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 年雏雁培育项目选拔结果汇总表-小学组

（182 人）

排名 市别 姓名 工作单位（中文） 总成绩
农村

学校

1. 无锡 方玥琪 宜兴市新芳小学 130 是

2. 扬州 陈秋玲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中闸小学 129 是

3. 南京 廖靓 南京市力学小学海德北岸分校 129 否

4. 南通 吴思仪 南通通州区五甲小学 127 是

5. 苏州 汪梦佳 常熟市商城小学 124 否

6. 南京 黄金 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 123 是

7. 南京 张露阳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122 否

8. 昆山 赵佩琦 昆山市张浦镇第二小学 121 是

9. 苏州 胡汝婷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120 否

10. 南京 张帆 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 120 否

11. 南京 郭一叶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中心小学 120 是

12. 淮安 范云霄 淮安生态文旅区枫香路小学 120 否

13. 宿迁 倪倩 宿迁市宿豫区新庄中心学校 118 是

14. 无锡 王晨曦 宜兴市和桥实验小学 118 是

15. 淮安 戴庆红 淮安市仇桥镇中心小学 118 是

16. 淮安 葛子义 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实验小学 118 否

17. 常州 沈媛媛 常州市钟楼实验小学 118 否

18. 无锡 宗艳 宜兴市南新小学 117 是

19. 常州 朱竹青 常州市郑陆实验学校 117 是

20. 常州 李文娟 常州市华润小学 117 否

21. 泰州 肖雯 泰州市鲍徐中心小学 116 是

22. 泰州 吴晓卉 泰州市胡庄中心小学 116 是

23. 南京 王超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威尼斯水城分校 116 否

24. 南京 高婕 南京市建邺实验小学 116 否

25. 无锡 孙蓥 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 115 是

26. 无锡 朱明燕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115 是

27. 无锡 陈诗雨 宜兴市洑东小学 115 是

28. 无锡 蒋心怡 无锡市东绛实验学校（小学部） 115 是

29. 扬州 向日葵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中心小学 114 否

30. 徐州 王真 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114 否



31. 苏州 张宜 苏州科技城实验小学校 114 否

32. 南京 丁怡然 南京市宇花小学 114 否

33. 淮安 何加佳 盱眙县五墩实验小学 114 否

34. 常州 陈玲 常州市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 114 否

35. 扬州 刘芳 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中心小学 113 是

36. 徐州 于针花 徐州市贾汪区西大吴小学 113 是

37. 徐州 丁馨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校 113 否

38. 宿迁 董惠琴 泗洪人民路小学 113 否

39. 无锡 刘沁楠 江阴市周庄实验小学 113 是

40. 泰州 朱晓倩 兴化市下圩中心校 113 是

41. 南京 孙怡君 南京市陶行知小学 113 否

42. 南京 周文杰 南京市金陵小学 113 否

43. 南京 沈署见 南京溧水区东庐小学 113 是

44. 连云港 付文玲 连云港市岗埠中心小学 113 是

45. 常州 何玉 溧阳市河口小学 113 是

46. 镇江 李蕴慧 扬中市八桥中心小学 112 是

47. 徐州 孙颖 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雁群小学 112 是

48. 南京 蔡琴琴 南京市永泰路小学 112 是

49. 南京 徐陶 南京市陶行知小学 112 否

50. 南京 姚智 南京市锁金新村第二小学 112 否

51. 南京 李芳 南京八卦洲中心小学 112 是

52. 常州 曹芳 常州市武进区马杭中心小学 112 否

53. 常州 江文娟 溧阳市外国语小学 112 否

54. 扬州 高丹 扬州市汤汪中心小学 111 是

55. 宿迁 李婷婷 泗洪县归仁中心小学 111 是

56. 宿迁 张钰 泗洪县青阳中心小学 111 否

57. 无锡 张佳月 无锡市阳山中心小学 111 是

58. 泰州 杨薇 泰州市大泗学校 111 是

59. 南通 沈彦君 南通高新区小学 111 否

60. 南京 孙静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花神庙分校 111 否

61. 南京 王梦云 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中心小学 111 否

62. 南京 严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北校区
111 否

63. 连云港 许淑楠 连云港市罗阳中心小学 111 是



