等奖

217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王紫洋 男 《Playback》 二等奖

218 苏州工业园区至和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李明锴 男 《COOL BOY》 二等奖

219 苏州工业园区至和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李汐媛 女 《胭脂妆》 二等奖

220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秦嘉悦 女 《飞天鼓乐》 二等奖

221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储子皓 男 《街舞》 二等奖

22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左煜菡 女 《狂浪生》 二等奖

223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张梓萱 女 《zomm》 二等奖

224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王衣诺 女 《恰恰恰》 二等奖

225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彭雨芊 女 《寄明月》 二等奖

226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李佳怡 女　 《元夕》 二等奖

227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高羽欣 　女 　《TomBoy》 二等奖

228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高若漪 　女 《芭蕾》 二等奖

229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李诗怡 女 《半壶纱》 二等奖

230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居彧恒 男 《feel my power》 二等奖

231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张诗妍 女 《上铃鼓》 二等奖

232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顾辰枫 男 《Poping》 二等奖



233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唐妙艺 女 《香妃戎装像》 二等奖

234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许峻豪 男 《街舞》 二等奖

235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谭凯月 女 《Best Regards!》 二等奖

236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陶雨梦 女 《丘比特》 二等奖

237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朱致知 男 《街舞》 二等奖

238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陈子钰 女 《拉丁》 二等奖

239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闻佑禾 女 《popping》 二等奖

240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孟熙尧 女 《仙女娃娃》 二等奖

241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朱慕橙 女 《怪火》 二等奖

242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胡佳语 女 《烟花三月》 二等奖

243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李锌媛 女 《不舞不型》 二等奖

244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季昕瑶 女 《相和歌》 二等奖

245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张嘉琪 女 《九儿》 二等奖

246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徐艺灵 女 《百万小丑》 二等奖

247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丁张熠 女 《桔梗谣》 二等奖

248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戴素言 女 《你的答案》 二等奖

249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郭欣妍 女 《愿》 二等奖

250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万子夫 女 《千年之约》 二等奖

251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张雅晗 女 《雀之灵》 二等奖

252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薛若菡 女 《俏红狐》 二等奖

253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赵怡欣 女 《恰恰独舞》 二等奖

254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赵奕萱 女 《牛仔舞》 二等奖

255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冯楠曦 女 《伦巴舞》 二等奖

256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孙明艺 女 《天宫》 二等奖

257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朱意涵 女 《影》 二等奖

258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欣雅 女 《爵士串烧》 二等奖



259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薛天佑 男 《街舞少年》 二等奖

260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越晨 女 《有我》 二等奖

261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李嘉欣 女 《灯火里的中国》 二等奖

262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杨颖 女 《快乐恰恰》 二等奖

263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黄思晨 女 《映山红》 二等奖

264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谢淑玥 女 《动感女孩》 二等奖

265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李梓蕊 女 《恰恰》 二等奖

266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姜一诺 女 《芒种》 二等奖

267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田飒 女 《敦煌乐鼓》 二等奖

268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杨梓晗 女 《唐印》 二等奖

269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沈彦哲 男 《街头战士》 二等奖

270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赵冉 女 《傣》 二等奖

271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刘依琳 女 《恰恰》 二等奖

272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陈依娜 女 《感觉》 二等奖

273 苏州工业园区新融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黄天赐 男 《火力全开》 二等奖

274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葛雨妍 女 《大漠红柳》 二等奖

275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涂一涵 女 《伦巴》 二等奖

276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吴昕宸 女 《雨竹林》 二等奖

277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明川 男 《Swag》 二等奖

278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一如 女 《梦敦煌》 二等奖

279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魏宇轩 男 《DNA of summer》 二等奖

280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张羽璿 女 《花儿》 二等奖

281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徐沐凝 女 《可爱的姑娘们》 二等奖

282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刘妙妍 女 《心愿》 二等奖

283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魏依晨 女 《直升机》 二等奖

284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鲁艺 女 《同簪》 二等奖



285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张嘉妮雪 女 《激情恰恰》 二等奖

286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牛牧言 女 《弄扇》 二等奖

287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吴季泽 男 《龙珠大冒险》 二等奖

288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吴语嫣 女 《旧梦惊尘》 二等奖

289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玥宁 女 《Style》 二等奖

290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贾杰程 男 《Eve》 二等奖

291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许婉扬 女 《春三月》 二等奖

292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晨轩 男 《dancing my soul》 二等奖

