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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年湛江市中小学生自然笔记大赛 “优秀指导老师” 评审

结果 

一、 优秀指导老师（小学组） 

序号 所在学校 姓名 获奖学生代表 

1 廉江市青平镇中心小学 谢振 谭醇 

2 廉江市吉水中心小学 钟桂春 钟佩芸 

3 廉江市第六小学 廖主明 莫悦恒 

5 遂溪县城月镇官田小学 吴春海 周媚玉 

6 遂溪第三小学 周智 吴巧婷 

7 南兴镇中心小学 游琼梅 符雅雅 

8 南兴镇中心小学 梁金连 王梦滢 

9 湖光中心小学 彭芳 刘思瑜 

10 湛江市实验小学 黄晓霞 何建宏 

11 湛江市实验小学 庞观婵 周舒欣 

12 湛江市实验小学 邹艳红 张凌菲 

13 湛江市实验小学 杨宪秀 杨仕业 

14 湛江市实验小学 茅南和 庞雨欣 

15 湛江市实验小学 黄玲 关蕴琪 

16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戴思慧 谢雅婷 

17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小学 梁剑飞 梁锦雯 

18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孙敏 符月川 

20 湛江市霞山海景学校 吴小曲 周锦楠 

21 湛江市第四小学 梁雀屏 詹芷莹 

22 湛江市第四小学 詹志娟 叶韬 

23 湛江市第十一小学 黄文海 周莹莹 

24 市十五小学 潘向飞 黄慧儿 

25 市十五小学 谢永红 卢钰薇 

26 市十五小学 刘木球 蔡杰 

27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丽霞 涂梓钦 

28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林毅 林振晖 

29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王建辉 沈楚馨 

30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冯朝玉 梁嘉威 

31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彭燕 陈佳浩 

32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黎月桂 陈薇伊 

33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朱丽 黄珮瑛 

34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伟京 韩梓熙 

3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婷 卢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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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湛江市二十四中 潘 艺 蓝芷怡 

38 湛江市二十四中 潘诗琳 许博涵 

 

二、 优秀指导老师（初中组） 

序号 所在学校 姓名 获奖学生代表 

1 吴川市樟铺初级中学 许金福 梁俪文 

2 廉江中学 李隆连 郑云谦 

3 坡头区第一中学 温酿 李有成 

4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陈康兰、 

梁康连 苏芷越 

5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陈康兰、 

肖政权 李诗敏 

6 湛江市二中海东中学 唐植珍 王明惠 

7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陈远雄 陈莹莹 

8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奎玉飞 李卓颖 

9 岭南师院附中 余秋梅 包文翔 

 

 

三、 优秀指导老师（高中组） 

序号 所在学校 姓名 获奖学生代表 

1 廉江市第三中学 周宁 赖志兰 

2 廉江市第三中学 陈桂连 莫世仁 

3 廉江市廉江中学 赖源超  林思婷 

4 廉江市廉江中学 蔡文金 黄仁冠 

5 廉江市廉江中学 梁妙 许辉雄 

6 雷州市第三中学 容剑文 陈骏恬 

7 雷州市第三中学 邝木坚 谢冰冰 

8 雷州市第三中学 杨莉莉 陈康锦 

9 雷州市附城中学 李红雨 辜仲青 

10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张玉娣 王卓瑜 

11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李婧 欧光湛 

12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袁雅 钟柏林 

13 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郑连珠 陈城茵 

14 湛江市第二十中学 沈如冰 陈佩琳 

15 湛江五中 陈庆雨 莫婕婵 

16 湛江五中 王海燕 袁鑫 

17 湛江五中 陈金连 张乐弦 

18 湛江五中 周莫锋 陈志辉 

19 湛江第一中学 陈嘉欣 蔡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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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湛江市中小学生自然笔记大赛获奖评审结果 