64. 连云港 张彩萍 东海县实验小学 111 否

65. 扬州 孙云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花园学校 110 否

66. 扬州 许敏 扬州市江都区丁沟镇麾村小学 110 是

67. 扬州 张馨 扬州市梅岭小学 110 否

68. 盐城 沈婷婷 建湖县上冈镇中心小学 110 是

69. 徐州 薛蕊欣 徐州市星源小学 110 否

70. 徐州 梁茜 徐州市光荣巷小学 110 否

71. 宿迁 陈晨 泗洪人民路小学 110 否

72. 无锡 戴晴 江苏省无锡崇宁路实验小学 110 否

73. 南通 曹涵 如皋市白蒲镇林梓小学 110 是

74. 南京 高毓倩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110 否

75. 南京 唐蕊 南京市晓庄小学 110 否

76. 连云港 李雅文 灌云县沂北中心小学 110 是

77. 盐城 王冰清 盐城市大丰区城东实验小学 109 否

78. 徐州 王玮 徐州市新沂市瓦窑中心小学 109 是

79. 无锡 殷明媚 宜兴市行知实验学校 109 是

80. 泰州 梅琳 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新桥城实验学校 109 是

81. 泰州 杨尧涓 泰州市海光中心小学 109 否

82. 苏州 王亚杰 常熟市王庄中心小学 109 是

83. 南通 陈娟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实验小学 109 是

84. 南京 梁晨 南京溧水区洪蓝中心小学 109 是

85. 南京 徐凡 南京大学附属丁家桥小学 109 否

86. 连云港 张文文 连云港市城南中心小学 109 是

87. 连云港 赵菁菁 连云港市新浦实验小学 109 否

88. 昆山 付丽 昆山市娄江实验学校 109 否

89. 淮安 董洁 淮安市复兴镇中心小学 109 是

90. 常州 黄莹 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 109 否

91. 扬州 陈俊 扬州江都区樊川镇永安小学 108 是

92. 盐城 孙美娣 盐城市第三小学 108 否

93. 宿迁 徐芸 宿迁市苏州外国语学校 108 否

94. 无锡 赵晨夏 无锡市泰伯实验学校 108 是

95. 沭阳 陈笑 沭阳县潼阳中心小学 108 是

96. 南京 肖婉青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中心小学 108 否

97. 南京 王邱蓉 南京市浦口外国语学校 108 否



98. 淮安 赵海燕 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 108 否

99. 淮安 李洁 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108 否

100. 淮安 房晓丽 盱眙县鲍集中心小学 108 是

101. 盐城 苏洋 射阳县八大家小学 107 是

102. 盐城 宋琪 响水县解放路小学 107 否

103. 无锡 龚娟娟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107 是

104. 南京 张寒 南京市迈皋桥中心小学 107 否

105. 南京 潘晓彤 南京（大厂）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107 否

106. 南京 丁一斐 北京东路小学分校红太阳小学 107 否

107. 南京 程钰泉 南京市江宁区岔路学校 107 是

108. 昆山 王文琦 昆山市大市中心小学校 107 是

109. 镇江 张礼露 镇江市银山小学 106 是

110. 扬州 孙琪 扬州市邗江区黄珏学校 106 是

111. 徐州 王舒婉 徐州市贾汪区汴塘镇中心小学 106 是

112. 无锡 杨斯媛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106 否

113. 无锡 沈頔 宜兴市新街实验小学 106 是

114. 南通 王悦 南通市韬奋小学 106 是

115. 南京 龚文璐 南京市孝陵卫初级中学 106 否

116. 徐州 王传琦 徐州市姚庄小学 105 否

117. 徐州 吴青 徐州市桃园路小学 105 否

118. 徐州 刘海芹 徐州市睢宁县双沟镇中心小学 105 是

119. 苏州 蒋政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105 否

120. 南京 尤钰烨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天润城分校 105 否

121. 南京 常骥超 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中心小学 105 否

122. 南京 朱金平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105 否

123. 南京 李悦 南京市科睿小学 105 否

124. 南京 汤舒雯 南京市陶行知小学 105 否

125. 南京 王璐 南京市迈皋桥中心小学 105 否

126. 南京 黄玮涛 南京市江宁区岔路学校 105 是

127. 昆山 柏万顷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校 105 否

128. 淮安 贾飞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 105 否

129. 镇江 吴莉芳 镇江市银山小学 104 是

130. 扬州 李秋娟 仪征市龙河中心小学 104 是

131. 徐州 鲍嫚君 徐州市睢宁县庆安镇中心小学 104 是



