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西双版纳州青少年自然笔记大赛获奖名单

特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班级

1 吴 黎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初一（14）班

一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班级

1 李淑苑 版纳州勐仑中心小学 五（4）班

2 谢梦婷 版纳州小街中心小学 五（7）班

3 李德莹 版纳州象明中学 初一（105）班

4 赵琴芬 版纳州象明中学 初一（108）班

5 杨秀英 版纳州易武中学 初一（113）班



二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班级

1 李陆艳 版纳州勐腊镇中心小学 五（1）班

2 苏雪梅 版纳州勐腊镇中心小学 五（2）班

3 白 薇 版纳州基诺乡中心小学 五（108）班

4 钟 艾 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五（259）班

5 肖语婕 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五（260）班

6 郑雯月 版纳州勐仑中心小学 五（4）班

7 杨文清 版纳州象明中心小学 五（3）班

8 依西纳罕 版纳州勐仑中心小学 五（3）班

9 王文熙 版纳州南腊中学 初一（185）班

10 王 戈 版纳州第一中学 初一（1）班

11 穆佳灵 版纳州第一中学 初一（2）班

12 孙 仲 版纳州第一中学 初一（4）班

13 李杭洧 版纳州第二中学 初一（68）班

14 王华娜 版纳州普文中学 初一（221）班

15 胡秀玲 版纳州普文中学 初一（219）班



三等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班级

1 黄 慧 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五（260）班

2 林文惠 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五（260）班

3 汤紫缘 版纳州勐腊县第一小学 五（2）班

4 依金叫 版纳州勐仑中心小学 五（3）班

5 李艳芳 版纳州基诺乡中心小学 五（108）班

6 王忠林 红河州建水建民中学 初一（16）班

7 范芷千 红河州建水建民中学 初一（18）班

8 李永生 版纳州象明中学 初一（105）班

9 杨玉莲 版纳州易武中学 初一（113）班

10 朱政宇 版纳州勐海县第一中学 初一（259）班

11 陈虹余 版纳州勐腊县第一中学 初一（9）班

12 李菲儿 版纳州第一中学 初一（1）班

13 蒙涕丽罕 版纳州第一中学 初一（1）班

14 陈雅旎 版纳州第一中学 初一（2）班

15 芮 果 版纳州第一中学 初一（3）班

16 陈 诺 版纳州第二中学 初一（67）班

17 王星月 版纳州南腊中学 初一（182）班

18 杨琦英 版纳州南腊中学 初一（185）班

19 李顺香 版纳州普文中学 初二（217）班

20 代明尖 版纳州普文中学 初二（219）班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班级

1 容健雄 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五（259）班

2 白青和 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五（260）班

3 黄 婧 版纳州允景洪小学 五（260）班

4 周金鹏 版纳州景洪市第一小学 五（8）班

5 郭云利 版纳州小街中心小学 五（7）班

6 朱朝行 版纳州基诺乡中心小学 五（109）班

7 唐婉琪 版纳州勐腊县第一小学 五（2）班

8 何宇阳 版纳州勐腊县第一小学 五（2）班

9 翟丽思 版纳州勐腊县第一小学 五（2）班

10 姜俊超 版纳州勐仑中心小学 五(3)班

11 肖亚欣 版纳州勐仑中心小学 五(4)班

12 依香温 版纳州象明中心小学 五（2）班

13 彭静茜 版纳州象明中心小学 五（3）班

14 杨 敏 版纳州勐满中心小学 五（4）班

15 丁 微 红河州建水建民中学 初一（14）班

16 杨伟花 红河州建水建民中学 初一（15）班

17 卢春栏 红河州建水建民中学 初一（16）班

18 黄怡馨 红河州建水建民中学 初一（16）班

19 吴盈燕 红河州建水建民中学 初一（16）班

20 朱春孝 版纳州勐腊县第一中学 初一（8）班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学校 班级

21 赵佳祎 版纳州勐海县第一中学 初一（256）班

22 郑 纳 版纳州勐海县第一中学 初一（259）班

23 赵 薇 版纳州磨憨中学 初一（129）班

24 黄韵涵 版纳州第一中学 初一（1）班

25 刘芮妤 版纳州第一中学 初一（3）班

26 王雪霁 版纳州第二中学 初一（68）班

27 康贵涵 版纳州第二中学 初一（68）班

28 李可欣 版纳州第二中学 初一（71）班

29 吕祥康 版纳州普文中学 初一（219）班

30 刀贵妍 版纳州普文中学 初一（221）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