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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函〔2015〕109 号 

 

关于公布成都市 2015 少年儿童 

经典学习展示系列活动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区（市）县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局、语委，成都高新区发展

策划局、社会事业局，成都天府新区科技发展和宣传策划局、社

会事业局：  

根据《关于开展成都市 2015 年少年儿童经典学习展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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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成教函〔2015〕87 号）有关要求，全市各学校、单位积

极参与、认真组织开展了“2015 少年儿童学习经典系列活动”。

经专家评审，现将获奖名单（见附件）予以公布。 

特此通知。 

 

附件：成都市 2015 少年儿童经典学习展示系列活动获奖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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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都市 2015 少年儿童学习经典 

展示系列活动获奖名单 
 

一、优秀组织奖单位（21 个） 

锦江区教育局     青羊区教育局  

金牛区教育局          武侯区教育局 

成华区教育局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天府新区社会事业局  龙泉驿区教育局 

青白江区教育局    新都区教育局 

邛崃市教育局     彭州市教育局 

崇州市教育局     金堂县教育局 

双流县教育局     郫县教育局 

大邑县教育局     蒲江县教育局 

新津县教育局     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成都七中初中学校 

二、中华经典主题节目电视大赛获奖名单 

团体特等奖 

武侯区    成都市红牌楼小学 

双流县    双流县实验小学 

 

团体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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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    成都高新和平学校 

成华区    成都市建设路小学 

武侯区    成都市新生路小学 

成华区    成都市海滨小学 

金堂县    金堂县实验小学 

青羊区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西寺小学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实验小学 

金牛区    成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 

新都区    新都区繁江小学 

高新区    成都市新光小学 

蒲江县    蒲江县南街幼儿园 
 

团体二等奖 

青羊区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成华区    成都市培华小学校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幼儿园 

青羊区    石室联合中学 

新都区    新都一中实验学校 

大邑县    大邑县南街小学 

彭州市    彭州市天彭镇西郊小学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大同小学校 

大邑县    大邑县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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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县    新津华润小学(北区) 

崇州市    崇州市七一实验小学校 

温江区    成都市温江区光祈幼儿园 

邛崃市    邛崃市北街小学 

金牛区    成都市天回小学 

彭州市    彭州南街幼儿园 

新津县    新津一小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蒲阳小学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 

龙泉驿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中学校 

郫  县    郫县三道堰学校 

 

团体三等奖 

武侯区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分校 

高新区    成都市锦晖小学 

锦江区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东区） 

锦江区    成师附小万科分校 

蒲江县    蒲江县西南小学 

郫  县    郫筒一小 

大邑县    大邑县北街小学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 

市直属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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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    金堂县韩滩慈济学校 

双流县    双流县东升小学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外国语小学 

崇州市    崇州市崇阳镇蜀南小学校 

龙泉驿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青白江区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温江区    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幼儿园 

龙泉驿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邛崃市    邛崃市冉义中学 

 

三、写经典获奖名单 

一等奖 100 名 

成华区 成都理工大学附小 徐宁紫 小学低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理工大学附小 杨曼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理工大学附小 徐可欣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列五联合中学 张可 中学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北新实验小学 王怡响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市李家沱实验小学校 魏熠晨 小学低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市培华小学 曾奕捷 小学低段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培华小学 李秋樵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市双林小学 赵奕翾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市双庆中学校 杨阳 中学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成华实验小学 录锦涵 小学低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市成华小学（锦绣校区） 黄原野 小学低段软笔  

崇州市 成都树德怀远中学 万思攸 中学硬笔 

崇州市 成都树德怀远中学 苟阳 中学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北街小学 徐霄颖 小学高段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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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 大邑县东街小学 左敏莎 小学低段软笔  

大邑县 大邑县三岔小学 徐鑫睿 小学高段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实验中学 潘麓华 中学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实验中学 杨琴  中学硬笔 