132. 徐州 王青兰 徐州市新沂市人民路小学 104 否

133. 徐州 高梅 徐州市睢宁县梁集镇中心小学 104 是

134. 徐州 马兰芳 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 104 否

135. 宿迁 陈巧珍 泗洪通州实验学校 104 否

136. 泰州 许沁楠 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 104 否

137. 泰州 董青 兴化市垛田中心小学 104 是

138. 南京 潘晓可珂 南京市力学小学海德北岸分校 104 否

139. 南京 雍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怡康街分校
104 否

140. 南京 李杨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中心小学 104 是

141. 南京 刘畅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104 否

142. 昆山 蒋飞飞 昆山市玉山镇新城域小学 104 否

143. 淮安 李瑞玉 淮安市淮阴实验小学 104 否

144. 淮安 周昊 盱眙县河桥中心小学 104 是

145. 淮安 李莎莎 涟水县麻垛中心小学 104 是

146. 常州 周诗云 溧阳市燕湖小学 104 否

147. 常州 朱清 常州市武进区坂上小学 104 是

148. 镇江 曹璐璐 丹阳市后巷实验学校 103 是

149. 宿迁 周迪 泗洪县明德学校 103 否

150. 无锡 朱怡帆 无锡市育红万科小学 103 是

151. 沭阳 黄欣 沭阳县学府路小学 103 否

152. 沭阳 王以化 沭阳南湖小学 103 否

153. 南通 杨璐 如东县河口镇河口小学 103 是

154. 南通 曾曹慧 南通市理治小学 103 是

155. 南京 王静敏 南京市迈皋桥中心小学 103 否

156. 南京 郑淼 南京市金陵小学 103 否

157. 南京 余馨乔 南京市樱花小学 103 否

158. 南京 李攀 南京市江宁区铜山中心小学 103 是

159. 南京 庞倩 南京晓庄学院滨河实验学校 103 是

160. 南京 雍雅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103 否

161. 南京 黄瑀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学校 103 是

162. 南京 张梦昕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103 否

163. 南京 周燕 南京溧水区东屏中心小学 103 是

164. 连云港 霍田田 连云港市院前小学 103 否



165. 连云港 朱晓冬 连云港市东辛中心小学 103 是

166. 连云港 黄璟 连云港市新县中心小学 103 是

167. 常州 徐玉姣 常州市焦溪小学 103 是

168. 镇江 陈璐 丹阳市新桥中心小学 102 是

169. 镇江 刘姗姗 扬中市长旺中心小学 102 是

170. 扬州 孙文璨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 102 否

171. 扬州 江蔷薇 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中心小学 102 是

172. 扬州 陈妍文 扬州市江都区江都区小纪镇富民小学 102 是

173. 盐城 喻婷婷 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裕丰校区 102 否

174. 徐州 吴红丽 徐州市姚庄小学 102 否

175. 宿迁 郭晶 宿迁市宿豫区庐山路小学 102 否

176. 无锡 王妍 无锡市太湖实验小学 102 是

177. 连云港 李乔 连云港市浦南中心小学 102 是

178. 昆山 季晨 昆山市花桥集善小学 102 是

179. 淮安 李圆 金湖县金南镇卞塘小学 102 是

180. 常州 王礼蓝 常州市武进区城东小学 102 否

181. 常州 徐聂鑫 常州市东青实验学校 102 是

182. 常州 张春燕 溧阳市昆仑小学 102 否

2020 年雏雁培育项目选拔结果汇总表-初中组
（74 人）

排名 市别 姓名 工作单位（中文） 总成绩
农村

学校

1. 盐城 李顺雅 盐城市初级中学 136 否

2. 苏州 黄子煜 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 134 否

3. 南京 董冉 南京外国语学校 133 否

4. 南通 申曙曙 江苏省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127 否

5. 宿迁 朱文静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 124 否

6. 南京 朱平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124 是

7. 苏州 谢雷 苏州大学实验学校 123 是

8. 南京 郭晓晓 南京市六合区马集初级中学 123 是

9. 无锡 赵智侠 无锡市梅里中学 122 是

10. 南京 陈璐 南京市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122 否



11. 南京 韦静 南京市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121 否

12. 无锡 许馨月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121 否

13. 连云港 姚瑶 连云港市西苑中学 119 否