293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李昕昳 女 《竹林深处》 二等奖

294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石沁瑜 女 《关不住的女儿》 二等奖

295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娄梓涵 女 《锦瑟》 二等奖

296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陈浠 男 《sheep》 二等奖

297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杭 鑫 女 《鲜花》 二等奖

298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徐  姿 女 《时光》 二等奖

299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黄  萱 女 《小戏迷》 二等奖

300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杨肖喆 男 《虎啸武林》 二等奖

301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陈诺伊 女 《Boem Bayah》 二等奖

302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祝潇佳 女 《湘云飞》 二等奖

303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邱伊然 女 《拉丁舞曲》 二等奖

304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孙孟琪 女 《古丽》 二等奖

305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沈欣妍 女 《繁花独舞》 二等奖

306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葛忆北 女 《燃烧地板》 二等奖

307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秦梓萌 女 《扇花飞舞》 二等奖

308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程歆 男 《Jam》 二等奖

309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胡爔月 女 《胭脂妆》 二等奖

310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张睿瑶 女 《爵士串烧》 二等奖



311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舞初中组 钱启舟 男 二等奖

312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舞初中组 史蓓茜 女 二等奖

313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郭紫悦 女 《小乐舞》 二等奖

314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崔雨馨 女 《留连戏蝶》 二等奖

315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唐紫嫣 女 《采薇》 二等奖

316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徐明慧 女 《惊鸿舞》 二等奖

317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沈昱寅 女 《月光下的凤尾竹》 二等奖

318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张雨绮 女 《万疆》 二等奖

319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王翊萱 女 《时候》 二等奖

320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吴梓豪 男 《机械舞》 二等奖

321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杨梦菲 女 《大鱼海棠》 二等奖

322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初中组 蔡依 女 《拉丁舞》 二等奖

323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初中组 洪睿航 女 《一梦敦煌》 二等奖

324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初中组 杨恩菲 女 《月光下的凤尾竹》 二等奖

325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初中组 王可卿 女 《怪火》 二等奖

326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初中组 王展延 女 《海市蜃楼》 二等奖

327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初中组 阚煜杰 男 《龙珠少年》 二等奖

328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初中组 谢安琪 女 《花儿》 二等奖

329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初中组 汪若茜 女 《探窗》 二等奖

330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邱雨萱 女 《舞剑》 二等奖

331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史奥欣 女 《孤独颂歌》 二等奖

332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张瑾萱 女 《水姑娘》 二等奖

333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初中组 刘庆湘 女 《影舞》 二等奖

334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初中组 沈云莎 女 《象王行》 二等奖

335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独舞初中组 苏依璇 女 《书简舞》 二等奖

336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独舞初中组 李乐萱 女 《葛蓓莉亚》 二等奖



337 苏州工业园区星澄学校 独舞初中组 孙奥 男 《Breaking》 二等奖

338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邓涵玥 女 《彩云之南》 二等奖

339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宋嘉英 女 《九儿》 二等奖

340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朱思睿 女 《水乡韵》 二等奖

341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丁茹琪 女 《俏》 二等奖

342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王雅琪 女 《唐印》 二等奖

343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沈梦佳 女 《烟雨行舟》 二等奖

344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刘心月 女 《恰恰恰》 二等奖

345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初中组 李嘉琦 女 《飞天》 二等奖

346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初中组 陈沁玥 女 《小酒馆》 二等奖

347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夏子涵 女 《鱼儿》 二等奖

348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柏思涵 女 《孔雀飞来》 二等奖

349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常梦晗 女 《霍元甲》 二等奖

350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独舞初中组 何雨萱 女 《炫舞拉丁》 二等奖

351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初中组 江宇舟 女 《恰恰花套》 二等奖

352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初中组 彭湘宁 女 《雷蒙达》 二等奖

353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独舞初中组 钱安屹 女 《芳华-沂蒙颂》 二等奖

354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初中组 高诗琦 女 《Day and night》 二等奖

355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初中组 王雨诗 女 《苏州桥》 二等奖

356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初中组 强一然 女 《my bag》 二等奖

357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舞初中组 吴莘语 女 《囍》 二等奖

358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舞初中组 马昕雨 女 《中国舞》 二等奖

359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独舞初中组 徐思语 女 《中国舞》 二等奖

360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初中组 刘佳敏 女 《昨夜小楼又东风》 二等奖

361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初中组 杨静雅 女 《风》 二等奖

362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初中组 汤文添 男 《Let It Dance》 二等奖



363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初中组 唐嘉颖 女 《灵》  二等奖

364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初中组 张思远 男 《solo舞到极限》 二等奖

365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初中组 周芷娴 女 《欢腾》 二等奖

366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臧悦含 女 《I'm Gonna Getcha Good》 三等奖

367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洪梦垚 女 《山鬼》 三等奖

368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朱奕菡 女 《好宝宝》 三等奖

369 苏州工业园区朝前路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郭淑颖 女 《ture love》 三等奖

