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化县教育局文件 
 

                                
关于公布 2020-2021 学年七、八年级“连冈励志”（伊士哲奖学金） 

评奖结果的通知 

各中学： 

根据《关于举办宁化一中 2020-2021学年“连冈励志”（伊士哲

奖学金）七、八年级学科核心素养知识竞赛的通知》的文件精神，

我县于 2021 年 5 月 23 日举行了 2020-2021 学年“连冈励志”七、

八年级学科核心素养知识竞赛。经竞赛评审鉴定专家组认真评审，

根据文件规定的评审规则，共评出七年级总分一等奖 3 人，二等奖

7 人，三等奖 10 人，优秀奖 21；语文科一等奖 10 人，二等奖 22

人；数学科一等奖 10人，二等奖 27人；英语科一等奖 10人，二等

奖 20 人；八年级总分一等奖 3 人，二等奖 7 人，三等奖 10 人，优

秀奖 21；语文科一等奖 11人，二等奖 20人；数学科一等奖 10人，

二等奖 24 人；英语科一等奖 10 人，二等奖 22 人；物理科一等奖

11人，二等奖 25人；现将评审结果（详见附件）予以公布。 

 

 

宁化县教育局                                                                                                                                       

2021 年 4 月 28日 

 



 

  附件一：2020-2021学年宁化县七年级连冈励志竞赛获奖名单 

一、总分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奖次 

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刘娅妃 一等奖 

2 宁化六中 俞棣歌 一等奖 

3 宁化城东中学 涂鑫汉 一等奖 

4 宁化城东中学 陈新坤 二等奖 

5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张俊豪 二等奖 

6 宁化城东中学 张钰康 二等奖 

7 宁化六中 章雨菲 二等奖 

8 宁化六中 邹嘉慧 二等奖 

9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梅婷 二等奖 

10 宁化六中 余雯欣 二等奖 

11 宁化六中 罗煜钤 三等奖 

12 宁化城东中学 张宏宇 三等奖 

13 宁化城东中学 范衍超 三等奖 

14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巫中杰 三等奖 

15 宁化城东中学 曾林涛 三等奖 

16 宁化城东中学 黄静茹 三等奖 

17 宁化一中初中部 张烨 三等奖 

18 宁化六中 邓颖钰 三等奖 

19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黄嘉仪 三等奖 

20 宁化城东中学 朱振铭 三等奖 

21 宁化城东中学 付彦彬 优秀奖 

22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刘燕 优秀奖 

23 宁化城东中学 李雨桐 优秀奖 

24 宁化一中初中部 曾佳 优秀奖 

25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黄睿欣 优秀奖 

26 宁化城东中学 雷博宇 优秀奖 

27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朱祥辉 优秀奖 

28 宁化一中初中部 张钰珊 优秀奖 

29 宁化城东中学 王诺嫣 优秀奖 



 

30 宁化一中初中部 徐梓茹 优秀奖 

31 宁化六中 孙熙杰 优秀奖 

32 宁化城东中学 廖常胜 优秀奖 

33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夏家俊 优秀奖 

34 宁化城东中学 朱丽钦 优秀奖 

35 宁化城东中学 沈媛欢 优秀奖 

36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陈星彤 优秀奖 

37 宁化一中初中部 雷子雁 优秀奖 

38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刘欣洁 优秀奖 

39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洁 优秀奖 

40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家旺 优秀奖 

4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赖宏强 优秀奖 

二、语文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洁 孙爱群 一等奖 

2 宁化一中初中部 张烨 邱芳华 一等奖 

3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刘燕 张宝燕 一等奖 

4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朱祥辉 孙爱群 一等奖 

5 宁化城东中学 沈媛欢 欧阳文慧 一等奖 

6 宁化一中初中部 雷子雁 王加贤 一等奖 

7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王鑫怡 陈玲 一等奖 

8 宁化六中 张清莲 余秀林 一等奖 

9 宁化六中 俞棣歌 余秀林 一等奖 

10 宁化城东中学 刘紫翎 罗旺才 一等奖 

11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张天睿 张美萍 二等奖 

12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陈华祎 张旺伙 二等奖 

13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张俊豪 沈进龙 二等奖 

14 宁化六中 章雨菲 余秀林 二等奖 

15 宁化一中初中部 张钰珊 邱恒斌 二等奖 

16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肖光涛 孙爱群 二等奖 

17 宁化一中初中部 危长威 邱恒斌 二等奖 



 

