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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温州市第九届高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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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市第九届高中学生作文大赛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在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举行，共有各县（市）和市局直

属高中推荐的 245 名学生参加比赛。经评审，评出一等奖

30 名、二等奖 80 名、三等奖 84 名。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

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温州市第九届高中学生作文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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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第九届高中学生作文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30 名） 

学  生 学    校 指导教师 
吴  迪 永嘉中学 葛育希 
张俊泽 龙湾中学 李绕阳 
徐虞绮 永嘉中学 李小丽 
吴靖雯 平阳中学 万晓萍 
兰雨洁 苍南中学 周雪飞 
王琦雅 苍南县巨人中学 朱早明 
沈婷钰 龙湾中学 陈怡冰 
潘芊予 瓯海中学 金曼华 

郭彦君 温州中学 谢晓霞 

林  希 温州中学 徐建宏 
池舒凌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钟伟健 
吴卓窈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张  戈 
董淑琦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李文芳 
王慧琪 龙湾区永强中学 郑  赛 
戴晨宇 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 李海广 
林桓好 瓯海中学 金曼华 
向道毅 瑞安市第四中学 郭艳艳 
叶羽彤 苍南县嘉禾中学 周  芳 
潘  煜 温州外国语学校高中部(温州中学国际部） 黄惟勇 
阳  薇 苍南县巨人中学 朱早明 
林雨婷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周  芳 
缪佳霖 瑞安市第四中学 蔡晓飞 
林宛烨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  春 
陈超越 平阳中学 万晓萍 
孙金梦 瑞安市第四中学 叶  雯 
黄  诺 乐清市第二中学 黄晓虹 
黄  婕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陈  蕾 
张  笑 乐清知临中学 富小伦 
朱立琦 泰顺中学 林允环 
贾舒彬 瑞安中学 金锦友 

 
二等奖（80 名） 

学  生 学    校 指导教师 
陈夏强 龙湾中学 金孟权 

朱栩漫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赵婉君 

潘晨茜 温州市滨海高级中学 吴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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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婷婷 瓯海中学 周玉叶 

王紫名 温州中学 周彬彬 

邵雨沁 瑞安市塘下中学 曹彬彬 

潘祥羽 平阳中学 万晓萍 

陈  绮 温州中学 林  森 

林清优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郑  琼 

王蒙启见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叶方碧 

方意铷 温州市滨海高级中学 黄  华 

王浩宇 温州中学 刘  伟 

王晨烨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章胜亮 

王超承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姜业丽 

李梓绮 永嘉中学 曹立晶 

戴彬如 永嘉中学 陈慧芳 

叶慧乐 永嘉县罗浮中学 暨金荷 

邢艺煊 文成县武阳书院 董向颖 

谢文洁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李文芳 

欧阳心怡 苍南县江南中学 赵  静 

谷子轩 温州中学 成旭梅 

方芷若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吴鹏尧 

梁  晨 温州市瓯海区三溪中学 汪建峰 

李  言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朱家丽 

曾安琪 平阳中学 余乃凯 

鲍拉拉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彭  文 

王丽君 瓯海中学 朱爱雪 

甘栩菲 洞头区第一中学 郭海群 

盛炫炫 平阳中学 万晓萍 

李炫榕 洞头区第一中学 洪瑶环 

孔德馨 瑞安市第十中学 林  文 

周甲钏 苍南县嘉禾中学 田芳芝 

何乐为 瓯海中学 金曼华 

赵若希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曹约洁 

陈奕萱 龙湾中学 侯美华 

李乐怡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童鹿超 

周依霖 龙湾区永强中学 吴中娟 

孙若希 永嘉中学 葛育希 

苏林祺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王盛波 

黄金蝉 乐清中学 陈曙央 

王伊嘉 乐清市第二中学 方  晓 

杨文静 苍南县钱库第二高级中学 林元华 

李一涵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马  哲 

郑伊甸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  叶 

郑人豪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刘洁维 

蓝伊琳 文成县武阳书院 孙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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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芷若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李文芳 

黄小润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袁业卫 

吴珊珊 平阳县第三中学 陈  贵 

冯晨馨 乐清市虹桥中学 黄素琴 

胡淳棋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李建微 

徐杨杨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丽双 

翁千雅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姜业丽 

位婷婷 龙湾区永强中学 李红平 

周紫瑜 永嘉中学 葛育希 

曾  萍 泰顺中学 陶文建 

陈星贝 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 李文芳 

蔡樟桦 乐清市知临中学 翁晓丹 

陈思彤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吴秀萍 

徐艳艳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金津津 

李伊甸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罗艳红 

郑涵语 文成县武阳书院 董向颖 

李映萱 乐清嘉禾中学 聂波钦 

夏智雅慧 苍南县龙港第二高级中学 薛荣麟 

姜乐乐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杨章团 

陈明明 瓯海区啸秋中学 严燕红 

胡续函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瞿乐晶 

卢贝尔 乐清中学 张旭文 

彭  鹏 乐清市柳市中学 郑央央 

陈首尔 温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叶雪茹 

吴文楸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吴俊靖 

项亚宇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张  滔 

毛瑀萱 文成县武阳书院 张省委 

吴舒文 泰顺县城关中学 潘小玲 

陈  彤 瑞安市第二中学 陈洁洁 

麻伊涵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谢海泉 

熊俪颖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姜闻浙 

余  果 瑞安中学 林姿珺 

林  兮 瑞安中学 孙乐静 

林子漩 乐清市白象中学 卓一勤 

 

