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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高〔2016〕136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温州市第六届普通高中学生 

现场作文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高中： 

温州市第六届普通高中学生现场作文大赛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在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举行，共有各县（市、区）

和市局直属高中推荐的 171 名学生参加比赛。经评审，共

评出一等奖 21 名、二等奖 43 名、三等奖 67 名。现将获

奖名单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温州市第六届普通高中学生现场作文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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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6 年 12 月 19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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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第六届普通高中学生现场作文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21 名） 
学  生 学    校 指导教师 
彭池逸羽 瑞安中学 叶芳芳 
潘舒瑶 瑞安中学 陈如意 
林炘铭 瑞安中学 王  锦 
潘淑娜 乐清中学 郭笑一 
曾  晨 瑞安中学 曹伟芳 
郑郁婕 泰顺中学 蔡灵智 
金千然 永嘉中学 陈慧芳 
周寒靖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李红梅 
谢惊鸿 瑞安中学 蔡瑞琛 
欧阳碧屿 苍南县灵溪中学 陈小玲 
潘子才 瑞安中学 邵  华 
戴彬媛 永嘉中学 李荷莲 
周雯洁 乐清市虹桥中学 李春芹 
陈佳佳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尤海仙 
黄素素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李红梅 
董洋阳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李文芳 
蔡炎纳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程永超 
熊嘉欣 瓯海中学 冯建勇 
姜佳茹 温州越秀学校 舒克江 
张嫣彬 永嘉中学 刘  琼 
沈晶晶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李文芳 

二等奖（43 名） 
学  生 学    校 指导教师 
廖文碧 永嘉中学 金晓忠 
陈  欢 瑞安市塘下中学 方德燕 
林若男 温州翔宇中学 朱学峰 
贾淑瑶 瑞安中学 金锦友 
苏杨哲 瓯海中学 欧阳永亮 
潘文戈 永嘉中学 金晓忠 
吴思怡 苍南县嘉禾中学 田芳芝 
卢斯羽 苍南县嘉禾中学 吕红星 
胡一格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章胜亮 
倪惠惠 乐清市白象中学 余黎晓 
金  燎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校 杨忠信 
黄丽漫 永嘉县上塘中学 朱金峰 
张  贤 洞头区第一中学 洪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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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婧靓 乐清市第三中学 叶朱希 
陈子禾 平阳中学 郁志君 
解洛雅 乐清中学 黄小红 
金乐亭 乐清中学 王建明 
伍  茜 平阳中学 李苑芳 
朱一凡 文成县武阳书院 刘大为 
许温惠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张晓微 
徐愁倚 乐清市第二中学 柴黎丹 
陈唯一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邱昌海 
卢涵心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霍  光 
陈碧荷 永嘉县碧莲中学 陈  培 
池冰霜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宋园园 
叶锦博 乐清市第三中学 叶朱希 
王者枫 瑞安市瑞祥高级中学 高  珍 
朱子彦 瓯海中学 胡杨林 
徐夏怡 龙湾中学 陈沙沙 
谷冰洁 乐清市虹桥中学 李春芹 
陈箫笑 乐清中学 王建明 
董韩梓 泰顺中学 谢淑芬 
余姗姗 乐清中学 肖艳盛 
林  可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徐其烽 
何婷婷 温州翔宇中学 杜  洁 
谢华梁 苍南中学 林青阳 
黄承浒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杨淑云 
毛兴嘉 文成县武阳书院 董向颖 
孙  可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程永超 
李心怡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叶  拓 
蔡明轩 瑞安中学 金锦友 
谢  特 瑞安市第二中学 项淳秀 
杨嘉妮 温州翔宇中学 周明春 

三等奖（67 名） 
学  生 学    校 指导教师 
陈  骁 苍南中学 李小华 
苏  醒 泰顺中学 章可乐 
刘  洋 文成中学 赵建林 
钟冰杰 乐清市第二中学 朱丹琴 
吴安琪 瑞安中学 蔡瑞琛 
王苏杭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毛海燕 
马  及 温州翔宇中学 朱鉴斌 
高佩佩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温素琴 
林可悦 乐清市白象中学 南祥发 
周珍妮 永嘉县上塘中学 徐显芬 
许小月 苍南县矾山高级中学 薛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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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语泉  温州中学    郑一舟 
廖以勒 平阳中学 汤素燕 
杨  博 永嘉中学 吴  克 
苏如意 文成中学 刘雄英 
吴承锴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叶方碧 
 瞿子怡  龙湾中学 陈旭涵 
金烑烗 温州市第十五中学 张冬华 
陈子怡 温州市滨海高级中学 吴  琼 
刘婷婷 文成中学 胡旭芬 
兰丹云 文成县武阳书院 程加锐 
马雅琦 温州中学新疆部 陈伟赛 
金  澍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金  铭 
朱珊珊 龙湾中学 叶忠秋 
嵇  灵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周宇贵 
郑晓焱 瑞安市第四中学 张秀玲 
朱婷妍 苍南中学 林德祥 
罗怡若 温州中学  罗进近 
王麒深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林勤局 
仲洲瑶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赵婉君 
李阳妮 龙湾中学 王会升 
王晴晴 平阳中学 王海宇 
郭晨晨 苍南中学 唐文秀 
毛诗恬 泰顺中学 蔡灵智 
朱温祥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王茂坤 
潘晨怡 瓯海中学 王月娟 
郑自在 瑞安市第八中学 阮日旺 
金惜雅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叶永乐 
张晓锋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南凌云 
黄李瑛子 苍南县嘉禾中学 徐  波 
蔡泽来  龙湾中学 陈怡冰 
章  未 温州中学  刘  伟 
鲍寒卉 乐清市虹桥中学 李春芹 
丁  吟 苍南中学 邱少央 
田婕妤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周铁妮 
戴诗涵 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安附校 陈习斌 
李卓诗 永嘉县上塘中学 徐显芬 
薛佳佳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黄晓蓉 
周依曼 温州越秀学校 王远友 
高天蕙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张宏英 
郑文君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魏明强 
张杨拉拉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周亦丹 
谢鹏程 瓯海中学 许丽娜 
张慧淑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刘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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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美驿 泰顺中学 包晓娜 
高  辰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王恩波 
傅瑶妤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富小伦 
孔可颖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世芳 
叶若妤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林斌斌 
许秋雨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江瑞明 
虞星蕾 瑞安市第二中学 薛晓丽 
陈  红 永嘉县永临中学 高处雪 
陈薇薇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黄素芳 
马苏百合 温州中学新疆部 陈玲巧 
王怡婷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谢海泉 
魏宏敏 平阳县鳌江中学 毛芳都 
吴思漫 温州市第七中学 张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