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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苏 州 市 教 育 局

苏语委〔2023〕1 号

关于公布“非凡十年 精彩苏州”
第十四届苏州市“普通话、苏州方言、
英语口语”比赛决赛获奖成绩的通知

各县级市（区）教育局（教体文旅委）、语委办，各直属（代管）

学校、市技工教育教研室：

根据《关于举办“非凡十年 精彩苏州”第十四届苏州市“普

通话、苏州方言、英语口语”比赛的通知》精神（苏语委〔2022〕

7 号），各赛区认真贯彻文件精神，广泛发动学校参赛。经初赛、

复赛和决赛，均高质量地完成比赛，现将比赛成绩予以公布（见

附件）。

附件：第十四届苏州市“普通话、苏州方言、英语口语”

比赛获奖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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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四届苏州市“普通话、苏州方言、
英语口语”比赛获奖成绩

一、小学组

（一）团体奖

学校 获奖等次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特等奖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特等奖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特等奖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特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小学部） 特等奖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特等奖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本部 特等奖

常熟伦华外国语学校 特等奖

太仓市朱棣文小学 特等奖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特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特等奖

苏州高新区东渚实验小学校 一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一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一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一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实验小学 一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小学部） 一等奖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奖

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实验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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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获奖等次

苏州市勤惜实验小学校 一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实验小学 一等奖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一等奖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东区 一等奖

张家港市大新中心小学 一等奖

常熟市大义中心小学 一等奖

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 一等奖

常熟市张青莲小学 一等奖

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学 一等奖

太仓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

太仓市城厢镇第一小学 一等奖

昆山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一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南麻小学 一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一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小学 一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二等奖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第一中心小学 二等奖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枫津实验小学 二等奖

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 二等奖

苏州市草桥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相城实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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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获奖等次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阳光城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苏州国裕外语学校 二等奖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北区 二等奖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二等奖

张家港市妙桥小学 二等奖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二等奖

张家港市暨阳湖实验学校 二等奖

常熟市古里中心小学 二等奖

常熟市辛庄中心小学 二等奖

常熟市凯文小学 二等奖

常熟市珍门中心小学 二等奖

太仓市高新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太仓市经贸小学 二等奖

太仓市高新区第四小学 二等奖

太仓市城厢镇第四小学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仲英校区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芦墟实验小学 二等奖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太湖校区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金家坝学校 二等奖

（二）主要选手个人奖

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成余豪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特等奖

陈雨菡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特等奖

薛涵菲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小学部）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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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金霁涵 苏州高新区东渚实验小学校 特等奖

杨瑞亿 苏州市勤惜实验小学校 特等奖

张梓萱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特等奖

徐海桐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本部 特等奖

范木易 常熟伦华外国语学校 特等奖

孙郡彤 太仓市朱棣文小学 特等奖

王莀漪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特等奖

周佳艳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特等奖

张梓菡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小学部） 一等奖

马紫绫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一等奖

胡钦赟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一等奖

陆歆悦 苏州市吴中区宝带实验小学 一等奖

裴沈奇 苏州市吴中区临湖第一中心小学 一等奖

陈灏辰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实验小学 一等奖

智子涵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一等奖

徐文玉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小学 一等奖

郭承芸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一等奖

张熙锘 苏州市相城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奖

马驿茗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一等奖

陈彦江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东区 一等奖

朱奕晓 张家港市大新中心小学 一等奖

王玉涵 常熟市大义中心小学 一等奖

沈烨蕾 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 一等奖

盛子夏 常熟市张青莲小学 一等奖

王依丹 太仓市城厢镇第一小学 一等奖

李卓然 太仓市经贸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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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吴奕锐 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学 一等奖

柏奕衡 昆山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

张城家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 一等奖

戴益安 苏州市吴江区南麻小学 一等奖

姚懿恩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一等奖

曹祎果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小学 一等奖

付行炜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实验小学 二等奖

汤米 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刘仲和 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实验小学 二等奖

仇文桢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二等奖

沈刘诺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二等奖

赵语煊 苏州市敬文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李昕怡 苏州市草桥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李宇璐 南京师范大学相城实验小学 二等奖

邢亦橙 苏州市阳光城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朱涵瑶 苏州国际外语学校（小学部） 二等奖

陈佳昕 苏州市吴中区枫津实验小学 二等奖

刘晨逸 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 二等奖

崔恩平 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吴恒宇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北区 二等奖

陈致远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二等奖

陆昱杨 张家港市妙桥小学 二等奖

张嫣洋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 二等奖

李子怡 张家港市暨阳湖实验学校 二等奖

陈玥恒 常熟市古里中心小学 二等奖

吴子晨 常熟市辛庄中心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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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顾尹轩 常熟市凯文小学 二等奖

苏佑辰 常熟市珍门中心小学 二等奖

李忢 太仓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沈王喆 太仓市高新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凌梦圆 太仓市高新区第四小学 二等奖

