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星竹 南开中学 柴文涛 南开翔宇学校
吴迪 南开翔宇学校 张逸尘 新华中学
张森垚 南开翔宇学校 田嘉铭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黎芃锴 新华中学 孙绍聪 第二十五中学
戚朕连 天津中学 郝子骏 第七中学
翟珅 南开中学 杨菁露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殷安彤 南开中学 龙雯心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梁思恒 新华中学 耿双越 第七中学
俞江瑞 南开翔宇学校 许蕴之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蒋惊雷 南开中学 张津泓 新华中学
陈骁 塘沽一中 王勇权 南开翔宇学校
孟越 天津中学 王迪 南开中学
赵珂艺 耀华中学 赵绪翔 南开中学
刘云姮 南开中学 郑永健 第四十二中学
耿浩然 雍阳中学 潘云石 雍阳中学
孙雪松 南开翔宇学校 张奕宁 南开翔宇学校
马宇轩 实验中学 胡适宇 益中学校
赵翊哲 第三中学 侯宇睿 天津中学
乔雨豪 新华中学 张济麟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王思齐 雍阳中学 耿杨予佳 南开中学
张语涵 南开翔宇学校 黄健祥 新华中学
赵玮杰 南开翔宇学校 王琮恺 南开翔宇学校
杨骏 南开翔宇学校 刘成彦 第一中学
任伯元 第四十五中学 李林骏 益中学校
张维轩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张淋奕 南开中学
李昊祥 第二十中学 王一然 育红中学
陈星宇 雍阳中学 王君腾 南开中学
吴晓昱 第一中学 耿逸然 雍阳中学
陈奕宸 南开翔宇学校 潘清言 第三中学
孟思明 南开翔宇学校 王晓帆 南开翔宇学校
任一鸣 海河中学 杨浩琨 第四十二中学
刘一宁 第一0二中学 刘嘉怡 天津中学
滕影轩 南开翔宇学校 沈一达 南开翔宇学校
曲家玉 南开翔宇学校 张运晗 南开翔宇学校
史明鹭 南开中学 任梓萌 南开翔宇学校
张涪程 南开翔宇学校 李云天 南开翔宇学校
戴诗琪 新华中学 褚文旭 南开翔宇学校
冯心怡 南开翔宇学校 刘明非 南开翔宇学校
张馨铭 塘沽二中 段皓天 南开翔宇学校
韩显通 第二十一中学 李曦然 第三中学
张彤 第一中学 李爱媛 第二中学
陈成 北京市十一学校 王方纪 实验中学
白珺珲 天津市第四中学 窦学礼 天津中学

叶清仪 实验中学 张梦琛 南开中学
唐泽宇 南开翔宇学校 邱钰淇 双菱中学
周依萌 实验中学 高逸航 耀华中学
高翊钧 第一0二中学 于宸峥 自立中学
张波睿 南开翔宇学校 韩修齐 天津中学

天津市数学会第三届“未来之星”初中数学
邀请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86人）

二等奖（124人）



郑雅匀 实验中学 杨宇航 南开翔宇学校
王知衡 新华中学 宋辰 南开翔宇学校
张驰 南开翔宇学校 安宇骞 南开翔宇学校
汪宇童 实验中学 王云淏 新华中学
刘芳羽 华晨学校 张子彧 自立中学
吕睿泽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王晨宇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方润褀 南开翔宇学校 罗天驰 南开翔宇学校
赵心源 南开翔宇学校 蔡彧彤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刘明钰 新华中学 南强俊 南开翔宇学校
张津乾 新华中学 杨子枫 耀华中学
王骥扬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孙露洋 新华中学
张莫辰 双菱中学 施天勤 第一中学
程怀洋 益中学校 丛嘉辰 实验中学
林世成 第一中学 纪文钊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雷景涵 益中学校 成沅林 南开翔宇学校
马钰滢 第一中学 舒玺桐 南开翔宇学校
邓淳艺 南开翔宇学校 王恺文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岳樵 耀华中学 于心一 南开翔宇学校
施伟程 益中学校 陈子昂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张起宁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李佳音 南开翔宇学校
彭叶 南开中学 陈韬亦 第四中学
张倍源 实验中学 彭一珂 南开翔宇学校
魏华骏 南开翔宇学校 宗君翼 华辰学校
邹臻善 塘沽一中 吕沐原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张昊然 第四中学 陈旭 南开翔宇学校
李津彤 第四中学 陈中皓 华英中学
曾馨 南开翔宇学校 郭润涵 南开翔宇学校
翟天歌 南开翔宇学校 陈弈璁 南开翔宇学校
田澍睿 南开翔宇学校 王思月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王美懿 南开翔宇学校 张弛 天津中学
刘奕均 耀华中学 窦松阳 南开翔宇学校
刘曦阳 益中学校 崔艾霖 天津南开翔宇
白晓冉 益中学校 徐乐浓 第二十中学
赵泊宁 南开翔宇学校 谢羽思 南开翔宇学校
李天行 益中学校 齐耕培 南开翔宇学校
高嘉隆 益中学校 史家名 南开翔宇学校
左宇轩 南开翔宇学校 李新宇 天津中学
毕嘉仪 南开翔宇学校 张嘉晨 南开翔宇学校
宋昊滕 南开翔宇学校 俞锐 南开翔宇学校
刘暄 南开翔宇学校 张相坤 南开翔宇学校
张学玉 南开翔宇学校 张瑞熙 天津中学
孟骧 南开翔宇学校 刘海天 益中学校
付宇轩 第一0二中学 兰锦航 耀华中学
刘洺睿 天津中学 杨岳锟 汇森中学
刘博睿 第二十五中学 薛思怡 南开中学
李骏骁 益中学校 宋佳宸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贾新越 实验中学 殷梓宁 第四中学
宋卓然 南开翔宇学校 张鑫鹏 南开翔宇学校
文家涵 益中学校 梁芙语 南开翔宇学校
肖迦文 南开翔宇学校 赵宇涵 南开翔宇学校
夏统帅 南开翔宇学校 宿意杨 南开翔宇学校
唐卓然 南开翔宇学校 李柯毅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欣笑 南开翔宇学校 王语轩 南开翔宇学校
华旭冬 益中学校 樊帅 南开翔宇学校
肖天舒 天津中学 李新阳 泰达第一中学
孙艺桐 双菱中学 胡先觉 南开翔宇学校
张琦 育红中学 孙禄尧 耀华中学



