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证书编号

万慕凡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623001

张峻博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E1623002

杨泽坤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003

陈启航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004

文振宇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005

张仙明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006

沈源源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007

侯昺焜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08

胡天琪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009

柯杰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623010

程铭博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623011

万炎广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012

陈子洋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623013

李逸澈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014

沈霄洋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15

余嘉文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016

周定钇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623017

王健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018

程天舒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623019

曹洪昊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020

吴李文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E1623021

黄翰章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623022

金一凡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023

周文宇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24

高浩强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E1623025

李小东 湖北省公安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026

陈俊霖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27

刘佳冯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028

刘星杰 湖北省鄂南高中 高三 CE1623029

朱赵龙泰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030

李涵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623031

唐国烁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032

刘晓明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E1623033

任嘉耘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623034

余海龙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035

李立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623036

王昌浩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623037

李景谙 湖北省阳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038

杨淇云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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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畅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623040

陈翔宇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41

陈黄心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623042

钟宇周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E1623043

余飞鸿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E1623044

刘懋祺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045

王亦晗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623046

梅峻豪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623047

丁程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E1623048

单德尊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E1623049

汤宇迪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050

向子实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623051

熊瑞涛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052

刘行 湖北省鄂州市鄂州高中 高三 CE1623053

陈迪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54

蔡世龙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623055

汪克刚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056

肖永健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E1623057

杨煜恒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二 CE1623058

刘骥麟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59

刘晨阳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623060

周宇杰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623061

吴龙永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E1623062

于景阳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063

周青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623064

王沁泽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623065

李正好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066

付天昊 湖北省汉川一中 高三 CE1623067

杜张蕊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68

朱文涛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069

田祥安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70

周佳琦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623071

程肯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623072

廖志斌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073

詹忞之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623074

秦越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623075

孙铖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623076

方雨桥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077

詹舒明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E1623078

潘熙然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623079

杨昊晨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E1623080

刘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623081



夏寒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082

姜一鸣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623083

彭方捷 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623084

杨宸宇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623085

李晓龙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086

刘鼎东 武汉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623087

严谊凯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623088

毛家康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E1623089

薛力玮 湖北省随州一中 高三 CE1623090

郭子锐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623091

易睿杰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092

黄磊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623093

胡泽宇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094

李卓凡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095

邓咏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096

陈一博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623097

龙昊威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623098

张文浩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623099

周书航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100

蔡丽珊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E1623101

鲁曦 武汉市吴家山中学 高三 CE1623102

孙宇翔 湖北省武汉中学 高三 CE1623103

李智超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104

李伯钧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105

胡文瑾 湖北省鄂州市鄂州高中 高三 CE1623106

夏凌天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107

刘梦诚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623108

刘纪端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623109

易扬钧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110

胡邹煊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E1623111

王椋铄 湖北省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高三 CE1623112

吴昊坤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623113

李孙润泽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623114

贺子旭 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623115

魏烨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623116

陈焕宇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623117

陈子兮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623118

陈德珩 湖北省东风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119

杨凌霄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623120

瞿睿喆 湖北省罗田一中 高三 CE1623121

王洪宇 湖北省罗田一中 高三 CE1623122

邹文韬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123



周峰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24

刘宇珩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125

崔心玥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126

何卓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E1623127

郑凌骁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二 CE1623128

朱明玮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E1623129

桂杰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30

洪千惠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623131

罗琦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32

潘可凡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623133

涂道一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134

梅立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135

彭泰钦 湖北省鄂州市鄂州高中 高三 CE1623136

王昌煜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623137

周帅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138

朱子翔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139

廖舒亮 湖北省水果湖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140

万时雨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623141

张宇涵 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 高三 CE1623142

桂豪文 湖北省十堰市一中 高三 CE1623143

孙昊昕 湖北省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高三 CE1623144

邓京琦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45

贺禹涛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146

纪方政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E1623147

程佳昕 湖北省丹江口市一中 高三 CE1623148

王宇量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623149

李文浩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E1623150

王振宇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151

易越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152

邓张铭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623153

胡潇然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623154

雷博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55

邓天迈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156

杨一峰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157

杨钊 湖北省鄂南高中 高三 CE1623158

程以丰 湖北省广水一中 高三 CE1623159

刘京贵 湖北省随州一中 高三 CE1623160

李晓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623161

张玺 湖北省公安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62

陈乾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623163

杨耀辉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E1623164

周豫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二 CE162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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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智超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E1623166

