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会第一届“未来之星”小学数学邀请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62 人）

孔禹涵 昆明路小学 刘亦铭 鞍山道小学

王治霖 岳阳道小学 李沛霖 中营小学

李铭远 和平中心小学 赵世逾 鞍山道小学

蒋文明 实验小学 金奕辰 实验小学

任世鑫 大学附属小学 任轩莹 和平区和平实验小学

夏梓峰 中营小学 孟庆睿 鞍山道小学

庞思宇 新村小学 韩文熙 和平区中心小学

陆昊堃 上海道小学 张恩溥 昆明路小学

秦隽熙 实验小学 张仕浡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穆勇屹 昆明路小学 赵嘉禾 南开华夏小学

朱妍冰 岳阳道小学 刘锦繁 鞍山道小学

郭奕辰 上海道小学 徐思远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李安琪 红桥实验小学 王翊杰 昆明路小学

郝婧同 和平区模范小学 赵泽林 五马路小学

席体洋 和平中心小学 姜亦书 岳阳道小学

徐赫晨 和平中心小学 王晨瑞 昆明路小学

陈霁阳 河东一中心小学 于瀚朝 鞍山道小学

邬程灿 南开区东方小学 张逸弛 和平中心小学

李博平 和平区中心小学 黄星博 实验小学

李希尧 南开区东方小学 曹淏天 小学

王霁 师大二附小 陈政伽 南开中心小学

刘奕均 南开区中营小学 杨逸超 南开区华夏小学

孙嘉良 大学附属小学 罗奕恒 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陈容天 大学附属小学 李堂辉 实验小学

张家源 河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高翌斐 和平中心小学

林晋颉 昆明路小学 陈嘉燊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涵月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胡广杰 南开区中营小学

高泽岳 南开区中心小学 郑通 岳阳道小学

魏锦涛 河东区实验小学 洪智超 和平区万全小学

王子洋 大学附属小学 周泰冉 昆明路小学

李奇翰 南开中心小学 苏佳雯 和平中心小学

二等奖（95 人）

洪聿宬 和平中心小学 徐宝灿 求真小学

刘端宁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刘骁楠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浩然 河东实验小学 许振波 和平区万全小学

张家硕 和平实验小学 傅昱珩 万科实验模范小学

饶益宁 南开区天大附小 杜禾 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吴墨橦 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董清扬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韩咏祺 和平区中心小学 宋泽恩 南开区天大附小

吕抒亚 河东区前程小学 武昕冉 红桥区求真小学

王佳桐 和平区中心小学 王婷萱 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张馨允 河西区湘江道小学 王睿清 南开区南开小学

林盛喆 和平区中心小学 孙庭轩 南开区南大附小

刘曦文 南开区中营小学 章瑞轩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何孟泽 和平区实验小学 王喆 逸阳小学

许熠瑄 和平区实验小学 董炳珅 河西区师大二附小

孙嘉泽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魏千雯 红桥区求真小学

昝金朋 红桥区求真小学 赵子涵 和平区中心小学

吴佳妍 求真小学 王一诺 河北区昆一小学

笪诗雅 中营小学 夏春秋 南开中心小学

齐婧兮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白珂 南开区中营小学

李佳和 岳阳道小学 李东翰 南开区天大附小

史乐然 河北区昆一小学 王浩成 河西中心小学

邵敬涵 鞍山道小学 李东益 南开区中营小学

刘津延 河东区翔宇小学 崔翔宇 河西区小学

林睿晗 南开区中营小学 李天掣 河东区实验小学

张天翼 和平区中心小学 王宜瑄 南开区水上小学

张婧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高子晴 南开中心小学

王慧勇 河西第二师范附属小学 李佳华 南开区模范小学

张恒 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马锴 实验小学

路一鸣 求真小学 吉祥 河东区实验小学

李博闻 南开区中心小学 张瑾 河西区中心小学

张靖俞 和平区中心小学 孙锐思 求真小学

何翔宇 和平区二十中附属小 李佳蔚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陆致达 实验小学 石瑞璘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孙奕东 南开区中营小学 佟睿洋 河北区实验小学

刘芳伊 南大附小 刘芷莜 和平区中心小学

董元隆 河西中心小学 邴梦恬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乃晗 河北区实验小学 张亦弛 和平区实验小学

孟珺 师大二附小 韩沛沅 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

国旗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李若萱 河西平山道小学

李天琪 南大附小 战一鸣 模范小学

陈世坤 中营小学 叶欣源 南开区中营小学

汤雨柔 实验小学 王琦淳 和平区万全道小学

何思宜 河西区师大二附小 陈予川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刘羽翯 红桥区求真小学 刘敬然 南开区华苑小学

吕若宁 实验小学 李宝怡 南开区实验学校

张雨莟 河东实验小学 李林霖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辛展颜 中营小学 邓达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刘海东 昆明路小学