14. 盐城 卞敏 盐城市初级中学 118 否

15. 盐城 陈璐未 射阳县第三中学 117 否

16. 泰州 周燕文 泰州市姜堰区张甸初级中学 117 是

17. 扬州 张静春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 117 否

18. 南京 耿涛 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初级中学 117 是

19. 南京 孙晨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中学 117 否

20. 无锡 帅亦伟 无锡市二泉中学 116 否

21. 苏州 庄雨晨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第一中学 115 否

22. 常州 黄琛 常州市正衡中学 115 否

23. 无锡 沈舒颖 无锡市江南中学 115 否

24. 南京 谢婷婷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梅园校区 115 否

25. 无锡 孙雯婕 无锡市洛社初级中学 114 是

26. 泰州 夏陈林 泰州市罡杨学校 114 是

27. 常州 陈雅丽 常州市东青实验学校 114 是

28. 淮安 杨青 南京外国语淮安分校 114 否

29. 南京 陈晓磊 南京聋人学校 114 否

30. 南京 胡玥 南师附中行知分校 114 否

31. 昆山 李靓靓 昆山市城北中学 114 否

32. 昆山 朱双琦 昆山市淀山湖中学 113 是

33. 南通 胡彩云 海门市东洲国际学校 112 否

34. 无锡 虞明栋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111 是

35. 昆山 许媛媛 昆山市石牌中学 111 是

36. 徐州 王妍 徐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111 否

37. 镇江 李婷 镇江市江南学校 111 否

38. 苏州 罗婉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110 否

39. 南京 张雅洁 南京市栖霞区摄山初级中学 110 否

40. 常州 王玥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110 否

41. 常州 杨颖子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初级中学 110 是

42. 昆山 沈倩云 昆山市第二中学 110 否

43. 镇江 马美娟 丹阳市界牌中学 110 是

44. 扬州 张悦 扬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109 否



45. 南通 乔丙蕾 南通崇川学校 109 否

46. 南京 肖琬琳 南京市浦口外国语学校 109 否

47. 昆山 赵鑫 昆山市蓬朗中学 109 是

48. 苏州 周倩倩 苏州市沧浪中学校 109 否

49. 淮安 葛瑶 江苏省清江中学 109 否

50. 徐州 阮苏娟 徐州市徐庄镇中心中学 108 是

51. 昆山 姜云蕾 昆山市亭林中学 108 是

52. 无锡 孟楠 无锡市梅梁中学 108 是

53. 常州 李文婕 常州市卜弋中学 108 是

54. 南京 王枫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中学 108 是

55. 苏州 朱丽琴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107 否

56. 镇江 杨晓玲 丹阳市后巷实验学校 107 是

57. 扬州 刘楠 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107 否

58. 南京 张玉娟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黄山路分校
107 否

59. 常州 陈翊 常州市武进区淹城初级中学 107 否

60. 淮安 于建云 淮安市城北开明中学 107 是

61. 无锡 耿雅婷 无锡市新城中学 106 是

62. 徐州 刘茹 徐州市潇湘路学校 106 否

63. 昆山 宋鹭 昆山市陆家中学 106 是

64. 南京 许玉梦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中学 106 是

65. 昆山 储佳慧 昆山市周市中学 106 是

66. 南京 钟洁 南京市第一中学初中部 106 否

67. 无锡 吴晓煜 江阴市长泾第二中学 106 是

68. 南京 付梦玲 雨花台中学春江分校 106 否

69. 南京 李娜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 105 否

70. 南京 叶小青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105 否

71. 徐州 张晓婷 徐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105 否

72. 淮安 徐薇薇 淮安市渔沟中学 105 是

73. 苏州 徐诗瑶 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105 否

74. 常州 仇凌慧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初级中学 105 是



2020 年雏雁培育项目选拔结果汇总表-高中组
（61 人）

排名 市别 姓名 工作单位（中文） 总成绩
农村

学校

1. 南京 吴婷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124 否