张羽菲 南开翔宇学校 李子石 南开翔宇学校
徐百朋 第二十中学 赵津然 南开翔宇学校
陈柄安 南开翔宇学校 韩岳松 南开翔宇学校
庞宇乔 民族中学 刘孟彦 第三中学
王呈玺 益中学校 杨晓童 八十中学
左亚鑫 第一中学 王泓博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李振宇 南开翔宇学校 白一辰 雍阳中学
张敬轩 第四十一中学 刘思远 汇森中学
于菲 第四十五中学 王乐之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林睦翔 南开翔宇学校 王梓萌 天津中学
李卓瑞 第四中学 孙家铭 南开翔宇学校
张昊炜 第一中学 刘相霖 南开翔宇学校
孙杰 南开翔宇学校 朱成吉 南开翔宇学校
田皓霖 南开翔宇学校 吴佳遇 南开翔宇学校
张羽童 南开翔宇学校 梁景辰 南开翔宇学校
李沛阳 耀华中学 吴宗徽 南开翔宇学校
赵铂堃 第五十四中学 赵佑 南开翔宇学校
杨行健 实验中学 刘藤 南开翔宇学校
潘晓清 天津市南开中学 印万朋 南开翔宇学校
兰天旸 新华中学 魏婉然 南开翔宇学校
王峥 南开翔宇学校 徐晔 南开翔宇学校
张济川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胡昕睿 南开翔宇学校
刘祎名 南开中学 陈冠良 南开翔宇学校
程宇坤 第一中学 荆菁德蓉 南开翔宇学校
王睿心 南开翔宇学校 季予畅 南开翔宇学校
张东源 雍阳中学 张洋 南开翔宇学校
孙昊然 大港团泊洼学校 全思颖 雍阳中学
霍合阳 南开翔宇学校 周景铭 四十二中
时震涛 第二中学 赵纹鉴 海河中学
冯思杰 第二十五中学 范春浩 实验中学
周一博 南开翔宇学校 鲁莹 天津市雍阳中学
王霖 第三中学 崔莹莹 第二中学
董世琪 民族中学 于子桓 雍阳中学
王鹏 南开翔宇学校 马婉晴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齐浩宇 天津市雍阳中学 崔靖怡 南开翔宇学校
高德誉 第十四中学 张航浦 南开翔宇学校
马嘉平 南开翔宇学校 郭雨杨 南开翔宇学校
金铭洋 双菱中学 田乐雨 南开翔宇学校
秦子昂 第二十一中学 王子健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熊伟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邢湘怡 培杰中学
王天琦 第七中学 黄柏淳 天津中学
杨喆 第二十五中学 何艺林 天津中学
田琳睿 南开翔宇学校 王天驹 雍阳中学
韦飞扬 南开翔宇学校 高程远 武清区杨村五中
李辰洋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何禹喧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赵家宁 南开翔宇学校 郭超然 南开翔宇学校
付家麒 南开翔宇学校 朱彤昕 南开翔宇学校
刘一涵 南开翔宇学校 殷晨希 南开翔宇学校
刘尧 南开翔宇学校 常宇杰 第二南开中学
李轩昂 南开翔宇学校 肖泽栋 第三中学
魏广禄 南开翔宇学校 王子鉴 南开翔宇学校
郑童磊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刘天祺 南开翔宇学校
王淦飞 第四中学 郭子铭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王子悦 南开翔宇学校 曾飞飏 第二中学
王相尧 实验中学 齐晟 第四十一中学

三等奖（147人）



古博今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苏琛 南开翔宇学校
王宇杰 海河中学 陈美夷 南开翔宇学校
冯韫轩 第一中学 任睿涵 南开翔宇学校
武健林 南开翔宇学校 苏祈安 益中学校
邓宇轩 第五十五中学 刘旭 第十四中学
蒋乐群 第五中学 王奕暄 南开翔宇学校
张欣然 南开翔宇学校 张玮津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于容川 南开翔宇学校 齐颢博 南开翔宇学校
张亦达 第二十中学 余佳琳 雍阳中学
张润杉 益中学校 李一然 南开翔宇学校
刘笑寒 南开翔宇学校 张鸿睿 塘沽一中
齐浚博 新华中学 冯煜雯 塘沽一中
徐宇彤 香山道中学 徐静怡 汇森中学
姜佳毓 天津中学 赵妍 天津中学
台雪莲 南开翔宇学校 刘晟瑶 海河中学
李思齐 益中学校 张鸿涛 第十四中学
于凯聪 南开翔宇学校 周泽萌 耀华嘉诚国际中学
凡安泽 南开翔宇学校 薛雯文 海河中学
张恩阁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