18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张慧平 沈进龙 二等奖 

19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梅婷 孙爱群 二等奖 

20 宁化城东中学 刘诗颖 夏海根 二等奖 

2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健 孙爱群 二等奖 

22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刘娅妃 孙爱群 二等奖 

23 宁化城东中学 陈新坤 欧阳文慧 二等奖 

24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张盛兴 沈进龙 二等奖 

25 宁化城东中学 涂鑫汉 夏海根 二等奖 

26 宁化城东中学 范衍超 欧阳文慧 二等奖 

27 宁化城东中学 黄静茹 张锦辉 二等奖 

28 宁化一中初中部 曾佳 曾梅英 二等奖 

29 宁化一中初中部 徐佳英 邱恒斌 二等奖 

30 宁化城东中学 黄宇钒 夏海根 二等奖 

3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王梓瑜 孙爱群 二等奖 

32 宁化一中初中部 罗佳缘 邱恒斌 二等奖 

三、数学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六中 章雨菲 陈良炳 一等奖 

2 宁化城东中学 张钰康 夏炳球 一等奖 

3 宁化城东中学 刘震宇 伍小骏 一等奖 

4 宁化六中 俞棣歌 陈良炳 一等奖 

5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张俊豪 伍泽晖 一等奖 

6 宁化城东中学 伍晓军 夏炳球 一等奖 

7 宁化六中 余雯欣 陈良炳 一等奖 

8 宁化城东中学 王建涛 吴友华 一等奖 

9 宁化一中初中部 黄玉城 陈淑兰 一等奖 

10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温宏伟 张喜平 一等奖 

11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张盛兴 伍泽晖 二等奖 

12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瑞城 张喜平 二等奖 

13 宁化六中 罗煜钤 陈良炳 二等奖 



 

14 宁化城东中学 雷博宇 伍小骏 二等奖 

15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章温烨轩 张丽娟 二等奖 

16 宁化城东中学 陈新坤 吴友华 二等奖 

17 宁化城东中学 涂鑫汉 张伙红 二等奖 

18 宁化城东中学 刘可俊 吴友华 二等奖 

19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夏欣棋 张喜平 二等奖 

20 宁化城东中学 廖常胜 夏炳球 二等奖 

21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陈星彤 伍泽晖 二等奖 

22 宁化六中 邹嘉慧 陈良炳 二等奖 

23 宁化城东中学 朱振铭 范凤莲 二等奖 

24 宁化城东中学 朱丽钦 张明 二等奖 

25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夏家俊 张喜平 二等奖 

26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巫朝威 黄正宁 二等奖 

27 宁化城东中学 张雨婷 范凤莲 二等奖 

28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张均炜 张丽娟 二等奖 

29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刘奕含 张喜平 二等奖 

30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刘娅妃 张喜平 二等奖 

31 宁化城东中学 张文健 夏炳球 二等奖 

32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黄楚棋 张喜平 二等奖 

33 宁化城东中学 付彦彬 张发亮 二等奖 

34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黄嘉仪 张喜平 二等奖 

35 宁化城东中学 廖文钧 伍小骏 二等奖 

36 宁化城东中学 邱伟洪 张伙红 二等奖 

37 宁化城东中学 李辰 张发亮 二等奖 

四、英语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刘娅妃 林丽燕 一等奖 

2 宁化城东中学 涂鑫汉 罗美根 一等奖 

3 宁化六中 邹嘉慧 黄丽华 一等奖 

4 宁化城东中学 陈新坤 夏丽华 一等奖 



 

5 宁化六中 俞棣歌 黄丽华 一等奖 

6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黄睿欣 林丽燕 一等奖 

7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巫中杰 曾丽琴 一等奖 

8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梅婷 林丽燕 一等奖 

9 宁化城东中学 李雨桐 陈春荣 一等奖 

10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张俊豪 曾丽琴 一等奖 

11 宁化一中初中部 徐梓茹 严燕红 二等奖 

12 宁化城东中学 张钰康 罗媛 二等奖 

13 宁化六中 邓颖钰 黄丽华 二等奖 

14 宁化城东中学 张宏宇 罗兰金 二等奖 

15 宁化城东中学 傅玉榕 晏桂清 二等奖 

16 宁化六中 罗煜钤 黄丽华 二等奖 

17 宁化一中初中部 曾佳 廖炜芳 二等奖 

18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家旺 林丽燕 二等奖 

19 宁化城东中学 曾林涛 范泽民 二等奖 

20 宁化城东中学 张菲洋 罗兰金 二等奖 

21 宁化城东中学 夏佳琪 罗美根 二等奖 

22 宁化六中 黄如彦 黄丽华 二等奖 

23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钟博文 林丽燕 二等奖 

24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陈星彤 曾丽琴 二等奖 

25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黄嘉仪 林丽燕 二等奖 

26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洁 林丽燕 二等奖 

27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罗义 林丽燕 二等奖 

28 宁化六中 余雯欣 黄丽华 二等奖 

29 宁化六中 孙熙杰 黄丽华 二等奖 

30 宁化城东中学 温鑫宇 伊智明 二等奖 

 