顾衡一 太仓市城厢镇第四小学 二等奖

姚孙钧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仲英校区
二等奖

陆胤皓 苏州市吴江区芦墟实验小学 二等奖

蔡立言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太湖校

区
二等奖

章顾熙 苏州市吴江区金家坝学校 二等奖

二、初中组

（一）团体奖

学校 获奖等次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特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初中组） 特等奖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特等奖

苏州中学园区校区（初中部） 特等奖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学校 特等奖

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特等奖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特等奖

太仓市实验中学 特等奖

昆山市娄江实验中学 特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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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获奖等次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一等奖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苏州高新区文贤实验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苏州市相城区春申中学 一等奖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一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一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一等奖

苏州市沧浪中学校 一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一等奖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一等奖

常熟市实验中学 一等奖

常熟市昆承中学 一等奖

太仓市沙溪实验中学 一等奖

太仓市陆渡中学 一等奖

昆山市葛江中学 一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笠泽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迎春中学 二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中学 二等奖

苏州高新区第一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莫厘中学 二等奖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城西中学 二等奖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相城区蠡口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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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获奖等次

张家港市南沙中学 二等奖

张家港市东渡实验学校 二等奖

张家港市梁丰初级中学 二等奖

常熟市福山中学 二等奖

常熟市元和中学 二等奖

常熟市王淦昌初级中学 二等奖

太仓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太仓市双凤中学 二等奖

太仓市浮桥镇浏家港中学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二等奖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中学 二等奖

苏州大学附属吴江学校 二等奖

（二）主要选手个人奖

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刘璟鸿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特等奖

施加成 苏州中学园区校区（初中部） 特等奖

宁昱成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初中组） 特等奖

陆宸潇 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实验学校 特等奖

戈欣妍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学校 特等奖

王子墨 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特等奖

石宇涵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特等奖

王浩天 太仓市实验中学 特等奖

周子衿 昆山市娄江实验中学 特等奖

蔡亦晗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特等奖

汤晟安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实验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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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陆晨悦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许艾妮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一等奖

朱雨乐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一等奖

吴陈菲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苏州高新区文贤实验初

级中学校
一等奖

高袁艺 苏州市吴中区迎春中学 一等奖

徐孝贤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一等奖

项陈焱 苏州市相城区春申中学 一等奖

王雨霏 苏州高新区第一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朱羿丞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王梓涵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一等奖

朱子渊 常熟市实验中学 一等奖

高慕辰 常熟市昆承中学 一等奖

王朱祺 太仓市陆渡中学 一等奖

刘宬聿 太仓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张泽奕 昆山市葛江中学 一等奖

钱泽予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陆淅铭 苏州市吴江区笠泽实验初级中学 一等奖

洪嘉琦 苏州市吴中区莫厘中学 二等奖

范柳依 苏州市沧浪中学校 二等奖

戈嘉誉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二等奖

张琳玥 苏州市吴中区城西中学 二等奖

吴承骏 苏州市相城区蠡口中学 二等奖

孙一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中学 二等奖

高家烨 苏州市相城区漕湖学校 二等奖

施可欣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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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盛科诚 张家港市南沙中学 二等奖

卢思琪 张家港市东渡实验学校 二等奖

郝泽霖 张家港市梁丰初级中学 二等奖

黄淑莹 常熟市福山中学 二等奖

尤铭楠 常熟市元和中学 二等奖

姜张欣蕊 常熟市王淦昌初级中学 二等奖

李煜翮 太仓市沙溪实验中学 二等奖

肖陈熙 太仓市浮桥镇浏家港中学 二等奖

陈子成 太仓市双凤中学 二等奖

陈奕瑾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第二中学 二等奖

史明轩 苏州市吴江区黎里中学 二等奖

朱逸轩 苏州大学附属吴江学校 二等奖

三、高中组

（一）团体奖

学校 获奖等次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特等奖

苏州市第六中学校 特等奖

苏州市第五中学校 特等奖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北校区 特等奖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特等奖

昆山周市高级中学 特等奖

吴江汾湖高级中学 特等奖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高中部） 一等奖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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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获奖等次

苏州新草桥中学（高中部） 一等奖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一等奖

张家港市塘桥高级中学 一等奖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一等奖

江苏省常熟中学 一等奖

常熟市王淦昌高级中学 一等奖

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 一等奖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一等奖

江苏省昆山中学 一等奖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一等奖

吴江中学 一等奖

江苏省震泽中学育英学校 一等奖

相城中学 二等奖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二等奖

江苏省黄埭中学 二等奖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二等奖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 二等奖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二等奖

张家港高级中学 二等奖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 二等奖

张家港市凤凰高级中学 二等奖

常熟市浒浦高级中学 二等奖

常熟市梅李高级中学 二等奖

江苏省震泽中学 二等奖

吴江高级中学 二等奖

吴江平望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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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选手个人奖

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潘奕扬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特等奖

