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辅导教师 学校
A005 李毅杰 刘盛敏 江汉油田东方红小学
A014 张紫薇 黄晓燕 远安县鸣凤中心小学
A023 李君秋 张君、陶安全、刘严春 当阳东门小学
A052 戴旭昊 杜平、李绪和 枝江市江汉路小学
A054 周梦琳 童敦贵、周发刚、邹先芹 枝江市横店小学
A057 曹江 童敦贵、周发刚、邹先芹 枝江市横店小学
A060 陈卓 童敦贵、周发刚、邹先芹 枝江市横店小学
A077 尹珊至 胡云玲 荆州沙市区新沙路小学
A084 何卓鸣 金风 潜江园林1小
A085 许子康 金风 潜江园林1小
A086 胡博宇 金风 潜江园林1小
A087 万应佳 金风 潜江园林1小
A089 查加伦 金风 潜江园林1小
A090 汪洋 金风 潜江园林1小
A092 胡天雄 何雄燕、肖传山 潜江熊口小学
A093 孙思思 何雄燕、肖传山 潜江熊口小学
A095 何雨晴 何雄燕、肖传山 潜江熊口小学
A097 张宇新 何雄燕、肖传山 潜江熊口小学
A098 魏子昂 何雄燕、肖传山 潜江熊口小学
A120 范致远 张莉 武汉江岸区育才小学
A121 魏子棋 张莉 武汉江岸区育才小学
A128 陈传虎 张莉 武汉江岸区育才小学
A131 李里 张莉 武汉江岸区育才小学
A133 李雨健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34 金鑫诚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38 邓涵方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41 黄俊颖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46 朱清哲 杨洪宝 武汉江岸区堤角小学
A150 黄雪颖 杨洪宝 武汉江岸区堤角小学
A151 彭莹 杨洪宝 武汉江岸区堤角小学
A171 余航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92 柴川页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93 于翼铭 田宁 武汉桥口区崇仁路小学
A195 陈子樨 田宁 武汉桥口区崇仁路小学
A196 廖依凡 田宁 武汉桥口区崇仁路小学
A197 田昕让 田宁 武汉桥口区崇仁路小学
A222 吴雨瞳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31 邱天裕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68 汪正鑫 黄智勇 武汉桥口区大通巷小学
A278 张进 廖春 武汉桥口区宝善街小学
A279 高阳 廖春 武汉桥口区宝善街小学
A303 康佩砾 黄斌 武汉桥口区红旗村小学
A332 唐懿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411 夏晗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13 刘云飞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14 吴家奇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18 覃为哲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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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2 殷岳斌 林常青 武汉青山区白玉山小学
A474 李兆晗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91 裴书卿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498 李佳薇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506 李思东 潜江泽口小学
A507 王瑞 潜江泽口小学

A002 张文浩 刘盛敏 江汉油田东方红小学
A003 吴昱蒙 刘盛敏 江汉油田东方红小学
A013 游康桥 黄晓燕 远安县鸣凤中心小学
A017 罗雨琪 黄晓燕 远安县鸣凤中心小学
A018 黄礼墨 黄晓燕 远安县鸣凤中心小学
A020 陈胜月 黄晓华 远安县外国语学校
A021 程楚芮 张君、陶安全、刘严春 当阳东门小学
A026 涂宁远 张君、陶安全、刘严春 当阳东门小学
A030 曹珍荣 张成开、王晓东、朱红平 当阳桥小学
A032 王淼 张成开、王晓东、朱红平 当阳桥小学
A033 王丹容 张成开、王晓东、朱红平 当阳桥小学
A035 李冉琪 易卫芳、胡克贵、黄震 枝江董市镇泰州小学
A039 黄世海 易卫芳、胡克贵、黄震 枝江董市镇泰州小学
A040 黄耀杨 易卫芳、胡克贵、黄震 枝江董市镇泰州小学
A043 方瑞堃 周代荣 枝江团结路小学
A045 廖云飞 周代荣 枝江团结路小学
A056 高文洲 童敦贵、周发刚、邹先芹 枝江市横店小学
A058 王巧 童敦贵、周发刚、邹先芹 枝江市横店小学
A059 李春才 童敦贵、周发刚、邹先芹 枝江市横店小学
A064 陈书睿 龚强 十堰外国语学校
A068 潘泰任 范培千 武穴市实验小学
A083 龚尧 金风 潜江园林1小
A091 胡德宇 何雄燕、肖传山 潜江熊口小学
A102 张圣旺 余勇 潜江实验小学
A105 康易豪 余勇 潜江实验小学
A112 朱文博 彭德宏 武汉惠济分校 
A115 李天源 彭德宏 武汉北湖小学
A127 袁嘉豪 张莉 武汉江岸区育才小学
A137 林执圭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39 王永成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43 吴昊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48 陈明 杨洪宝 武汉江岸区堤角小学
A160 梅子谦 潘学文 武汉新洲区邾城2小
A176 郑骋萌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83 肖嘉豪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88 李子涵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201 周瑜杰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210 姚浩然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12 黄祎玮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16 曹磊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18 陈禹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21 刘明威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27 易铭昊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28 黄乾晨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34 蔡华君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69 章昊 黄智勇 武汉桥口区大通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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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5 孙牵 胡非 武汉桥口区长丰小学
A302 叶蕾 黄斌 武汉桥口区红旗村小学
A307 张启明 黄斌 武汉桥口区红旗村小学
A318 黄海玥 黄斌 武汉桥口区红旗村小学
A326 刘驰帆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28 张正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45 方万豪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76 周小玥 王颖擘 武汉江汉区武汉关小学
A389 王徐 王鹤 武汉汉阳区洲头小学
A400 付琪 田开泉 武汉青山区钢城1小