大邑县 大邑中学 刘宇鹏 中学硬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 董嘉彤 小学低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 武小舜 小学低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 温馨怡 小学高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和平学校 胡宇滔 中学软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新城学校 蔡宏林 小学高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中和小学 赵桠禾 小学高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市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卢铭铉 小学低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廖诗晨 小学高段软笔  

高新区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郑焱中 中学软笔 

高新区 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任冠宇 小学低段硬笔 

金牛区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杨沁妙 中学硬笔 

金牛区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骆伟程 中学软笔 

金牛区 成都市第 36中学校 张越 中学软笔 

金牛区 成都市锦西中学校 谢佳瑶 中学硬笔 

金牛区 成都市人北实验小学校 伍恒宇 小学高段软笔  

金堂县 金堂县安邦保险小学校 孟小榆 小学低段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安邦保险小学校 吴宇航 小学低段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赵镇第一小学 李欣祚 小学低段硬笔 

锦江区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  胡诗琪 中学软笔 

锦江区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 刘雅辉 中学硬笔 

锦江区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廖秋实 小学高段硬笔 

锦江区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王艺锦 小学低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刘籽谦 小学低段硬笔 

锦江区 成都市锦官驿小学 陶诗意 小学高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姚思雨 小学低段硬笔 

锦江区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谢欣童 小学低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李潇岐 小学高段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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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区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朱  钰 小学高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得胜分校 马  睿 小学低段软笔  

龙泉驿区 北大成都附属实验中学校 吕雨隆 中学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十小学校 杭飞阳 小学低段硬笔 

彭州市 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北城分校 俞燕麒 中学硬笔 

彭州市 四川省彭州市第一中学 李言雨 中学硬笔 

彭州市 四川省彭州市第一中学 朱云蝶 中学软笔 

彭州市 彭州市天彭镇清平初级中学 胡媛媛 中学软笔 

彭州市 彭州市实验小学 赵康西 小学高段软笔  

郫县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蜀都分校 庞籴倩 小学高段硬笔 

郫县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蜀都分校 赁信耀 小学高段硬笔 

郫县 郫县红光思源学校 萧翔伦 中学软笔 

郫县 郫县犀浦实验学校 李梦楼 小学高段软笔  

蒲江县 甘溪九年制学校 郭月轩 小学高段硬笔 

蒲江县 蒲江中学实验学校 陶卓鸿 中学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成飞小学 朱润楚 小学高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成飞中学 江宇剑 中学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 蒋受桐 小学高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金沙小学 王星鳗 小学高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金沙小学清波分校 张文荩 小学高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胜西小学 王俊博 小学低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胜西小学 付卓言 小学高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 蔡宁 中学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明道分校 徐文曦 小学低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陈旭 小学低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双井眼小学 李希程 小学高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新华路小学 翁俊贤 小学高段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康淳怡 小学高段硬笔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郑宸瑾 小学高段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文昌中学 徐睿 中学硬笔 

邛崃市  邛崃市文昌中学 赵渊秀 中学硬笔 

邛崃市  邛崃市西街小学 钟欣怡 小学高段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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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县 成都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 邹钟逸 中学硬笔 

双流县 成都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 徐源泽 中学软笔 

双流县 成都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 沈奥 中学软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曹珑菲 中学软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张语珂 中学软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李佳霖 中学软笔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西寺小学 何知谦 小学低段软笔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中学 苏林林 中学软笔 

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华阳实验小学 李彦君 小学高段硬笔 

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华阳实验小学 余思逸 小学高段硬笔 

武侯区 成都市金花中学 王芷  中学硬笔 

武侯区 成都市晋阳小学 杨镕尔 小学高段硬笔 

武侯区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江安河分校 欧阳倩 小学高段硬笔 

新都区 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中心小学校 周芯宇 小学低段硬笔 

新都区 成都市新都区西街小学校 陈孜堂 小学低段硬笔 

新都区 新都区大丰小学 谢鑫 小学高段硬笔 

新都区 新都区东湖中学 白乙洁 中学硬笔 

新都区 新都区东湖中学 李虹霖 中学硬笔 

新都区 新都区繁江小学校 李君健 小学高段硬笔 

新都区 新都区桂林小学 杨雅文 小学高段软笔  

新津县 新津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喻梓潇 中学硬笔 

 

