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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通市第六届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 
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特等奖 

崔梓楠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指导老师：于友凤） 

缪於桐   海门区能仁中学（指导老师：袁潜花） 

赵喆希   江苏省南通中学（指导老师：李馣） 

 

一等奖 

小学组 

刘晓宇   南通高新区小学（指导老师：钱炜炜） 

徐子涵   启东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指导老师：赵晶晶） 

陆语乔   如东县掘港小学（指导老师：傅力） 

施展鹏   南通市通州湾第一实验小学（指导员：郁伟） 

初中组 

许露文   海安市海陵中学（指导老师：刘斌） 

陈怡然   启东折桂中学（指导老师：施冬梅） 

刘晓亮   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指导老师：潘金敏） 

高中组 

张  涵   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指导老师：杨益华） 

倪嘉诚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指导老师：金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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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瑞阳   海安市实验中学（指导老师：丁凡）    

 

二等奖 

小学组 

常纪元   如皋市实验小学（指导老师：万小兰） 

周姝彤   海门区东洲小学（指导老师：姜晓宇） 

张乐佳   南通市张謇第一小学（指导老师：陆丽） 

季书熠   南通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指导老师：曹文婷） 

张婉翊   南通市紫琅湖实验学校（指导老师：陈锦林） 

窦嘉怡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小学（指导员：朱健） 

初中组 

李郭玉   如东县马塘镇邱陞中学（指导老师：周海燕） 

周奕辰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指导老师：徐吉红） 

袁陈旭   通州湾三余初级中学（指导老师：许艳） 

鄂巧满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中（指导老师：缪平）    

高中组 

曹馨月   海门区包场中学（指导老师：张荣根）   

沈  慧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指导老师：吉佳） 

徐东慧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指导老师：袁金花、沈灵

玲） 

瞿程霞   通州湾中学（指导老师：赵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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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通市第六届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 
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特等奖 

陆瑄然   海门区东洲小学（指导老师：姜晓宇） 

徐钼涵   海门港新区实验学校初中部（指导老师：施燕） 

罗依涵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指导老师：杨培佩） 

 

一等奖 

小学组 

吴  过   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指导老师：冯旭） 

陈玙畅   如东县掘港小学（指导老师：许巾彦） 

张钱儿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指导老师：朱新燕） 

季书熠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指导老师：曹文婷） 

初中组 

徐熙敏   如东县马塘镇邱陞中学（指导老师：季爱云） 

潘屹凡   南通市东方中学（指导老师：钱玉龙） 

宋金池   海安市城南实验中学（指导老师：冯志翔） 

高中组 

蒋伊辰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指导老师：陆雪华） 

王吴凡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指导老师：王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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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欣欣   海门第一中学（指导老师：徐疆燕） 

 

二等奖 

小学组 

金可欣   海安市李堡镇中心小学（指导老师：金敏敏） 

倪漪航   通州湾第一实验小学（指导老师：邵培燕） 

熊  戈   如皋市实验小学（指导老师：徐海燕） 

王袁柏   启东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指导老师：赵晶晶） 

王选轶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指导老师：李鑫玉） 

梁一一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小学（指导老师：胡欢欢） 

初中组 

姚葛淳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中（指导老师：葛红） 

季凡佳禾 启东市百杏中学（指导老师：毛毛） 

崔  勐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中学（指导老师：陈美涛） 

徐一鉴   通州湾三余初级中学（指导老师：金霞） 

高中组 

赵佳睿   启东市第一中学（指导老师：徐帅帅） 

明  曦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指导老师：殷月） 

韩矅阳   海安市李堡中学（指导老师：尤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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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直属学校“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特等奖 

张婉翊   南通市紫琅湖实验学校（指导老师：陈锦林） 

刘晓亮   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指导老师：潘金敏） 

赵喆希   江苏省南通中学（指导老师：李馣） 

 

一等奖 

小学组 

方雨涵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指导老师：刘海燕） 

初中组 

周  涵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指导老师：张建梅） 

葛熙锦    南通市陈桥中学（指导老师：陈剑峰） 

丹增曲吉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指导老师：朱艳、格桑多杰） 

许宇玲    南通市实验中学（指导老师：盛冬新） 

王菁琳    南通市跃龙中学（指导老师：任晓平） 

鲁洋菀沂  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指导老师：张昊） 

朱淑婷    南通市通海中学（指导老师：朱通明） 

王若溪    南通田家炳中学（指导老师：吴晔） 

高中组    

邵曼曼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指导老师：缪莉） 

孙炜航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指导老师：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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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涵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指导老师：陈桐） 