钱薛晓彤 苏州新草桥中学（高中部） 特等奖

张黄名妤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特等奖

黄鑫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北校区 特等奖

欧阳传琦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特等奖

孙昀昊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特等奖

徐玲雯 吴江汾湖高级中学 特等奖

高彪 苏州市第五中学校 一等奖

马修石 苏州市第六中学校 一等奖

顾文馨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高中部） 一等奖

王丝忆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一等奖

王皓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一等奖

陈啸予 张家港市塘桥高级中学 一等奖

柳昱成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一等奖

姚嘉言 江苏省常熟中学 一等奖

俞越 常熟市王淦昌高级中学 一等奖

戈畅 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 一等奖

张欣怡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一等奖

夏毓 昆山周市高级中学 一等奖

沈彦阳 吴江中学 一等奖

李倪涵 江苏省震泽中学育英学校 一等奖

顾鸿宇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李云麒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 二等奖

杨语汐 江苏省黄埭中学 二等奖

吴奕涵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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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吴昕宇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二等奖

安然 相城中学 二等奖

王文涛 张家港高级中学 二等奖

程雨涵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 二等奖

张逸钧 张家港市凤凰高级中学 二等奖

高奕帆 常熟市浒浦高级中学 二等奖

丁楚凡 常熟市梅李高级中学 二等奖

郑好 江苏省震泽中学 二等奖

张鑫宇 吴江高级中学 二等奖

钱怡彪 吴江平望中学 二等奖

四、中职中技组

（一）团体奖

学校 获奖等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特等奖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特等奖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特等奖

常熟高新园中等专业学校 特等奖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特等奖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职业高级中学 特等奖

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特等奖

机械工业苏州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苏州市太湖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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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获奖等次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中 一等奖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江苏省吴江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昆山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昆山天翔技工学校 一等奖

常熟市滨江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江苏省吴中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五二六厂技工学校 二等奖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二等奖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二等奖

张家港市第三职业中学 二等奖

（二）主要选手个人奖

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吴益沁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特等奖

丁莹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特等奖

曹艺匀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特等奖

黄心译 常熟高新园中等专业学校 特等奖

郁婧煊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特等奖

赵思瑜 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特等奖

王文奕 江苏省汾湖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职业高级中学 特等奖

张浩 机械工业苏州高级技工学校 一等奖

孙萱如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朱嫣 苏州市太湖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高丽佳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顾倍瑜 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中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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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选手 学校 获奖等次

李俊峰 昆山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王瑜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张书成 江苏省吴江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陈麒 江苏省吴中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金晓 苏州市五二六厂技工学校 二等奖

廉俊琦 苏州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二等奖

李晨悦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 二等奖

卞净瓶 张家港市第三职业中学 二等奖

吴嘉忆 常熟市滨江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五、优秀指导教师奖

教师姓名 学校

李月虹、高娴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王心怡、柳黎、惠娜 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燕惠、周倩羽、徐籽佳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张振娟、顾卓君、王晋铮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杨轩、顾婷、石晓丽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小学部）

王苏晨、李佩诗、赵艳红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实验小学

魏桂阳、王雅雯、高徐忠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本部

顾丽洁、邱崴、凌欢 常熟伦华外国语学校

杨丽君、王迪、顾欢宁 太仓市朱棣文小学

陆伊甜、郭雨风、谢晓娟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俞越华、郑悦、吴冬梅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朱国红、邹佳妮、庄严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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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姓名 学校

戴旻嘉、吴桐、伏荣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初中组）

黄驷楠、解益晨、崔鹤凌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孙萍、邓丽、孟吟秋 苏州中学园区校区（初中部）

李胤含、虞彩萍、周宇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学校

邱洁、葛志林、陆艺 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谢心怡、 陆阳、陆恒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王秋霜、刘亚男 太仓市实验中学

毛佳叶、沈毅、邢伟康 昆山市娄江实验中学

邱明霞、张卫锋、杨佳煜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金泓、贾若楠、陈阳阳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马广贤 苏州市第六中学校

王芳、杜思远、李国彬 苏州市第五中学校

陆艳、陆文静、喻韵雯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北校区

葛晓娇、陈艳娇、贺若愚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石评月、马周祺、周薇 昆山周市高级中学

张璇、潘晓、向敏 吴江汾湖高级中学

陶令哲、毛薇兰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顾静雯、陆茜、刘敏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丁毅、秦峰、叶倩雯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丁黎、邵敏、朱禹桐 常熟高新园中等专业学校

陈晓佩、顾铭洲、王雪丽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杨旎、顾天宇、盛亿文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职业

高级中学

石晓依、于正伟、殷亚平 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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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优秀组织奖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本部

张家港市暨阳实验小学

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北校区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常熟伦华外国语学校

常熟市大义中心小学

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常熟高新园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太仓市实验中学

太仓市朱棣文小学

太仓市实验小学

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学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昆山市实验小学

昆山市葛江中学

江苏省昆山中学

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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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吴江汾湖高级中学

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职业高级中学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市第六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工业苏州高级技工学校

苏州市五二六厂技工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小学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初级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实验中学

苏州市彩香教育集团

苏州市善耕教育集团

苏州市平江教育集团

苏州市吴门教育集团

苏州市敬文教育集团

苏州高新区长江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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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区达善小学校

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

苏州高新区景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新区第三中学校

南京师范大学相城实验小学

相城区蠡口实验小学

相城区春申中学

相城中学

江苏省黄埭中学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实验小学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实验小学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中学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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