三等奖（84 名） 
学  生 学    校 指导教师 
王雅睿 瓯海中学 周玉叶 

林心铭 瓯海区第一高级中学 黄智鑫 

苏宸萱 温州中学 刘建华 

王虹尹 温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富倩如 

王梓列 温州外国语学校高中部(温州中学国际部） 钟伟平 



5 
 

郑佳宁 温州市艺术学校 郑舒艺 

邱子珆 温州市艺术学校 郑舒艺 

胡湘妮 文成中学 陈明磊 

富愉涵 文成中学 柳文君 

游依梦 瑞安市第十中学 张爱斌 

陈怡诺 瑞安市第六中学 薛行奎 

谢圆圆 瑞安市第二中学 曹淑霞 

陈顺儿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张  春 

谢莹莹 苍南县嘉禾中学 田芳芝 

江梦婷 温州市滨海高级中学 吴  琼 

黄品硕 瓯海中学 薛  花 

孙思懿 温州人文高级中学 张愫婉 

徐欣然 温州市瓯海区三溪中学 何克俭 

纪欣欣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叶晓洁 

陈力滋 永嘉中学 李荷莲 

朱巧巧 永嘉中学 纪秀辉 

黄逸飞 文成县武阳书院 孙 雷 

薛晓慧 瑞安中学 周树格 

张芷翊 瑞安市第四中学 刘婷婷 

陈乐乐 平阳县第二中学 吴秋月 

王银婕 乐清市第三中学 傅  婵 

项宇杰 乐清市大荆中学 张华丽 

刘郑铮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王宁春 

李年垦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陈叶炜 

卢泱含 乐清嘉禾中学 陈文源 

庄陈蔚 苍南县灵溪中学 唐冯平 

张慧颖 苍南县树人中学 俞小明 

叶夏妍 永嘉县罗浮中学 吴孙连 

夏诗盈 文成中学 张周二 

吴雯雪 瑞安市第六中学 叶正茂 

刘紫千 瑞安中学 林海霞 

温欣雨 瑞安市第八中学 潘  婷 

陈莉玟 瑞安市第五中学 金梦梦 

高  豫 平阳中学 林  静 

潘伊可 乐清中学 郭笑一 

刘诗元 苍南县嘉禾中学 杨小清 

吕子琪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管旭好 

林婷婷 乐清市柳市中学 朱肖科 

倪硕妤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林惜秋 

陈  琪 苍南宜山高级中学 吴晓群 

郑雅琪 永嘉县上塘中学 陈飞真 

何以琳 泰顺县城关中学 林安琳 

王一心 乐清市第三中学 黄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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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心娴 苍南县龙港高级中学 倪方娇 

黄雯雯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韩宾宾 

郑俊泽 乐清中学 郑肖梅 

胡英豪 苍南县嘉禾中学 陈  征 

吴瑶瑶 苍南县桥墩高级中学 郑少惠 

连俊博 乐清嘉禾中学 陈锦华 

郑如桢 文成中学 包桂琛 

施文洁 瑞安市第六中学 项笑笑 

周静静 平阳县育秀中学 何志新 

张均卉 乐清市虹桥中学 黄素琴 

王米禾 苍南中学 陈其旺 

夏  雪 文成县武阳书院 孙  雷 

夏  雪 瑞安市第十中学 陈婷茹 

张育玮 瑞安中学 蔡瑞琛 

张冉冉 平阳县第三中学 高玲莉 

王恺 瑞安市第六中学 洪冬青 

丁  仪 苍南中学 黄道源 

蔡馨漫 瑞安市第六中学 陈晓君 

吴佳琪 平阳中学 万晓萍 

黄子熠 乐清中学 南琳婕 

林思婷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 饶大亮 

陈彬彬 永嘉县永临中学 陈  敏 

吴慧瑾 永嘉县永临中学 单春微 

林奕汝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胡  伟 

戴如玫 瑞安塘下中学 李海天 

曾铭炜 瑞安中学 孙  瑜 

李芳璐 平阳中学 周秀丽 

张申怡 乐清市虹桥中学 陈银丹 

冯嘉琪 乐清嘉禾中学 章  丽 

陈温昕 苍南县求知高级中学 林勤霞 

董馨研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王  蕾 

陈伟益 平阳县鳌江中学 毛芳都 

陈  倩 平阳县第二中学 潘修将 

蒋明哲 永嘉县上塘中学 周琦玮 

刘腾骏 乐清中学 余  鹂 

陈子欣 苍南中学 李彬彬 
 

 
 
 

                                                            
抄送： 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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