一、自然笔记大赛获奖名单（小学组） 

序号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辅导老师 奖项 

1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谢雅婷 戴思慧 特等奖 

2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涂梓钦 陈丽霞 特等奖 

3 湛江市霞山海景学校 周锦楠 吴小曲 特等奖 

4 湛江市实验小学 何建宏 黄晓霞 特等奖 

5 湖光中心小学 刘思瑜 彭芳 特等奖 

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林振晖 林毅 一等奖 

7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庞乃凤 林毅 一等奖 

8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沈楚馨 王建辉 一等奖 

9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梁嘉威 冯朝玉 一等奖 

10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佳浩 彭燕 一等奖 

11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吴义锐 彭燕 一等奖 

12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薇伊 黎月桂 一等奖 

13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黄珮瑛 朱丽 一等奖 

14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梁景涵 朱丽 一等奖 

15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林敬桦 朱丽 一等奖 

1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张晋墨 朱丽 一等奖 

17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苏柳雅 朱丽 一等奖 

18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韩梓熙 陈伟京 一等奖 

19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曹容畅 陈丽霞 一等奖 

20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冯建程 陈丽霞 一等奖 

21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符月川 孙敏 一等奖 

22 湛江市实验小学 周舒欣 庞观婵 一等奖 

23 湛江市实验小学 张凌菲 邹艳红 一等奖 

24 湛江市实验小学 杨仕业 杨宪秀 一等奖 

25 湛江市实验小学 庞佳欣 杨宪秀 一等奖 

26 湛江市实验小学 凌诗怡 庞观婵 一等奖 

27 湛江市实验小学 陈依娜 杨宪秀 一等奖 

28 廉江市第六小学 莫悦恒 廖志娟 一等奖 

29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宋莎朗 李美善 一等奖 

30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卢泉茵 陈婷 一等奖 

31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林启晨 陈婷 一等奖 

32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梁若琳 陈婷 一等奖 

33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李泽宇 陈婷 一等奖 

34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袁欣颖 陈婷 一等奖 

35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张新岸 陈婷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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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魏桢 陈婷 一等奖 

37 湛江市二十四中 蓝芷怡 潘 艺 一等奖 

38 湛江市二十四中 郑钰金 潘 艺 一等奖 

39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钟昊远 陈伟京 二等奖 

40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邱东华 林毅 二等奖 

41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张莘悦 林毅 二等奖 

42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陈诗霏 戴思慧 二等奖 

43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梁伟业 冯朝玉 二等奖 

44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吴振锋 彭燕 二等奖 

45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庞君诚 彭燕 二等奖 

4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肖耿曼 彭燕 二等奖 

47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李静茹 朱丽 二等奖 

48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易笑笑 朱丽 二等奖 

49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杨林烨 陈伟京 二等奖 

50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黄嘉楠 陈伟京 二等奖 

51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黄玥宁 陈伟京 二等奖 

52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湛又彰 冯朝玉 二等奖 

53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湛又彰 冯朝玉 二等奖 

54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高艺函 陈丽霞 二等奖 

55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黄向阳 陈丽霞 二等奖 

5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梁子粤 陈丽霞 二等奖 

57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林珊妃 陈丽霞 二等奖 

58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赵丹梦 陈丽霞 二等奖 

59 湛江市霞山海景学校 韦娉妤 吴小曲 二等奖 

60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阮湘云 孙敏 二等奖 

61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袁延 孙敏 二等奖 

62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宋云熙 孙敏 二等奖 

63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刘晨希 孙敏 二等奖 

64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梁璟曈 孙敏 二等奖 

65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李可欣 孙敏 二等奖 

66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何睿淇 孙敏 二等奖 

67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邓添宇 孙敏 二等奖 

68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蔡琳 孙敏 二等奖 

69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陈思宇 孙敏 二等奖 

70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黄诗尧 彭燕 二等奖 

71 廉江市吉水中心小学 钟佩芸 钟桂春 二等奖 

72 湛江市实验小学 林文茵 杨宪秀 二等奖 

73 湛江市实验小学 陈宇辉 杨宪秀 二等奖 

74 湛江市实验小学 陈灵溪 杨宪秀 二等奖 

75 湛江市第四小学 叶韬 詹志娟 二等奖 

76 湛江市第十一小学 周莹莹 黄文海 二等奖 

77 湛江市第十一小学 梁雅雯 黄文海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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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湛江市第十一小学 黄烨欣 黄文海 二等奖 