2. 无锡 秦禺 江苏省锡山中等专业学校 124 是

3. 南通 戴燕秋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124 否

4. 扬州 陈敏 江苏省邗江中学 123 否

5. 泰州 刘晨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123 否

6. 泰州 杨昕怡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122 否

7. 苏州 丁琼 张家港塘桥高级中学 121 是

8. 南京 杨艺青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121 否

9. 南京 刘国桥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119 是

10. 昆山 袁频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119 否

11. 昆山 顾燕君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119 否

12. 无锡 杨雨晴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119 否

13. 无锡 高英 宜兴市和桥高级中学 119 是

14. 无锡 何捷 宜兴市丁蜀高级中学 119 是

15. 南通 俞佳洁 江苏省南通中学 118 否

16. 常州 王凤 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 117 否

17. 扬州 汤荷月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高级中学 117 是

18. 南通 赵楠 江苏省海门中学 116 否

19. 南京 李莹莹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116 否

20. 无锡 汪筱乔 江阴市澄西中学 116 是

21. 南京 张青青 南京市宁海中学 116 否

22. 常州 谢敏 溧阳南渡高中 116 是

23. 南通 茅芹芹 江苏省海门中学 115 否

24. 南京 王阿荣 南京市公园路中学 115 否

25. 无锡 曹婷婷 宜兴市官林中学 115 是

26. 南京 万琳琳 南京市第一中学 115 否

27. 泰兴 汪姗姗 江苏省泰兴中学 114 否

28. 常州 刘海艳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114 是

29. 常州 林晨钰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114 否

30. 扬州 李经晶 扬州市新华中学 114 否



31. 连云港 颜化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114 否

32. 南京 夏倩倩 南京市栖霞中学 114 否

33. 苏州 任晨洁 江苏省黄埭中学 113 是

34. 昆山 马星星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113 否

35. 南通 刘海燕 海安市李堡中学 113 是

36. 南京 凌曦 溧水高级中学 113 否

37. 南通 唐义凤 海门实验学校 113 否

38. 徐州 李嫣然 江苏省丰县中学 113 否

39. 徐州 王波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112 否

40. 扬州 卢洁 高邮市第一中学 112 否

41. 南京 张月萍 南京市第十四中学 111 否

42. 南通 潘戎 南通市小海中学 111 否

43. 南通 曲宝 江苏省包场高级中学 111 是

44. 无锡 勇湘霞 宜兴市丁蜀高级中学 111 是

45. 常州 王晨 溧阳市竹箦中学 111 是

46. 南通 覃千颖 江苏省启东中学 111 否

47. 淮安 王学威 江苏省清江中学 111 否

48. 常州 李倩 溧阳南渡高中 110 是

49. 南京 王琪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110 否

50. 常州 谢文珠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高级中学 110 是

51. 苏州 陈彬彬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110 否

52. 泰州 李林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10 否

53. 常州 李琦 溧阳南渡高中 110 是

54. 常州 赵永玲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110 否

55. 无锡 陈露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110 否

56. 无锡 夏敏敏 江苏省天一中学 109 否

57. 常州 江凌云 常州市第三中学 109 否

58. 南京 庄乃琬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109 否

59. 常州 毛君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109 是

60. 徐州 张帆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109 否

61. 常州 王磊 常州市第五中学 109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