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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浙江赛区）竞赛委员会 

 

2022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浙江赛区 

一等奖学生指导教师公示 
2022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浙江赛区成绩，经全国竞赛委员会审核无误。

一等奖学生的指导教师共 124人次，现予以公示。公示期 8月 3日――8月 12

日，共 10天。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浙江赛区）竞赛委员会 

2022年 8月 3日 

 

2022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浙江赛区）指导教师名单 

排名 指导老师 一等奖学生 年级 学校 
1 叶胜星 陈宣之 高二 浙江省瓯海中学 
2 陶忠华 汪君宪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3 陶忠华 李昂城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4 倪伟海 应如松 高二 宁波市镇海中学 
5 胡少华 吴锦辉 高二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6 王少华 宋子研 高二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7 陶忠华 姚哲恒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8 陶忠华 刘童杭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9 倪伟海 林烨 高二 宁波市镇海中学 
10 艾剑鸣 包一含 高二 浙江省温州中学 
11 叶胜星 潘家豪 高二 浙江省瓯海中学 
12 黄云光 王瞿骋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13 胡芳华 王琪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14 叶胜星 任治铭 高一 浙江省瓯海中学 
15 陶忠华 葛凡越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16 艾剑鸣 毕梦湉 高二 浙江省温州中学 
17 叶胜星 朱政泽 高二 浙江省瓯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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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黄云光 胡豪杰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19 叶胜星 张子涵 高一 浙江省瓯海中学 
20 叶胜星 喻瑞羲 高二 浙江省瓯海中学 
21 帅翼 吴安阳 高二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22 倪伟海 严煦 高二 宁波市镇海中学 
23 胡少华 董仁杰 高二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24 付博 胡宇轩 高二 杭州第二中学钱江学校 
25 倪伟海 仲诚 高二 宁波市镇海中学 
26 黄云光 来秋阳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27 徐海军 戴山 高一 浙江省诸暨市海亮高级中学 
28 苏宏鑫 徐健豪 高一 浙江省宁波中学 
29 黄云光 董静怡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30 黄云光 沈哲凯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31 帅翼 林天一 高二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32 黄云光 许佳乐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33 李志军 陈书溢 高二 浙江省诸暨中学 
34 叶妙水 赵甜优 高一 浙江省温岭中学 
35 黄云光 樊学润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36 许晖 余陈昌烨 高一 浙江省温州中学 
37 叶胜星 施彦宏 高二 浙江省瓯海中学 
38 沈天文 陈加成 高二 慈溪中学 
39 艾剑鸣 周道 高二 浙江省温州中学 
40 黄云光 李子恒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41 邹耩欢 曾旻 高二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42 帅翼 王梓鑫 高二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43 艾剑鸣 林叶嘉 高二 浙江省温州中学 
44 王艾丽 蒋天泽 高一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45 叶胜星 林海隆 高二 浙江省瓯海中学 
46 帅翼 周乐与 高二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47 倪伟海 余建涵 高二 宁波市镇海中学 
48 魏昌瑛 周轩宇 高一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49 叶胜星 廖宇帆 高二 浙江省瓯海中学 
50 叶胜星 陈佳佳 高二 浙江省瓯海中学 
51 艾剑鸣 黄听行 高二 温州外国语学校 
52 袁有平 黄玺 高一 宁波市镇海中学 
53 黄云光 刘薇薇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54 陶忠华 黄泓烨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55 艾剑鸣 何立涛 高二 浙江省温州中学 
56 黄云光 蔡若妍 高一 浙江省萧山中学 
57 黄云光 徐哲睿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58 黄云光 马雪纯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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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叶胜星 李奕锐 高一 浙江省瓯海中学 
60 袁有平 马子超 高一 宁波市镇海中学 
61 苏宏鑫 孙锐 高二 浙江省宁波中学 
62 吴谦 李明朗 高一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63 虞银江 丁周楠 高一 浙江省萧山中学 
63 楼中华 解昊洋 高一 浙江省义乌中学 
65 叶胜星 郭俣彤 高一 浙江省瓯海中学 
66 帅翼 洪途 高二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67 钟雨辰 陈思睿 高一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68 杨瑞江 章思琪 高二 浙江省苍南中学 
69 叶胜星 林铭禹 高一 浙江省瓯海中学 
70 胡少华 王乐闻 高二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71 叶胜星 应沛澍 高二 浙江省瓯海中学 
72 楼中华 应卓珏 高一 浙江省义乌中学 
73 黄云光 杜卓航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74 方淳 陶壮祺 高一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75 蔡海霞 徐瀚铭 高二 浙江省温岭中学 
76 许晖 林培润 高一 浙江省温州中学 
77 胡芳华 杨帆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78 虞银江 楼思佑 高二 浙江省萧山中学 
79 蔡海霞 牟发达 高二 浙江省温岭中学 
80 徐江余 马慧源 高二 浙江省东阳中学 
81 张卫东 谢予宁 高二 浙江省天台中学 
82 苏宏鑫 李科良 高二 浙江省宁波中学 
83 苏宏鑫 宣政 高一 浙江省宁波中学 
84 虞银江 瞿可畏 高一 浙江省萧山中学 
85 徐江余 吕展眉 高二 浙江省东阳中学 
86 杨瑞江 余修涛 高二 浙江省苍南中学 
87 许晖 张济桐 高一 浙江省温州中学 
88 姚杭海 郑一扬 高一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89 邹耩欢 陆柯嘉 高二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90 魏昌瑛 张初凡 高一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91 楼中华 茹琳 高一 浙江省义乌中学 
92 姚杭海 蓝俊豪 高一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93 袁有平 赖舒胤 高一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94 王艾丽 赵雨楠 高一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95 商爽 姚自光 高一 绍兴鲁迅中学 
96 陶忠华 赵易成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97 袁有平 熊廷翰 高一 宁波市镇海中学 
98 李志军 程子涵 高二 浙江省诸暨中学 
99 陶忠华 袁以天 高二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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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徐江余 金鸿渐 高二 浙江省东阳中学 
101 陈玉梅 徐之涵 高二 宁波市效实中学 
102 范捷 陈音曼 高二 绍兴市第一中学 
103 楼中华 楼柯延 高一 浙江省义乌中学 
104 叶胜星 苏浩然 高一 浙江省瓯海中学 
105 俞宝根 王佶 高一 绍兴市第一中学 
106 李伟琴 贺鼎诚 高二 浙江省台州中学 
107 陈徐飞 黄锦阳 高二 宁波市效实中学 
108 吴谦 李辰钊 高一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109 徐海军 周洪阳 高一 海亮实验学校 
110 徐宏伟 楼李睿 高二 浙江省诸暨市海亮高级中学 
111 虞银江 刘佳鑫 高一 浙江省萧山中学 
112 徐海军 周玄 高一 海亮实验学校 
113 吴谦 王熠麟 高一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114 楼中华 何牧 高一 浙江省义乌中学 
115 毛云锐 张嘉宁 高一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116 虞银江 张子熠 高一 浙江省萧山中学 
117 姚杭海 方子嫣 高一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118 王艾丽 杨景雅 高一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119 袁有平 查一暖 高一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120 姚杭海 朱艾嘉 高一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121 汪祝兵 郑东昇 高二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22 方淳 李林鸿 高一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23 吴谦 李光宏 高一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124 苏宏鑫 吴昊 高一 浙江省宁波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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