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
一C 吴爱李 王寸芯
一D 李悦尔 郭悦彤
二C 赵墨涵 梁欣彤 朱家瑶
二D 杨梓彤 李东东 黄和 张紫宸
三C 方红懿 孙萌 游海玥
三D 宋希俊 陈彦劭
四C 陆元禛
四D 王蕻晔 陈思辰 崔瀚文 章瑞霖 蔡昱辰
四G 王冬琪 朱韩娜
五C 龚浩添 陈昱荻 许奕欢 翁心月
五D 杨沫瑶 施妍名 毛思淳
六C 柯沂承 张一苇 张舒杰 林炜皓 郭唐鳞
六D 严子涵 王麓菲 顾凯博 徐嘉阳
六F 蔡震易
七C 张婷 王义恺 劳靖涵
七D 吴润天 叶溥天 章芮莹
八C 刁诺言 张小桃
八D 孙妙果 王凯宏 马知之
九C 林宣谊 张晓凡 孙盈盈
九D 刘逸扬 张紫钦

班级
一C 郭庚润 吴少涵 张一墨 吴孟勋
一D 范梦桐 喻新雅 杨飞儿 邓亦仁
二C 龙茹冰 康馨月 李晨星 于泡泡 赵青羽 陈威廉
二D 崔芮雯 谢佳蔓 李绵钰 蔡昱墨 汤嫒媛 戈禹怀
三C 武祺 成佳敏 滕欣然 郭唐廷 罗晓莹 彭小涵
三D 徐铭阳 侯方易 张洋
四C 张云帆 刘佳昕 翟睿 江齐舟
四D 伊美瑞 周子轩 柴弘毅 崔安琪 王欣怡 田兆钰
四G 叶友源 杨彦宁 王嘉怡 苗李长禄
五C 汤睿宸 陈晓涵 卫小萌 许子铖 朱思睿 王玥雯 黄一瓴
五D 沈睿杰 沈俊杰 苏睿嘉 赵嘉漪 巫佳慧 舒浩竣
六C 蒋宸晞 林安迪 于贝贝 王忠睿 邹心悦 吴骏骅 沈薇麒
六D 孙逸玲 徐嘉阳 吕金泽 梁雨晨 王嘉玥 李麓泽 马派派
六F 王子曰 杨乐然
七C 王寸萌 陈奕伊 姜禹萌 魏烨 刘栩荧 郝紫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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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D 宋无忧 黄紫寒 张恒瑜 桂厚本
八C 姚舒航 藤语晰 闻沁阳 周旖嶙
八D 吴思恬 孙书仪 马璟添 时坚 郝宸昕
九C 施承慧 王云甲 沈怡然 刘安妮 姚嘉航
九D 李妍希 张艺馨 董滨毓 王元博

班级
一C 王佳鑫 王湛青 江咏甫 李毛毛 王邵逸 
一D 李敏娴 刘威廉 关瑞泉 陈奕好 时奕霈
二C 叶友燕 赵心悦 汪怡麟 陈东垣 陈康渝 王奕辰

朱颉灵 宋佩琪 李杰瑞
二D 杨艾琳 杨芊爱 刘子扬 刘子墨 张欣钰 Alma金
三C 廖雨晴 许馨之 孙逸星 欧阳瑾萱 林恒谊 董文妮
三D 孙莘诚 邹钰涵 赵美嘉 关瑞林 朱亮宇
四C 林烨杰 叶子睿 田茁越 韩睿恩 凌菲 徐康妮
四D 陈普熙 陈奕潼 吴泰仁 金纤芸 舒诗惠 刘萧腾
四G 王邵涵 黄彦颖 单馨谊 郑桐桐
五C 陈梓乔 吴浚齐 李晓阳 徐牧楠 郑含之 曹阅琳

李睿扬 王颖
五D 王宸轩 宋希文 李孟纭 陈蜜雪 赵恩卓 吴思儒

高泉 孟子轩
六C 李浚滔 刘子越 腾宗圻 木兰 邝宇明 刘川楷
六D 王清岑 丁一懿 郭嘉宏 王心悠 秦羽 李佳佩成
六F 姜梓涵 刘若涵
七C 何乔维 陈绍文 栾骐宇 陈其右 梁伊乔 毛思涵
七D 黄富恒 邹哲涵 张乘 巫佳能 李铭森
八C 金爱文 孙可玥 管清阳 车雨婷
八D 丁羿诚 杨睿辰 单安琪 董嘉月 许孜琪
九C 邝宇萱 阚司童 李依 叶艺淇
九D 庄静宜 杨彦哲

学习进步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