79 市十五小学 黄慧儿 潘向飞 二等奖 

80 市十五小学 卢钰薇 谢永红 二等奖 

81 市十五小学 蔡杰 刘木球 二等奖 

82 廉江市第六小学 宋诗茵 廖志娟 二等奖 

83 廉江市第六小学 黄薏菊 廖志娟 二等奖 

84 廉江市第六小学 陈雅铭 廖志娟 二等奖 

85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曾志斌 陈婷 二等奖 

8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翰林 陈婷 二等奖 

87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圣灵 陈婷 二等奖 

88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张家睿 陈婷 二等奖 

89 南兴镇中心小学 符雅雅 游琼梅 二等奖 

90 湛江市二十四中 黄馨竹 潘 艺 二等奖 

91 湛江市二十四中 黄乐怡 潘 艺 二等奖 

92 湛江市二十四中 李傲君 潘 艺 二等奖 

93 遂溪县城月镇官田小学 周媚玉 吴春海 三等奖 

94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莫慧琳 陈伟京 三等奖 

95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刘舒婷 林毅 三等奖 

9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吴俊余 林毅 三等奖 

97 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陈昱良 戴思慧 三等奖 

98 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唐绮模 戴思慧 三等奖 

99 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罗梓渝 戴思慧 三等奖 

100 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杨镇羽 戴思慧 三等奖 

101 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尤悦森 戴思慧 三等奖 

102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毛子熙 王建辉 三等奖 

103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毛子熙 王建辉 三等奖 

104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俞霖 彭燕 三等奖 

105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李义阳  彭燕 三等奖 

10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李宇翔 彭燕 三等奖 

107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钟欣 朱丽 三等奖 

108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郑姗姗 陈伟京 三等奖 

109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郑好妍 陈伟京 三等奖 

110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吴俊泽 陈伟京 三等奖 

111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王桐舟 陈伟京 三等奖 

112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洪华蔚 陈伟京 三等奖 

113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芷萱 陈伟京 三等奖 

114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语婕 陈伟京 三等奖 

115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茹茵 陈伟京 三等奖 

11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曹明轩 陈伟京 三等奖 

117 湛江市霞山海景学校 殷嘉欣 吴小曲 三等奖 

118 廉江市青平镇中心小学 谭醇 谢振 三等奖 

119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任子昂 孙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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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张颢耀 孙敏 三等奖 