 

 

 



 

  附件二：2020-2021学年宁化县八年级连冈励志竞赛获奖名单 

一、总分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奖次 

1 宁化城东中学 张劭杰 一等奖 

2 宁化城东中学 徐朝钰 一等奖 

3 宁化城东中学 巫宇超 一等奖 

4 宁化六中 王睿 二等奖 

5 宁化一中初中部 巫锡强 二等奖 

6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天宇 二等奖 

7 宁化六中 梁吉维 二等奖 

8 宁化城东中学 钟信泽 二等奖 

9 宁化城东中学 俞文涛 二等奖 

10 宁化城东中学 李嘉熙 二等奖 

11 宁化六中 张雅萱 三等奖 

12 宁化城东中学 杨宇晨 三等奖 

13 宁化城东中学 陈浩阳 三等奖 

14 宁化城东中学 温耀云 三等奖 

15 宁化城东中学 邱子扬 三等奖 

16 宁化城东中学 黄胤鈞 三等奖 

17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翁宝琳 三等奖 

18 宁化城东中学 廖盈杰 三等奖 

19 宁化城东中学 谢天佑 三等奖 

20 宁化六中 邱浩伦 三等奖 

2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雷家悦 优秀奖 

22 宁化城东中学 巫扬 优秀奖 

23 宁化城东中学 黄键彬 优秀奖 

24 宁化一中初中部 邱敏倩 优秀奖 

25 宁化城东中学 刘浩 优秀奖 

26 宁化一中初中部 阴存旭 优秀奖 

27 宁化城东中学 王佑彬 优秀奖 

28 宁化城东中学 吴嘉乐 优秀奖 

29 宁化六中 巫玉琳 优秀奖 



 

30 宁化城东中学 徐慧欣 优秀奖 

31 宁化城东中学 曹逸 优秀奖 

32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廖奕晨 优秀奖 

33 宁化城东中学 李若希 优秀奖 

34 宁化城东中学 吴士杰 优秀奖 

35 宁化六中 赖颖新 优秀奖 

36 宁化城东中学 伍昕晨 优秀奖 

37 宁化城东中学 吴紫燕 优秀奖 

38 宁化城东中学 游嘉瑶 优秀奖 

39 宁化城东中学 赖家汉 优秀奖 

40 宁化城东中学 张筱慧 优秀奖 

41 宁化六中 张家伟 优秀奖 

二、语文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城东中学 巫宇超 王开雄 一等奖 

2 宁化城东中学 陈雯 王开雄 一等奖 

3 宁化城东中学 张湘宁 罗永雄 一等奖 

4 宁化六中 梁吉维 郑桂英 一等奖 

5 宁化城东中学 邓薇 伊梅金 一等奖 

6 宁化城东中学 李若希 曾冬秀 一等奖 

7 宁化六中 巫玉琳 郑桂英 一等奖 

8 宁化一中初中部 黄雅婷 谢道贤 一等奖 

9 宁化一中初中部 邱敏倩 张丽红 一等奖 

10 宁化城东中学 钟信泽 孙芳 一等奖 

11 宁化六中 邹灵韵 郑桂英 一等奖 

12 宁化城东中学 张劭杰 伊梅金 二等奖 

13 宁化城东中学 谢天佑 伊梅金 二等奖 

14 宁化城东中学 赖家汉 罗永雄 二等奖 

15 宁化一中初中部 张艺 曹桂林 二等奖 

16 宁化六中 曾倩倩 郑桂英 二等奖 

17 宁化城东中学 杨屹戈 张玲华 二等奖 

18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杨慧娟 张金高 二等奖 



 