陆俣晔   南通市第二中学（指导老师：薛玫妍） 

 

二等奖 

初中组 

肖瑞雪   南通市八一中学（指导老师：张红梅） 

周妍昕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指导老师：陆小燕） 

陈奕涵   南通市北城中学（指导老师：李晴晴） 

李柯菲   南通市小海中学（指导老师：韩娜） 

马奥运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中学（指导老师：张丽梅） 

张林慧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指导老师：申海学） 

赵天乙   南通市虹桥二中（指导老师：华  东） 

黄施雅   南通市紫琅湖实验学校（指导老师：邓化军） 

黄依林   南通市东方中学（指导老师：钱玉龙） 

曹孝语   南通市新桥中学（指导老师：胡步凡） 

龚  玺   南通市越江中学（指导老师：戴铃霞） 

张潘洋   南通市天生港学校（指导老师：孙恬汶） 

高中组 

王周超   南通市小海中学（指导老师：张琳童） 

丹增宗吉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指导老师：黄静、格桑多杰） 

周思雨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指导老师：徐凤） 

李朱睿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指导老师：汪淳朴） 

于  晴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指导老师：葛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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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直属学校“学宪法讲宪法”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特等奖 

王选轶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指导老师：李鑫玉） 

潘屹凡   南通市东方中学（指导老师：钱玉龙） 

蒋伊辰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指导老师：陆雪华） 

一等奖 

初中组 

周宇帆   南通市北城中学（指导老师：李慧） 

李东晴   南通市新桥中学（指导老师：陈晓丽） 

张旭昕   南通市通海中学（指导老师：桑莉） 

高  飞   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指导老师：孙宇虹） 

周沁萱   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指导老师：施丽燕） 

余江青   南通市小海中学（指导老师：杨德勤） 

黄禹博   南通市虹桥二中（指导老师：徐  骏） 

徐诗晨   南通市启秀中学（指导老师：黄佳楠） 

汪馨月   南通市跃龙中学（指导老师：杨钰） 

高中组 

旦  珍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指导老师：黄静、格桑多杰） 

刘  战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指导老师：周艾騄） 

张佳瑜   南通市第二中学（指导老师：薛玫妍） 

夏晴川   江苏省南通中学（指导老师：李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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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初中组 

陈一然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指导老师：赵丹丹） 

邓棋丹   南通市陈桥中学（指导老师：陈剑峰） 

项芸希   南通竹行中学（指导老师：高义平） 

多吉仁钦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指导老师：吴晓春、格桑多杰） 

姚远煌   南通市实验中学（指导老师：顾蕾） 

张林慧   南通市崇川初级中学（指导老师：申海学） 

袁  畅   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指导老师：沈倍花） 

闫悦欣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中学（指导老师：张丽梅） 

毛振宇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指导老师：刘佳） 

张珈睿   南通市八一中学（指导老师：张红梅） 

张陈睿   南通市紫琅湖实验学校（指导老师：钱健敏） 

张  语   南通市越江中学（指导老师：黄娟） 

王思涵   南通市天生港学校（指导老师：国舒欣） 

谢滢滢   南通市观河中学（指导老师：赵春林） 

唐  诗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指导老师：朱美秦） 

高中组 

凌  陈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指导老师：汪淳朴） 

石源源   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指导老师：黄凤凤） 

徐  姚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指导老师：刘兴耘） 

卢  洋   南通市小海中学（指导老师：陈箭） 

张  敏   南通旅游中等专业学校（指导老师：才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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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杰出组织奖 
海门区教育体育局             如东县教育体育局 

通州区教育体育局             海安市教育体育局 

启东市教育体育局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           南通市东方中学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崇川区教育体育局             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通州湾示范区社会管理保障局   如皋市教育局 

南通市苏锡通园区实验中学     南通市虹桥二中 

南通西藏民族中学             南通市启秀市北初级中学 

南通市越江中学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南通市启秀中学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