A401 叶华章 田开泉 武汉青山区钢城1小
A405 吴昊 田开泉 武汉青山区钢城1小
A408 刘昊旻 田开泉 武汉青山区钢城1小
A412 徐哲钧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15 张羽鲲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16 张羽鹏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27 郭鹏博 王军 武汉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A432 彭子健 王军 武汉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A438 黄阳 林常青 武汉青山区白玉山小学
A441 丁亚光 林常青 武汉青山区白玉山小学
A443 赵兴帮 林常青 武汉青山区白玉山小学
A472 杜雅婷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78 黄帅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85 肖盛杰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89 李子瞳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493 陈卓云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496 周博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501 李晨欣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505 肖雪菲 潜江泽口小学
A509 周思哲 潜江泽口小学
A510 谢卫琦 潜江泽口小学

A004 杨耀锋 刘盛敏 江汉油田东方红小学
A006 杨叶帆 刘盛敏 江汉油田东方红小学
A007 骆孝航 何立生 江汉油田向阳小学
A008 陈春燕 何立生 江汉油田向阳小学
A009 章逸凡 何立生 江汉油田向阳小学
A011 赵星宏 何立生 江汉油田向阳小学
A012 赵信哲 何立生 江汉油田向阳小学
A015 樊芃 黄晓燕 远安县鸣凤中心小学
A022 李华敏 张君、陶安全、刘严春 当阳东门小学
A024 陈佳璐 张君、陶安全、刘严春 当阳东门小学
A107 袁亦涵 张君、陶安全、刘严春 当阳东门小学
A027 刘琪 张成开、王晓东、朱红平 当阳桥小学
A028 严文杰 张成开、王晓东、朱红平 当阳桥小学
A029 谭杰毅 张成开、王晓东、朱红平 当阳桥小学
A034 刘自力 张成开、王晓东、朱红平 当阳桥小学
A036 李闫嫒 易卫芳、胡克贵、黄震 枝江董市镇泰州小学
A037 李金芝 易卫芳、胡克贵、黄震 枝江董市镇泰州小学
A038 张晓菊 易卫芳、胡克贵、黄震 枝江董市镇泰州小学
A042 李锐 周代荣 枝江团结路小学
A044 田子衿 周代荣 枝江团结路小学
A048 李永攀 周代荣 枝江团结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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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1 张正 周代荣 枝江团结路小学
A053 董和 杜平、李绪和 枝江江汉路小学
A063 陈伟东 龚强 十堰外国语学校
A065 黄大铭 龚强 十堰外国语学校
A066 宣泓煜 龚强 十堰外国语学校
A067 李嘉杉 龚强 十堰外国语学校
A069 张祥 范培千 武穴市实验小学
A072 吴佳乐 范培千 武穴市实验小学
A074 雷植 胡云玲 荆州沙市区新沙路小学
A075 张晓慧 胡云玲 荆州沙市区新沙路小学
A076 程龚睿 胡云玲 荆州沙市区新沙路小学
A077 尹珊至 胡云玲 荆州沙市区新沙路小学
A078 郭杨杰 胡云玲 荆州沙市区新沙路小学
A079 肖淳 胡云玲 荆州沙市区新沙路小学
A082 曾爽 胡云玲 荆州沙市区新沙路小学
A088 徐杨田 金风 潜江园林1小
A096 何锴琳 何雄燕、肖传山 潜江熊口小学
A099 陈宇 何雄燕、肖传山 潜江熊口小学
A100 黄天 何雄燕、肖传山 潜江熊口小学
A103 袁国皓 余勇 潜江实验小学
A104 李振浩 余勇 潜江实验小学
A108 邓展殊 彭德宏 武汉市钢城10小
A109 袁焕吉 彭德宏 武汉市钢城10小
A110 程显通 彭德宏 武汉市武钢17小
A111 任无君 彭德宏 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
A113 黄贤高 彭德宏 武汉市惠济分校 

A117 肖敏 彭德宏 武汉市光华路小学 
A124 王惠璇 张莉 武汉江岸区育才小学
A125 王宇奇 张莉 武汉江岸区育才小学
A136 牛雨剑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40 张瀛文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44 罗波烨 徐卉 武汉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A147 陈英 杨洪宝 武汉江岸区堤角小学
A149 章鸿飞 杨洪宝 武汉江岸区堤角小学
A153 杜博威 张群雄 武汉江岸区澳门路小学
A161 熊宇辰 潘学文 武汉新洲区邾城2小
A162 陈嵚崟 潘学文 武汉新洲区邾城2小
A168 王钦阳 王金华 武汉蔡甸区3小
A169 朱嘉澄 王金华 武汉蔡甸区3小
A173 常林子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74 刘世琛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75 童驰峰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79 马宇轩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82 冯旭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84 阎行懿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85 张宇晨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86 尹佳恒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87 付雨昕 胡传郧 武汉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A198 程龙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199 韩佳威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200 肖骁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202 吴昊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203 何甘宇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204 郑瀚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205 李昶毅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207 钟宏宇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208 胡雅菲 李明纲 武汉桥口区韩家墩小学
A214 金家成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15 黄国锐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17 熊林锋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19 王一喆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20 简诗熠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24 吴紫秦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25 曹韧轩 李又新 武汉桥口区建乐村小学