二等奖  141 名 

成华区 成都理工大学附小 周皓月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理工大学附小 蔡龙海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列五联合中学 胡苇 中学硬笔 

成华区 成都列五中学 张  程 中学硬笔 

成华区 成都南华实验学校 唐一丹 中学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北新实验小学 倪文节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市李家沱实验小学校 王涵 小学低段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培华小学 曾亦欧 小学高段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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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 成都市双林小学 张涵睿 小学高段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双林小学 李悦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市双庆中学校 陈韵洁 中学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双庆中学校 陈丽璇 中学软笔 

成华区 成都市成华实验小学 贺熙艾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樊子乐 小学高段软笔  

崇州市 崇州市崇庆中学附属初中 陈染 中学软笔 

崇州市 崇州市崇庆中学附属初中 李静 中学软笔 

崇州市 崇州市崇庆中学实验学校 杨廷钰  中学软笔 

崇州市 崇州市崇阳镇蜀南小学校 魏佳伶 小学高段软笔  

崇州市 崇州市三江镇小学校 王睿雪 小学高段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蔡场中学 张艺 中学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东街小学 李琅然 小学低段软笔  

大邑县 大邑县实验中学 彭雪  中学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银都学校 王力勋 小学低段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左思佳 小学低段硬笔 

大邑县 大邑中学 蔡云浛 中学软笔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蒲阳中学 李鈺 中学硬笔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蒲阳中学 龙赵倩 中学硬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芳草小学 蔡毅 小学高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 严庆涵 小学高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 高诗陈 小学低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 李皓月 小学高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紫荆校区 汪悦涵 小学低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市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郑宇倩 小学低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市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高若宸 小学低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市玉林中学 文馨雅 中学软笔 

高新区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方珂 中学软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锦晖小学 史雨萌 小学高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市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张钰昕 小学低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市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成紫瑜 小学低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市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胡家锐 小学低段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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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 成都市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李沛 小学低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市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修美鸾 小学低段软笔  

金牛区 成都第八中学 陈华林 中学软笔 

金牛区 成都市抚琴小学校  魏叶涵 小学高段软笔  

金牛区 成都市人北实验小学校 曹奕可 小学高段软笔  

金牛区 成都市人北实验小学校 鲜知言 小学高段软笔  

金牛区 成都市人北实验小学校 刘汶鑫 小学高段软笔  

金堂县 金堂县安邦保险小学校 刘玘璐 小学高段硬笔 

金堂县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金堂分校 周之行 小学低段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福兴镇初级中学 罗巧妮 中学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高板中学 文笛 中学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实验小学 陈睿昊 小学高段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实验小学 唐依萍 小学高段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赵镇第一小学 秦欣蔚 小学低段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赵镇第一小学 易李辛祺 小学低段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赵镇第一小学 邓鹏程 小学低段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赵镇第一小学 张子寒 小学高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学道分校 邓路垚 中学硬笔 

锦江区 成都七中育才银杏校区 曾依嘉 中学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慧源校区 冉竣宇 小学低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慧源校区 黄庭逸 小学高段硬笔 

锦江区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丁川越 小学高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任佑恩 小学低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市锦官驿小学 曾灵蕊 小学低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四川师大附属第一实验中学 任根广 中学硬笔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四川师大附属第一实验中学 陈彦竹 中学硬笔 

锦江区 盐道街小学得胜分校 赵欣怡 小学高段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八小学校 陈禹衡 小学低段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二小学校 代朝旭 小学低段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三中学校 杨  欢 中学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十三小学校 刘正阳 小学高段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杨芷晨 小学低段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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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 彭州市濛阳镇小学 张曦木 小学高段硬笔 