121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许可欣 孙敏 三等奖 

122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况咏琪 孙敏 三等奖 

123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方俊雅 孙敏 三等奖 

124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陈浩锋 孙敏 三等奖 

125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湛江学校 符明聪 余秋梅 三等奖 

12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陈家欣 彭燕 三等奖 

127 湛江市实验小学 郑皓然 杨宪秀 三等奖 

128 湛江市实验小学 吴雨霏 杨宪秀 三等奖 

129 湛江市实验小学 庞雨欣 茅南和 三等奖 

130 湛江市实验小学 李雨桐 庞观婵 三等奖 

131 湛江市实验小学 李嘉怡 杨宪秀 三等奖 

132 湛江市实验小学 胡梓涵 杨宪秀 三等奖 

133 湛江市实验小学 关蕴琪 黄玲 三等奖 

134 湛江市实验小学 代骊斌 杨宪秀 三等奖 

135 湛江市实验小学 陈钰堃 杨宪秀 三等奖 

136 湛江市实验小学 陈韩宇 杨宪秀 三等奖 

137 湛江市第四小学 詹翔熹 詹志娟 三等奖 

138 湛江市第四小学 麦雨衡 詹志娟 三等奖 

139 湛江市第十一小学 周晓君 黄文海 三等奖 

140 湛江市第十一小学 余威毅 黄文海 三等奖 

141 湛江市第十一小学 梁海燕 黄文海 三等奖 

142 廉江市第六小学 吴心羽 廖主明 三等奖 

143 廉江市第六小学 李柳桦 廖主明 三等奖 

144 廉江市第六小学 曾宇玲 廖主明 三等奖 

145 廉江市第六小学 曾筱彤 廖主明 三等奖 

146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梁艺涵 陈婷 三等奖 

147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梁烨 陈婷 三等奖 

148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张馨月 陈婷 三等奖 

149 湛江市第十六小学 温凯恩 陈婷 三等奖 

150 湛江市第四小学 詹芷莹 梁雀屏 三等奖 

151 湛江市第四小学 黄瑶 梁雀屏 三等奖 

152 湛江市第四小学 简曦乐 梁雀屏 三等奖 

153 南兴镇中心小学 王梦滢 梁金连 三等奖 

154 南兴镇中心小学 范文希 梁金连 三等奖 

155 南兴镇中心小学 蔡雨妍 梁金连 三等奖 

156 湛江市二十四中 张丽丹 潘 艺 三等奖 

157 湛江市二十四中 陈慧荧 潘 艺 三等奖 

158 湛江市二十四中 邓乐瑶 潘 艺 三等奖 

159 湛江市二十四中 梁正 潘 艺 三等奖 

160 湛江市二十四中 许博涵 潘诗琳 三等奖 

161 湛江市二十四中 吴映易 潘诗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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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湛江市二十四中 沈晓洁 潘诗琳 三等奖 

163 湛江市二十四中 李昱晓 潘诗琳 三等奖 

164 湛江市二十四中 陈怡意 潘诗琳 三等奖 

165 遂溪第三小学 吴巧婷 周智 三等奖 

 

 

 

二、自然笔记大赛获奖名单（初中组） 

序号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辅导老师 奖项 

1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李卓颖 奎玉飞 特等奖 

2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陈莹莹 陈远雄 特等奖 

3 岭南师院附中 包文翔 余秋梅 特等奖 

4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庄依琳 奎玉飞 一等奖 

5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颜新高 奎玉飞 一等奖 

6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徐瑜蔓 奎玉飞 一等奖 

7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王钰菲 奎玉飞 一等奖 

8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王龙昕 奎玉飞 一等奖 

9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邓诗彤 奎玉飞 一等奖 

10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陈栩瑶 奎玉飞 一等奖 

11 岭南师院附中 杨泽昕 余秋梅 一等奖 

12 岭南师院附中 韦嘉琪 余秋梅 一等奖 

13 岭南师院附中 黄丽君 余秋梅 一等奖 

14 岭南师院附中 张凯琳 余秋梅 一等奖 

15 岭南师院附中 陈婷婷 余秋梅 一等奖 

16 岭南师院附中 梁议丹 余秋梅 一等奖 

17 岭南师院附中 黄滢滢 余秋梅 一等奖 

18 岭南师院附中 陈理章 余秋梅 一等奖 

19 岭南师院附中 许如云 余秋梅 一等奖 

20 岭南师院附中 江磐山 余秋梅 一等奖 

21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苏芷越 陈康兰、梁康连 一等奖 

22 坡头区第一中学 李有成 温酿 二等奖 

23 坡头区第一中学 刘佳欣 温酿 二等奖 

24 坡头区第一中学 钟宝贤 温酿 二等奖 

25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李伊琪 奎玉飞 二等奖 

26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谢兴韬 陈远雄 二等奖 

27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靳邵航 陈远雄 二等奖 

28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邓祖庚 陈远雄 二等奖 

29 岭南师院附中 袁盈盈 余秋梅 二等奖 

30 岭南师院附中 杨烨 余秋梅 二等奖 

31 岭南师院附中 吴铭峰 余秋梅 二等奖 

32 岭南师院附中 董健源 余秋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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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岭南师院附中 董济华 余秋梅 二等奖 