A226 陈明阳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29 钱镜元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30 邓苗苗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32 黄旭焜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33 曾成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35 李清源 罗胜祥 武汉桥口区古田路小学
A236 夏俊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39 徐嘉俊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41 童继庄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42 朱卓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43 杨敬尧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44 吴泰然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45 刘怡然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47 王申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48 朱江凯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49 吴亚倍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50 杨婉婷 唐柳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57 杨婕妤 张丹丹 武汉桥口区南垸坊小学
A259 张泉 张丹丹 武汉桥口区南垸坊小学
A261 郭思莹 陈卓强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64 佘启雯 陈卓强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65 黄宗恒 陈卓强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66 林健 陈卓强 武汉桥口区东方红小学
A271 卢诗逸 黄智勇 武汉桥口区大通巷小学
A273 童泽亮 黄智勇 武汉桥口区大通巷小学
A293 邹淑贤 胡兵 武汉桥口区新安街小学
A304 张筠卓 黄斌 武汉桥口区红旗村小学
A305 邓悦茜 黄斌 武汉桥口区红旗村小学
A310 马志杰 黄斌 武汉桥口区红旗村小学
A312 徐逸虎 黄斌 武汉桥口区红旗村小学
A315 何静文 黄斌 武汉桥口区红旗村小学
A319 杨哲航 郑绍峰 武汉桥口区易家墩小学
A320 梁威 郑绍峰 武汉桥口区易家墩小学
A323 胡子扬 郑绍峰 武汉桥口区易家墩小学
A324 李德彦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27 陈畅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30 郑勇恒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31 刘天恒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33 李俊霖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39 吴奕轩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41 陈星宇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46 王炳炜 欧阳秀丽 武汉桥口区水厂路小学



A366 丁希民 王颖擘 武汉江汉区单洞新村小学
A368 叶琳 王颖擘 武汉江汉区单洞新村小学
A369 陈文笙 王颖擘 武汉江汉区单洞新村小学
A373 胡煜豪 王颖擘 武汉江汉区武汉关小学
A374 杨轩 王颖擘 武汉江汉区武汉关小学
A375 林宏彬 王颖擘 武汉江汉区武汉关小学
A388 冯耀武 何建政 武汉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A390 喻卓 王鹤 武汉汉阳区洲头小学
A392 周古鼎 王鹤 武汉汉阳区洲头小学
A394 李寅 王鹤 武汉汉阳区洲头小学
A396 陶柳 王鹤 武汉汉阳区洲头小学
A397 金晓妍 王鹤 武汉汉阳区洲头小学
A402 尹元捷 田开泉 武汉青山区钢城1小
A406 田木 田开泉 武汉青山区钢城1小
A409 胡棋 田开泉 武汉青山区钢城1小
A410 喻子俊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17 王珊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20 胡汉军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21 杨伊凯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22 刘子峰 毛周华、彭一涵 武汉青山区钢城5小
A425 田耕 武汉青山区钢城9小
A430 谢婉妤 王军 武汉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A435 曲云龙 王军 武汉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A436 莫运帆 王军 武汉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A437 侯思在 王军 武汉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A445 任思琦 叶辉 武汉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A446 谢华瑞 叶辉 武汉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A450 董畅 叶辉 武汉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A451 陈作鲸 叶辉 武汉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A454 李斯聪 肖勇 武大2附小
A455 杨文哲 肖勇 武大2附小
A457 张丽承 段志钢 武汉市武昌区博家坡小学
A458 李刚翊 段志钢 武汉市武昌区博家坡小学
A459 季云捷 段志钢 武汉市武昌区博家坡小学
A460 吴景坤 段志钢 武汉市武昌区博家坡小学
A465 曾强 段志钢 武汉市武昌区博家坡小学
A466 胡仪曼 段志钢 武汉市武昌区博家坡小学
A473 吴政东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75 朱天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77 刘奇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80 王驰绎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81 李迭翚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84 高述杰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86 赵勇杰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87 曾俊杰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88 徐安冉 徐欣杰 武汉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A495 周怡东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500 李皓宇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503 窦飞宇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504 李肖智键 沈琪 武汉武昌区水果湖一小
A508 吴德虎 潜江泽口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