彭州市 彭州市天彭镇清平初级中学 余海龙 中学软笔 

彭州市 彭州市小鱼洞镇九年制学校 席孔垚 中学硬笔 

彭州市 四川省彭州市延秀小学 文涓丁 小学低段硬笔 

郫县 郫县犀浦实验学校 杨轲涵 小学高段硬笔 

蒲江县 蒲江中学实验学校 付钰杰 中学软笔 

蒲江县 蒲江中学实验学校 向云逸 中学软笔 

蒲江县 实验外国语小学 何婧晨 小学低段硬笔 

蒲江县 实验外国语小学 陈诗婧 小学低段硬笔 

蒲江县 实验外国语小学 李玉琳 小学高段硬笔 

蒲江县 实验外国语小学 李玉玲 小学高段硬笔 

蒲江县 实验外国语小学 罗皎玮 小学高段软笔  

蒲江县 实验外国语小学 唐豪均 小学高段软笔  

蒲江县 蒲江县寿安高中 黄紫议 中学软笔 

青白江区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曾顺敏 中学软笔 

青白江区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王茜 中学软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大弯小学 蒋子恒 小学低段硬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沈之庭 小学高段硬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外国语小学校 杨佳康 小学高段硬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祥福中学 艾永德 中学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成飞小学 刘思妍 小学高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第三十七中学 雷晓玲 中学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崔雯妍 小学低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马弘毅 小学高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 盛亚萍 中学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 韩艺林 中学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金沙校区） 向沛文 中学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金沙校区 许欢骉 中学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明道分校 任妍蓓 小学高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西区分校 韩牧辰 小学低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 汤从洋 中学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东区） 曾艺 中学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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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市  邛崃市夹关九年制学校 王瑞珩 中学硬笔 

邛崃市  邛崃市夹关九年制学校 杨淑 中学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王锐婕 小学低段硬笔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田嘉懿如 小学低段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汪培栩 小学低段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朱佳怡 小学高段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西桥九年制学校 杨燚 中学硬笔 

市直属 成都市第 52 中学 代 杰 中学硬笔 

双流县 双流县东升小学 徐皎钦 小学高段硬笔 

双流县 双流县东升小学 徐皎钦 小学高段软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小学（南区） 彭莉蓉 小学高段硬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郑舒予 中学硬笔 

双流县 双流县协和实验小学 何语彤 小学高段硬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小学 王茹钰 小学高段硬笔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白沙小学 张思杰 小学高段硬笔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白沙小学 罗水雯 小学高段软笔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合江小学 钟融杰 小学高段硬笔 

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华阳实验小学 晏乙欢 小学低段软笔  

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华阳实验小学 段睿 小学高段硬笔 

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华阳实验小学 何凝枫 小学高段软笔  

武侯区 成都市西北中学 徐铭浩  中学软笔 

武侯区 成都市红牌楼小学 黄瑞麟 小学低段软笔  

武侯区 成都市红牌楼小学 曾枭迪 小学高段软笔  

武侯区 成都市机投小学 欧善书  小学低段软笔  

武侯区 成都市玉林小学 李锦心 小学高段软笔  

武侯区 成都市玉林小学 石芝子 小学高段软笔  

武侯区 石室锦城外国语学校  刘旭怡  中学硬笔 

武侯区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陈卓 小学高段硬笔 

新都区 金都中学 李康睿 中学硬笔 

新都区 新都区东湖中学 何磊 中学硬笔 

新都区 新都区东湖中学 涂灿 中学软笔 

新都区 新都一中实验校 刘天吉 中学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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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 新都一中实验校 高靖淞 中学软笔 

新津县 新津县华润小学 王歆旖 小学高段硬笔 

新津县 新津县普兴中学 陈思竺 中学软笔 

新津县 新津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肖琨灿 小学高段硬笔 

新津县 新津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陈馨悦 中学硬笔 

 