汪可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167

贾睿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168

肖宇祺 湖北省鄂州市鄂州高中 高三 CE1623169

廖杨威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623170

田昌义 湖北省洪湖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71

熊思琦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623172

范域达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173

桂子秋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623174

郭成安 武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75

殷正翰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176

姜启华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77

李文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178

汪博阳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二 CE1623179

肖瑶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二 CE1623180

杜卓洋 湖北省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二 CE1623181

陈晓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623182

刘秋睿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623183

罗傲雪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623184

尹  航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623185

叶储 湖北省罗田一中 高三 CE1623186

游晨华 湖北省蕲春一中 高三 CE1623187

郑宇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二 CE1623188

涂睿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623189

张远哲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二 CE1623190

陈炳材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91

高昇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92

王行琪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93

许璟珅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194

刘宇星  湖北省宜都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195

游佳朋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623196

李孟鑫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623197

张高歌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623198

刘嘉雯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623199

李博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623200

徐沐新 武汉市第三中学 高三 CE1623201

孙煜洋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623202

安 壮 湖北省荆门钟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203

陈世纪 湖北省荆门钟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204

石夏君 湖北省阳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205

都贺鑫 湖北省东风高级中学 高三 CE1623206

陈斯哲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623207



汪肃谨 湖北省通城一中 高二 CE1623208

包星烁 湖北省黄陂一中前川校区 高三 CE1623209

胡涔洋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623210

林昊 武汉市第三中学 高三 CE1623211

白云飞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623212

谌晓玉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623213

杨笛 湖北省团风中学 高三 CE1623214

谭越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S1623001

张君毅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S1623002

朱承旭 湖北省公安县第一中学 高二 CS1623003

张俊昂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623004

彭英男 武汉市吴家山中学 高三 CS1623005

汪子怡 武汉市吴家山中学 高三 CS1623006

肖洪勋 武汉市第三中学 高三 CS1623007

周劲豪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623008

陆亦婷 湖北省荆门钟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09

薛智威 湖北省恩施高中 高三 CS1623010

陈轩宇 湖北省鄂南高中 高三 CS1623011

乐洋 湖北省黄陂一中前川校区 高三 CS1623012

熊羽璇 武汉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623013

喻舜尧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623014

韩竞辉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623015

杨  帆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S1623016

胡笑宇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S1623017

李琪 湖北省嘉鱼一中 高三 CS1623018

朱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S1623019

姚翔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S1623020

何荣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二 CS1623021

汤天昊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S1623022

干霖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S1623023

刘沛甫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623024

孙灏 武汉市第六中学 高三 CS1623025

文浩博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623026

朱泽锐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623027

蔡凌锋 湖北省恩施高中 高三 CS1623028

李道远 湖北省枝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623029

余筱彬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30

朱明航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31

杨宇航 湖北省荆门京山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32

李隆睿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S1623033

李炜鑫 湖北省宜都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34

三等奖



李煜 湖北省枝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623035

毛伟健 湖北省鄂南高中 高三 CS1623036

邵昱坤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S1623037

谢恺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S1623038

熊晓桐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二 CS1623039

邱高特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S1623040

黄泽伟 湖北省襄阳市第三中学 高三 CS1623041

程敏谦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623042

胡疏影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623043

潘露颖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623044

钟  杰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S1623045

杨金成 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中学 高三 CS1623046

陈薏西 湖北省鄂南高中 高三 CS1623047

陈纪骅 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三 CS1623048

刘宇航 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三 CS1623049

华梓博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623050

贺林涛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623051

彭子睿 湖北省武汉市第三中学 高三 CS1623052

汪能志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623053

肖鑫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54