34 岭南师院附中 丁裕俊 余秋梅 二等奖 

35 岭南师院附中 戴继展 余秋梅 二等奖 

36 岭南师院附中 曹爱欣 余秋梅 二等奖 

37 岭南师院附中 谢乐怡 余秋梅 二等奖 

38 岭南师院附中 周雅琳 余秋梅 二等奖 

39 岭南师院附中 张宁轩 余秋梅 二等奖 

40 岭南师院附中 吴颖欣 余秋梅 二等奖 

41 岭南师院附中 彭靖茹 余秋梅 二等奖 

42 岭南师院附中 李承灏 余秋梅 二等奖 

43 岭南师院附中 梁巧钰 余秋梅 二等奖 

44 岭南师院附中 陈泳淇 余秋梅 二等奖 

45 岭南师院附中 刘知卓 余秋梅 二等奖 

46 岭南师院附中 李子晴 余秋梅 二等奖 

47 廉江中学 郑云谦 李隆连 二等奖 

48 湛江市二中海东中学 王明惠 唐植珍 二等奖 

49 湛江市二中海东中学 何翠连 唐植珍 二等奖 

50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小学 梁锦雯 梁剑飞 二等奖 

51 坡头区第一中学 李文慧 温酿 三等奖 

52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曾惠淋 奎玉飞 三等奖 

53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孙海雯 奎玉飞 三等奖 

54 湛江一中培才学校 黄冰欣 奎玉飞 三等奖 

55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吴皆富 陈远雄 三等奖 

56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唐培程 陈远雄 三等奖 

57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林静柔 陈远雄 三等奖 

58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李温祁 陈远雄 三等奖 

59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李南员 陈远雄 三等奖 

60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李佳旺 陈远雄 三等奖 

61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陈云苗 陈远雄 三等奖 

62 湛江一中锦绣华景学校 陈锦宇 陈远雄 三等奖 

63 岭南师院附中 李茵 余秋梅 三等奖 

64 岭南师院附中 夏菁泽 余秋梅 三等奖 

65 岭南师院附中 林煜翔 余秋梅 三等奖 

66 岭南师院附中 黄文桢 余秋梅 三等奖 

67 岭南师院附中 黄德智 余秋梅 三等奖 

68 岭南师院附中 谢晓君 余秋梅 三等奖 

69 岭南师院附中 黄兰蕙 余秋梅 三等奖 

70 岭南师院附中 余安淇 余秋梅 三等奖 

71 岭南师院附中 姚锦煜 余秋梅 三等奖 

72 岭南师院附中 谢文琴 余秋梅 三等奖 

73 岭南师院附中 唐浜畅 余秋梅 三等奖 

74 岭南师院附中 梁煜锋 余秋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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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岭南师院附中 梁慕贞 余秋梅 三等奖 

76 岭南师院附中 李小红 余秋梅 三等奖 

77 岭南师院附中 黄尔淳 余秋梅 三等奖 

78 岭南师院附中 陈子瑜 余秋梅 三等奖 

79 吴川市樟铺初级中学 梁俪文 许金福 三等奖 

80 吴川市樟铺初级中学 陈旭霞 许金福 三等奖 

81 吴川市樟铺初级中学 骆春平 许金福 三等奖 

82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刘育英 陈康兰、梁康连 三等奖 

83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李诗敏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84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李杰霞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85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黄美棋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86 湛江市二中海东中学 邓建丽 唐植珍 三等奖 

87 湛江市二中海东中学 陈春菲 唐植珍 三等奖 

88 湛江市二中海东中学 陈佩怡 唐植珍 三等奖 

89 湛江市二中海东中学 尤诗婷 唐植珍 三等奖 

90 湛江市二中海东中学 黄玉敏 唐植珍 三等奖 

91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小学 温静橦 梁剑飞 三等奖 

92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小学 王优美 梁剑飞 三等奖 

93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小学 黎景凤 梁剑飞 三等奖 

 

 

三、自然笔记大赛获奖名单（高中组） 

序号 参赛学校 参赛选手 辅导老师 奖项 

1 廉江市第三中学 赖志兰 周宁 特等奖 

2 湛江五中 莫婕婵 陈庆雨 特等奖 

3 廉江市第三中学 卢幸幸 周宁 一等奖 

4 廉江市第三中学 林水云 周宁 一等奖 

5 廉江市第三中学 叶国佑 周宁 一等奖 

6 湛江五中 尤晓玲 陈庆雨 一等奖 

7 湛江五中 庞月佳 王海燕 一等奖 

8 湛江五中 温雨 陈庆雨 一等奖 

9 湛江五中 袁鑫 王海燕 一等奖 

10 湛江五中 张乐弦 陈金连 一等奖 

11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王卓瑜 张玉娣 一等奖 

12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欧光湛 李婧 一等奖 

13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何丽娟 李婧 一等奖 

14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郭梦维 李婧 一等奖 

15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陈惜媛 李婧 一等奖 

16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陈秋香 张玉娣 一等奖 

17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郑宏强 李婧 一等奖 

18 廉江市廉江中学 林思婷 赖源超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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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廉江市第三中学 陈海燕 周宁 二等奖 

