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第二届科技节 

科技竞赛结果 

初一组 

一、极致滑行（滑坡车） 

一等奖 

初一（1）班 朱骏浩 

初一（9）班 周翼砺 

 

二等奖 

初一（12）班 曾宪庆 

初一（7）班 朱常洁 

初一（2）班 刘嘉伟 

 

三等奖 

初一（2）班 侯瑞超 

初一（1）班 杨蓉 

初一（11）班 支文琦 

初一（4）班 周许东 

初一（7）班 施邹琳 

初一（4）班 连建璞 

 

 



二、魔方速拧 

一等奖 

初一（6）班 严俊 

初一（1）班 邹锦程 

初一（6）班 柯诚燃 

 

二等奖 

初一（4）班 王臣 

初一（3）班 张芯媛 

初一（7）班 裴喻琪 

初一（3）班 徐涛 

初一（1）班 叶雯婷 

 

三等奖 

初一（2）班 陶坤    初一（2）班 姜伟杰 

初一（5）班 魏书环  初一（5）班 李婧如 

初一（12）班 管浩东 初一（11）班 管苏豪 

初一（4）班 黄文煊  初一（7）班 刘伟铭 



三、纸飞机（留空） 

一等奖 

初一（1）班 屠烨钧 

初一（7）班 滕嘉忱 

 

二等奖 

初一（5）班 毛凌毅 

初一（6）班 邢金豪 

初一（11）班 熊斌 

初一（2）班 赵旭峰 

初一（1）班 朱云坤 

初一（10）班 刘佳威 

 

三等奖 

初一（5）班 牛延峰 初一（4）班 陆昊 

初一（7）班 王佳慧 初一（6）班 朱军 

初一（12）班 张奥满 初一（8）班 陈皓 

初一（2）班 袁宇豪 初一（3）班 梓铭 

初一（8）班 张浩哲 初一（11）班 贾曙皓 

初一（12）班 陆云华 初一（3）班 马慧 

初一（4）班 连建璞   

 



四、纸飞机（竞距） 

一等奖 

初一（10）班 黄振洋 

初一（1）班 陈圆融 

 

二等奖 

初一（1）班 张宇    初一（8）班 余泓锐 

初一（5）班 周镒   初一（10）班 徐成军 

初一（9）班 周翼砺  初一（5）班 魏书环 

 

三等奖 

初一（4）班 谭赟 初一（7）班 张玉尧 

初一（2）班 袁宇豪 初一（6）班 陈润 

初一（11）班 李庆华 初一（4）班 朱俊杰 

初一（2）班 陈雷 初一（12）班 郝璟雯 

初一（7）班 裴喻琪 初一（3）班 吴利君 

初一（8）班 吕泽伟 初一（3）班 王治军 

初一（6）班 周思涛 初一（12）班 霍天祥 

初一（11）班 柳智昊 初一（9）班 胡刚友 



初二组 

一、极致滑行（滑坡车） 

一等奖 

初二（2）班 季向勇 

 

二等奖 

初二（4）班 顾云生  初二（6）班 葛志垚 

初二（7）班 何许睿    初二（5）班 杨顺 

 

三等奖 

初二（7）班 季豪杰 

初二（6）班 孙永康 

初二（5）班 张怡 

初二（2）班 陈宇 

 

参与奖 

初二（3）班 王鑫 

初二（12）班 陈龙 

初二（11）班 宋奕晨 

初二（12）班 周愚石 



二、魔方速拧 

一等奖 

初二（10）班 雷雨 

初二（1）班 浦淳 

 

二等奖 

初二（11）班 王月洋 

初二（10）班 卢志明 

初二（4）班 洪承志 

初二（6）班 孙浩然 

初二（1）班 杜沛怡 

初二（4）班 梁伟涛 

 

三等奖 

初二（5）班 杨宇轩 初二（11）班 陈孟婕 

初二（7）班 江文杰 初二（6）班 石华姣 

初二（9）班 肖佳乐    初二（3）班 王浩 

初二（9）班 唐正琰 初二（2）班 季向勇 

初二（3）班 孙俊杰 初二（7）班 王逸枫 



三、纸飞机（留空） 

一等奖 

初二（8）班 陈轩宇 

 

二等奖 

初二（1）班 王新臣  初二（2）班 饶本聪 

初二（11）班 钱龙   初二（6）班 张志宏 

初二（5）班 杨成龙  初二（11）班 易铭扬 

 

三等奖 

初二（9）班 李传韬  初二（8）班  姚文亮 

初二（4）班 周翔   初二（10）班 赵书萍 

初二（12）班 汪宇峰    初二（2）班 陈宇 

初二（12）班 周文浩    初二（7）班 刘威 

初二（7）班 时浩男 初二（4）班 周前进 

初二（9）班 朱云杰    初二（3）班 林涛 

初二（6）班 孙永康 初二（3）班 熊作红 

初二（1）班 程涛   初二（10）班 司梦迪 



四、纸飞机（竞距） 

一等奖 

初二（7）班 赵江山 

初二（7）班 王飞飞 

初二（11）班   钱龙 

 

二等奖 

初二（1）班 杨磊    初二（6）班 张志宏 

初二（4）班 顾骏杰  初二（8）班 桂金杨 

初二（11）班 易铭扬 

 

三等奖 

初二（6）班 卢嘉辉 初二（12）班 汪宇峰 

初二（10）班 陆正方 初二（10）班 杨泽琨 

初二（9）班 李传韬 初二（2）班 李子程 

初二（3）班 朱庆   初二（5）班 房梦莹 

初二（5）班 武文杰 初二（2）班 骆载华 

初二（1）班 刘秋硕  初二（8）班   戴军 

初二（9）班 毛子汉 初二（12）班 周文浩 

  初二（3）班 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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