三等奖  131 名 

成华区 成都市培华小学 曾亦欧 小学高段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培华小学 程俊轲 小学高段硬笔 

成华区 成都理工大学附小 唐晨曦 小学高段软笔  

成华区 成都列五中学 范欣怡 中学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双林小学 郑瑜阳 小学低段硬笔 

成华区 成都市双庆中学校 谭舒馨 中学硬笔 

成华区 成华小学（新华校区） 尹迪娜 小学高段软笔  

崇州市 成都树德怀远中学 刘影驰 中学硬笔 

崇州市 崇州市崇庆中学实验学校 余文杰 中学软笔 

崇州市 崇州市七一实验小学 杨弘宇 小学高段硬笔 

崇州市 崇州市元通镇中学校 谭俊杰 中学软笔 

大邑县 大邑县安仁镇学校 余婷 中学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北街小学 戴茜芮 小学高段软笔  

大邑县 大邑县南街小学 牟静茹 小学高段软笔  

大邑县 大邑县唐场小学 曹铃睿  小学高段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悦来镇学校 唐若暄 小学高段软笔  

大邑县 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龚泓源 中学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贾浩 中学硬笔 

大邑县 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李姝瑜 小学低段软笔  

大邑县 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钱宇昂 小学高段软笔  

大邑县 大邑中学 杜欣蔚 中学软笔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锦堰中学 王志轩 中学软笔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蒲阳中学 吴月坤 中学硬笔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蒲阳中学 罗启海 中学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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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天马学校 袁文霞 中学软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 郑煜轩 小学高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紫荆校区 陈天仪 小学高段硬笔 

高新区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紫荆校区 冉燃 小学高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市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曾好 小学低段软笔  

高新区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杜行健 中学硬笔 

高新区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柏羚 中学软笔 

高新区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张佳颖 中学软笔 

高新区 成都市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张丹书 小学低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中和小学 白丁羽 小学低段软笔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中和小学 陈雯婕 小学低段软笔  

金牛区 成都市人北实验小学校 施灵 小学高段硬笔 

金牛区 西华附属实验学校  江佩橙 小学高段硬笔 

金牛区 西华附属实验学校  董博雅 小学高段软笔  

金堂县 金堂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孙枫 中学软笔 

金堂县 金堂县实验小学 刘晨辰 小学低段软笔  

金堂县 金堂县赵镇第一小学 伍政宇 小学低段硬笔 

金堂县 金堂县赵镇第一小学 张思宜 小学高段软笔  

锦江区 成都七中育才汇源校区 罗宏奕 中学软笔 

锦江区 成都七中育才银杏校区 夏伟博 中学软笔 

锦江区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付一迪 小学低段硬笔 

锦江区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张耘歌 小学低段软笔  

锦江区 川师附属实验学校 罗  敏 小学高段软笔  

锦江区 锦江区教师进修校附小 罗启瑞 小学低段硬笔 

锦江区 锦江区教师进修校附小 胡昶佑 小学低段软笔  

龙泉驿区 北大成都附属实验小学 周梓彤 小学低段软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二小学校 熊权芮 小学高段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二小学校 唐茹馨 小学高段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二中学校 蒋智东 中学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七中学校 易函宇 中学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七中学校 李香雪 中学软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四小学校 佘语熙 小学低段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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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刘星语 小学高段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第一中学校 戴炜龙 中学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汪怡伶 小学低段硬笔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付宇科 小学高段硬笔 