370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崔梓萱 女 《桃花扇》 三等奖

371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相宇宸 男 《最后和平》 三等奖

372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李宥辰 男 《Treasure》 三等奖

373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康羽霓 女 《夏日的光》 三等奖

374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周欣彤 女 《爵士》 三等奖

375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景嘉文 女 《拉丁》 三等奖

376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丁嘉予 女 《DAYLIGHT》 三等奖

377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高尔墨 男 《霹雳小子》 三等奖

378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肖逸安 男 《本草纲目》 三等奖

379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陈祉伊 女 《樱桃萝卜》 三等奖

380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孙皓轩 男 《街舞》 三等奖

381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张泽萱 女 《兵丫》 三等奖

382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江雨彤 女 《Hard carry》 三等奖

383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崔皓轩 男 《龙拳》 三等奖

384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王邓子悠 女 《大鱼》 三等奖

385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周末 男 《super X》 三等奖

386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郁殷茵 女 《boombayah》 三等奖

387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李陆辰 男 《poping咚咚咚》 三等奖

388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王奕婷 女 《兰花草》 三等奖



389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姚云琪 女 《红领巾》 三等奖

390 苏州工业园区星澜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孟南希 女 《娃娃圆舞曲》 三等奖

391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崔雍楠 女 《茉莉花》 三等奖

392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马明阳 男 《街舞少年》 三等奖

393 苏州工业园区至和实验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邵诗远 女 《甜心女孩》 三等奖

394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苏诗越 女 《左手指月》 三等奖

395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金语萱 女 《拉丁舞》 三等奖

396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张栋梁 男 《街舞串烧》 三等奖

397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邹一鸣 男 《伦巴》 三等奖

398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陈梦璇 女 《印度姑娘》 三等奖

399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独舞低年级组 张瑞涵 男 《FUNKNROLL》 三等奖

400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实验小学 独舞低年级组 郭静瑶   女   《从前有座山》 三等奖

401 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唐紫涵 女 《恰恰组合》 三等奖

402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金易轩 男 《动感街舞》 三等奖

403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凯琪 女 《拉丁舞》 三等奖

404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李依熹 女 《关不住的女儿》 三等奖

405 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吴雨桐 女 《法老的女儿》 三等奖

406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唐瑞 男 《Super X》 三等奖

407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姜晴之 女 《Rock this town》 三等奖

408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张徐睿 男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三等奖

409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浩哲 男 《30》 三等奖

410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孙婧舒 女 《那些花儿》 三等奖

411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嘉辰 男 《Back》 三等奖

412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彭淑琳 女 《Me Too》 三等奖

413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李姚琦 女 《DUMB DUMB》 三等奖

414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雷潇钧 男 《Ready Set》 三等奖



415 苏州工业园区莲花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茗婧 女 《明天，你好》 三等奖

416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鞠奇锦 男 《伟大的作品和摩托舞相融合》 三等奖

417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奕舒 女 《筷舞飞扬》 三等奖

418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张欣芸 女 《北方有星辰》 三等奖

419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苏一诚 男 《跳动的心》 三等奖

420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子墨 女 《同簪》 三等奖

421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秦艺涵 女 《大鱼》 三等奖

422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真真 女 《小城夏天》 三等奖

423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陈瑾萱 女 《红星闪闪》 三等奖

424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赵亿樊 女 《爱你》 三等奖

425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朱茗宇 男 《Pure Water》 三等奖

426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封金彤 女 《Helicopter》 三等奖

427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卜凡 男 《X&BANG BANG BANG》 三等奖

428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秦臻 男 《一席之地》 三等奖

429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孙榆晴 女 《Do it》 三等奖

430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 独舞中高年级组 闫希瑞 女 《临水》 三等奖

431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王艺潼 女 《烟雨行舟》 三等奖

432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中高年级组 冯欣垚 女 《beach have mymoney》 三等奖

433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实验学校 独舞初中组 孙欣怡 女 《清明上河图》 三等奖

434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学校 独舞初中组 朱涵颖 女 《自在幽兰》 三等奖

435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独舞初中组 陈奕霖 女 《晨光曲》 三等奖

436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初中组 王思皓 男 《My show》 三等奖

437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初中组 赵妍翕 女 《舞韵》 三等奖

438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独舞初中组 顾思涵 女 《轻舞飞扬》 三等奖

439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初中组 须家豪 男 《伦巴》 三等奖

440 苏州工业园区星洋学校 独舞初中组 乐紫 女 《傣族舞》 三等奖



441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独舞初中组 施美美 女 《茉莉花》 三等奖

442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独舞初中组 郑一佳 女 《Tom Boy》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