三等奖（158 人）

王俊博 实验小学 陈岱阳 天大附小

王为之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吴一诺 求真小学

杨明可 南开区实验学校 李乐佳 闽侯路小学

刘一麟 育婴里第二小学 廉真 岳阳道小学

周子雄 南开五马路小学 朱奕名 鞍山道小学

马子钦 闽侯路小学 陈禹曈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李柞贤 南开小学 孙浩宸 和平区昆鹏小学

邸泓勋 和平区昆鹏小学 欧阳嘉懿 实验小学

朴智贤 东丽区实验小学 葛华晶 南大附小

顾馨瑶 河东区翔宇小学 赵也涵 河西区河西中心小学

刘曜天 南开区中营小学 陈奕丹 红桥区求真小学

付尧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刘乙霖 和平区中心小学

王梓丁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李睿琳 和平区万全小学

李峣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正涵 万科实验模范小学

姚靖彤 南开区中营小学 张思腾 红桥区佳春里小学

刘国旭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聂熙泽 和平实验小学

姚霁轩 河东区翔宇小学 郭逍 和平区模范小学

付赢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娄文喆 红桥区师范附小

张其然 河北区昆一小学 张子默 红桥区实验小学

王子坤 和平区中心小学 李家任 南开区实验小学

徐振聿 南开区南开中心小学 刘美延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刘瀚予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鹿笑岩 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温朗清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付荫博 河西区师大二附小

李泽凝 和平区中心小学 崔俊翔 南开区中营小学

李锦尚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陈佳怡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刘美杉 河东区福东小学 张圣悠 红桥区新村小学

李一乐 河北区实验小学 张芷源 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

厉子健 和平区万全道小学 郑生睿 南开区中营小学

刘晓薇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程明远 河北区昆一小学

邸奕鸣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姜瑞昕 河北区昆一小学

刘博文 河东区实验小学 李玮博 浙江路小学

陈奕伟 和平区逸阳小学 康家玮 南开区风湖里小学

刘梓涵 和平区中心小学 魏来 河东区实验小学

商玮凡 南开区咸阳路小学 兰天晴 南开区南开中心小学

张景然 南开区中营小学 苏澄睿 南开区中营小学

刘洪宇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曹浩哲 红桥区实验小学

赵梓含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高新皓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石晟阳 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韩梦曈 红桥区求真小学

张玮恒 南开区华苑小学 陈冠达 南开区南开中心小学

谢飞扬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伟凝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杨思恺 河西区小学 马浩然 红桥佳春里小学



戴梦然 昆明路小学 高天艺 河西区师大二附小

董金辰 杨柳青第一小学 庞渤怀 河西区珠江道小学

郭子璇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吴卓阳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谭博洹 红桥区求真小学 祁臻晗 南开区南开中心小学

张冠男 和平区中心小学 陈弘韬 南开区宜宾里小学

章博昭 实验小学 王泽文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田欣灵 鞍山道小学 李嘉 南开区中营小学

沈思硕 南开区实验小学 许子文 鞍山道小学

韩雨萌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曹亦菲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王凯铭 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于修齐 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李佳赫 南开区中营小学 张笑宇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于沛瑶 河东区实验小学 刘畅 红桥区实验小学

王思淼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张弥月 河西中心小学

李智卓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聂敏旻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孔祥昊 东丽实验小学 张儒斌 北辰区华辰学校

张逸嘉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刘心雨 南开区中营小学

王桢煜 红桥区求真小学 贾昊宸 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王翊端 红桥区求真小学 罗汉辰 南开区中营小学

刘展赫 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周宇健 河北区连云路小学

沈思同 昆纬路第一小学 臧焱培 和平区模范小学

赖镜丞 和平区和平实验小学 庄一帆 文昌宫民族小学

王姝涵 和平区中心小学 庞好 河西区马场道小学

薛皓文 和平区万全道小学 杨皓喆 和平区万全道小学

白宇菲 和平实验小学 王鹏博 翔宇小学

李东昌 和平区万全道小学 蔡君仪 和平区中心小学

马涌翔 红桥区实验小学 姜皓然 实验小学

刘泽钰 和平区昆鹏小学 李少轩 实验小学

赵珈莹 南开区南大附小 肖雨菲 和平区昆鹏小学

高新亮 河西中心小学 尹畅 红桥区师范附属小学

张好芝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李艾阳 和平区万全道小学

王英麟 河东区缘诚小学 吴思源 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夏嘉灿 河西区湘江道小学 项梓恒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赵鹏宇 南开区中心小学 尚酩浩 和平中心小学

方镜博 鞍山道小学 田博丞 河北区昆一小学

张熙祥 南开区中营小学 姜博程 南开区翔宇小学

林佳雯 南开区中营小学 王唯峥 万全道小学

郭轩廷 河东区实验小学 侯德岳 和平实验小学

袁楚然 河东区一中心小学 张翼麟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