20 廉江市第三中学 吴靖 周宁 二等奖 

21 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陈城茵 郑连珠 二等奖 

22 湛江五中 陈月娥 陈庆雨 二等奖 

23 湛江五中 梁凯亮 王海燕 二等奖 

24 湛江五中 陈志辉 周莫锋 二等奖 

25 湛江五中 吴登霖 王海燕 二等奖 

26 湛江市第二十中学 陈佩琳 沈如冰 二等奖 

27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王嘉欣 李婧 二等奖 

28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孙慧愉 李婧 二等奖 

29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龙雪茹 张玉娣 二等奖 

30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凌依悠 张玉娣 二等奖 

31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洪志锦 张玉娣 二等奖 

32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钟楚蓝 张玉娣 二等奖 

33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钟柏林 袁雅 二等奖 

34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杨子程 张玉娣 二等奖 

35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杨晓慧 张玉娣 二等奖 

36 廉江市廉江中学 黄仁冠 蔡文金 二等奖 

37 廉江市廉江中学 龙慧 赖源超  二等奖 

38 廉江市廉江中学 陈剑辉 赖源超  二等奖 

39 廉江市廉江中学 罗雨晴 赖源超  二等奖 

40 廉江市第三中学 苏帆 周宁 二等奖 

41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卢占柳 陈康兰、肖政权 二等奖 

42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李欣欣 陈康兰、肖政权 二等奖 

43 湛江第一中学 蔡周敏 陈嘉欣 二等奖 

44 湛江第一中学 彭颖 陈嘉欣 二等奖 

45 雷州市第三中学 陈骏恬 容剑文 三等奖 

46 雷州市第三中学 陈议 容剑文 三等奖 

47 雷州市第三中学 黄海霞 容剑文 三等奖 

48 雷州市第三中学 黄梁焜 容剑文 三等奖 

49 雷州市第三中学 李晨丽 容剑文 三等奖 

50 雷州市第三中学 梁妙兰 容剑文 三等奖 

51 雷州市第三中学 林智豪 容剑文 三等奖 

52 雷州市第三中学 邱小敏 容剑文 三等奖 

53 雷州市第三中学 吴伟 容剑文 三等奖 

54 雷州市第三中学 谢冰冰 邝木坚 三等奖 

55 雷州市第三中学 周杨皓 容剑文 三等奖 

56 雷州市附城中学 辜仲青 李红雨 三等奖 

57 廉江市第三中学 莫世仁 陈桂连 三等奖 

58 廉江市第三中学 杨观怡 周宁 三等奖 

59 廉江市第三中学 郑思敏 周宁 三等奖 

60 廉江市第三中学 黄仁铄 周宁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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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廉江市第三中学 叶德怀 周宁 三等奖 

62 湛江五中 邓淑月 陈庆雨 三等奖 

63 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邓雪婷 郑连珠 三等奖 

64 湛江五中 李星蒨 王海燕 三等奖 

65 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吴海瑛 郑连珠 三等奖 

66 湛江五中 林盛岳 王海燕 三等奖 

67 湛江五中 李泳诗 王海燕 三等奖 

68 湛江五中 李英妮 王海燕 三等奖 

69 湛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李怡萍 郑连珠 三等奖 

70 雷州市第三中学 陈康锦 杨莉莉 三等奖 

71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王梦婷 李婧 三等奖 

72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谭君诚 李婧 三等奖 

73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苏柳雅 张玉娣 三等奖 

74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黄子怡 张玉娣 三等奖 

75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陈俊霖 李婧 三等奖 

76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岑文青 张玉娣 三等奖 

77 湛江市爱周高级中学 肖家玲 张玉娣 三等奖 

78 廉江市廉江中学 钟润 赖源超  三等奖 

79 廉江市廉江中学 蓝应晓 赖源超  三等奖 

80 廉江市廉江中学 许辉雄 梁妙 三等奖 

81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张茵茵、梁昊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82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张华英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83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詹婷婷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84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林美音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85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黄海涛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86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符文欣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87 湛江市坡头区爱周中学 陈娟 陈康兰、肖政权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