戴昊悦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S1623055

李  娜 湖北省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623056

朱思涵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623057

陈衎 湖北省大冶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58

邱嘉怡 湖北省鄂州市鄂州高中 高三 CS1623059

周芷睿 湖北省鄂州市鄂州高中 高三 CS1623060

祁禹 湖北省浠水一中 高三 CS1623061

徐联燃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S1623062

杨朝晖 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三 CS1623063

刘瑞翔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623064

杨光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623065

刘思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S1623066

郑健阳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S1623067

刘纪元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二 CS1623068

王淳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二 CS1623069

彭榛 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二 CS1623070

罗佳林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623071

陶琰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72

王子宵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S1623073

晏文俊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74

左玉龙 湖北省襄州区一中 高三 CS1623075

何赛武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中学 高三 CS1623076



刘世杰 湖北省荆门钟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77

张千哲 湖北省荆门京山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78

刘博 湖北省鄂州市鄂州高中 高三 CS1623079

罗浩文 湖北省鄂州市鄂州高中 高三 CS1623080

陈遇秋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S1623081

何俊鹏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S1623082

唐冬俊 湖北省宜都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83

杨子炜 湖北省仙桃一中 高三 CS1623084

龚天韵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S1623085

刘中天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623086

陈硕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623087

彭澎 武汉市汉南一中 高三 CS1623088

王徐来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S1623089

吴迪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S1623090

吴龙飞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S1623091

叶江川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092

余晨轩 武汉市第四十九中学 高三 CS1623093

赵之鉴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623094

吴迪睿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623095

吴吉寅 湖北省襄阳市第三中学 高三 CS1623096

华宇翔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623097

范声雄 湖北省鄂州市鄂州高中 高三 CS1623098

尚思源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S1623099

王逸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S1623100

张翔宇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中学 高三 CS1623101

郭超祥 湖北省浠水一中 高三 CS1623102

徐鑫辰 湖北省浠水一中 高三 CS1623103

张志龙 湖北省罗田一中 高三 CS1623104

田倍闻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S1623105

周雨昂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二 CS1623106

何辰昊  湖北省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高二 CS1623107

李梓源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S1623108

刘源驰 湖北省武汉市第三中学 高三 CS1623109

骆斌尧 湖北省武汉市第三中学 高三 CS1623110

吴漾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623111

许添福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112

余铭芮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623113

高意舒 湖北省荆门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114

王梓铭 湖北省荆门市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623115

肖敬禹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623116

郑鹏宵 湖北省荆门钟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117

张培正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623118



雷俊康 湖北省十堰市一中 高三 CS1623119

王景浩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S1623120

薛丽雅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S1623121

何启塄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S1623122

刘宗林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623123

余炳霖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二 CS1623124

汪时崐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623125

石明希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S1623126

蒋禹齐 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二 CS1623127

李晶龙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S1623128

马嘉祥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623129

马徐进 武汉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623130

吴晨超 武汉市第三中学 高三 CS1623131

许逸凡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623132

戴  婷 湖北省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623133

范玉峰 湖北省襄阳市第三中学 高三 CS1623134

吴亮亮 湖北省襄阳市第三中学 高三 CS1623135

范文松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623136

卢珺琪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623137

苏振东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623138

卢穗麒 湖北省大冶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139

黄炳森 湖北省恩施高中 高三 CS1623140

李  宜 湖北省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623141

李炜 湖北省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623142

刘索 湖北省恩施高中 高三 CS1623143

彭  昊 湖北省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623144

吴矜影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623145

安德霖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S1623146

郭子恒 湖北省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高三 CS1623147

谯欣智 湖北省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高三 CS1623148

徐姝月 湖北省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高三 CS1623149

杨汉龙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S1623150

彭义炜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S1623151

黄畅 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三 CS1623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