彭州市 成都石室白马中学 刘世荣 中学软笔 

彭州市 四川省彭州市实验小学 秦梓航 小学高段软笔  

彭州市 彭州市通济镇思文永诚小学 肖雨蝶 小学高段硬笔 

彭州市 四川省彭州市延秀小学 张彦艳 小学低段硬笔 

彭州市 四川省彭州市延秀小学 张偲桐 小学低段硬笔 

彭州市 四川省彭州市延秀小学 王艺蒙 小学低段硬笔 

郫县 成都石室蜀都中学 何泽云 中学硬笔 

郫县 成都石室蜀都中学 苏芮萱 中学软笔 

郫县 郫筒二小华西校区 魏玉丹 小学低段硬笔 

郫县 郫筒二小金花桥校区 罗雅琪 小学低段硬笔 

郫县 郫县三道堰学校 吕欣瑶 中学硬笔 

郫县 郫县三道堰学校 苏雨馨 中学硬笔 

蒲江县 鹤山镇初级中学 邱紫轩 中学硬笔 

蒲江县 蒲江中学实验学校 岳昂枭 中学软笔 

蒲江县 蒲江县寿民小学 黎姝汛 小学高段硬笔 

青白江区 成都市城厢中学校 张玉 中学软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清泉学校 丁雪儿 小学高段硬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韩富礼 小学低段硬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陈卓 小学低段硬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温雅妮 小学低段硬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张云天 小学高段硬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沈之庭 小学高段软笔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祥福中学 黄慧丽 中学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彩虹小学 丁镜文 小学低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少城小学 张怡佳 小学高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胜西小学 冷信翰 小学低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明道分校 黄凯祺 小学低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明道分校 邹逸暄 小学低段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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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明道分校 唐一欣 小学低段硬笔 

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明道分校 张浩洋 小学低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明道分校 周佩烨 小学低段软笔  

青羊区 成都市实验小学文苑分校 李林芸 小学高段硬笔 

邛崃市  邛崃市火井镇中心小学校 杨雨露 小学高段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寇雨萱 小学低段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方和韫 小学低段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李悠然 小学高段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文昌小学 胡静秋 小学高段硬笔 

邛崃市  邛崃市文昌小学 吴姜恒 小学高段硬笔 

邛崃市  邛崃市前进镇中心小学校 李佳书 小学高段硬笔 

邛崃市  邛崃市文昌中学 肖涵 中学软笔 

邛崃市  邛崃市职业教育中心 黄红丽 中学硬笔 

市直属 成都市第 52 中学 周 金 中学硬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朱梦婷 中学硬笔 

双流县 双流县实验小学（东区） 王杜娟 小学高段软笔  

双流县 成都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 龙开天 中学硬笔 

双流县 成都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 胡舜峰 中学硬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曾墨林 小学高段软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裴席民 中学软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张梦林 中学软笔 

双流县 双流县西航港第二初级中学 陈毓衡 中学硬笔 

双流县 双流县棠湖小学 万一希 小学高段软笔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小学 徐露嫣 小学高段软笔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小学 包珂菡 小学高段软笔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小学 凌帅麒 小学高段软笔  

天府新区 华阳中学 吉泓璇 中学软笔 

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籍田中学 李雨恒 中学软笔 

天府新区 天府新区籍田中学 邓雅慧 中学软笔 

武侯区 武侯高级中学 吴倩  中学硬笔 

武侯区 成都石室双楠实验学校 吴沛霖  小学低段软笔  

武侯区 成都市红牌楼小学 李虹霖 小学高段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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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 成都市华西小学 陈奕璇 小学高段硬笔 

武侯区 成都市华兴小学 赵若翔 小学高段软笔  

武侯区 成都市锦官新城小学 张桐 小学高段硬笔 

武侯区 成都市科华中路小学 李籽叶 小学高段软笔  

武侯区 成都市玉林小学 孟桐旭 小学高段软笔  

武侯区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江安河分校 张镱珊 小学高段硬笔 

新都区 新都区三河小学 阳宇航 小学高段软笔  

新都区 新都区东湖中学 黄芊颖 中学软笔 

新都区 新都区马家小学校 冯珂缘 小学高段硬笔 

新津县 新津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向欣雨 中学硬笔 

新津县 新津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倪贞丽 中学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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