19 宁化城东中学 王瑗 李燕 二等奖 

20 宁化六中 王睿 郑桂英 二等奖 

21 宁化一中初中部 赖思思 谢道贤 二等奖 

22 宁化城东中学 范泽辉 孙芳 二等奖 

23 宁化城东中学 熊宇欣 夏万鹏 二等奖 

24 宁化一中初中部 徐海靖 谢道贤 二等奖 

25 宁化城东中学 苏郁芳 孙芳 二等奖 

26 宁化城东中学 游嘉瑶 曾冬秀 二等奖 

27 宁化城东中学 刘俊辉 孙芳 二等奖 

28 宁化城东中学 王建蓉 孙芳 二等奖 

29 宁化城东中学 邱子扬 李燕 二等奖 

30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雷家悦 刘善智 二等奖 

31 宁化城东中学 刘静雨 罗永雄 二等奖 

三、数学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城东中学 徐朝钰 王盛彬 一等奖 

2 宁化六中 张家伟 刘清水 一等奖 

3 宁化一中初中部 巫锡强 赖贤辉 一等奖 

4 宁化城东中学 张劭杰 刘永星 一等奖 

5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天宇 叶翠群 一等奖 

6 宁化城东中学 廖盈杰 张清伟 一等奖 

7 宁化六中 邱浩伦 刘清水 一等奖 

8 宁化城东中学 陈浩阳 谢丽英 一等奖 

9 宁化六中 刘晨佳 刘清水 一等奖 

10 宁化六中 王睿 刘清水 一等奖 

11 宁化城东中学 巫宇超 张清伟 二等奖 

12 宁化城东中学 吴士杰 夏盛群 二等奖 

13 宁化六中 梁吉维 刘清水 二等奖 

14 宁化城东中学 温耀云 谢丽英 二等奖 

15 宁化城东中学 张筱慧 夏盛群 二等奖 

16 宁化城东中学 黄胤鈞 张明君 二等奖 

17 宁化一中初中部 谌锐 陈万琪 二等奖 



 

18 宁化城东中学 俞文涛 王盛彬 二等奖 

19 宁化六中 张雅萱 刘清水 二等奖 

20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聂诗雨 叶翠群 二等奖 

2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廖奕晨 叶翠群 二等奖 

22 宁化城东中学 李嘉熙 张清伟 二等奖 

23 宁化一中初中部 阴存旭 陈万琪 二等奖 

24 宁化城东中学 钟信泽 谢丽英 二等奖 

25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雷家悦 叶翠群 二等奖 

26 宁化城东中学 邱子扬 夏盛群 二等奖 

27 宁化城东中学 杨宇晨 邱云华 二等奖 

28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何艳榕 叶翠群 二等奖 

29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吴洪亮 叶翠群 二等奖 

30 宁化城东中学 王佑彬 陈晓珍 二等奖 

31 宁化城东中学 刘浩 夏盛群 二等奖 

32 宁化城东中学 巫扬 谢丽英 二等奖 

33 宁化城东中学 彭璟睿 夏盛群 二等奖 

34 宁化六中 范发烨 刘清水 二等奖 

四、英语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城东中学 张劭杰 朱小兰 一等奖 

2 宁化城东中学 巫宇超 丘华英 一等奖 

3 宁化城东中学 徐慧欣 巫国伟 一等奖 

4 宁化六中 巫玉琳 吴晓燕 一等奖 

5 宁化城东中学 俞文涛 张慧娟 一等奖 

6 宁化县泉上初级中学 杨章毅 黄梦云 一等奖 

7 宁化六中 张雅萱 吴晓燕 一等奖 

8 宁化城东中学 杨宇晨 朱小兰 一等奖 

9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俊涛 马年根 一等奖 

10 宁化城东中学 李若希 张慧娟 一等奖 

11 宁化城东中学 吴嘉乐 丘华英 二等奖 

12 宁化六中 梁吉维 吴晓燕 二等奖 

13 宁化六中 邱敏倩 曾凤仪 二等奖 



 

14 宁化一中初中部 赖颖新 吴晓燕 二等奖 

15 宁化城东中学 游嘉瑶 廖玉玲 二等奖 

16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翁宝琳 马年根 二等奖 

17 宁化六中 邹灵韵 吴晓燕 二等奖 

18 宁化一中初中部 谢胤 谢洪珍 二等奖 

19 宁化六中 王睿 吴晓燕 二等奖 

20 宁化城东中学 邓薇 朱小兰 二等奖 

21 宁化城东中学 徐朝钰 张慧娟 二等奖 

22 宁化城东中学 李嘉熙 丘华英 二等奖 

23 宁化一中初中部 赖思思 张晓霞 二等奖 

24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天宇 马年根 二等奖 

25 宁化城东中学 熊晓晓 朱小兰 二等奖 

26 宁化城东中学 叶贝妮 赖文华 二等奖 

27 宁化一中初中部 付雨悦 邓森 二等奖 

28 宁化城东中学 俞璐 范静 二等奖 

29 宁化一中初中部 曹媛 张晓霞 二等奖 

30 宁化城东中学 黄胤鈞 赖文华 二等奖 

31 宁化城东中学 黄键彬 范静 二等奖 

32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王涛 马年根 二等奖 

五、物理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城东中学 曾涵靖 王顺清 一等奖 

2 宁化城东中学 温耀云 肖荣富 一等奖 

3 宁化城东中学 钟信泽 肖荣富 一等奖 

4 宁化城东中学 刘浩 王家松 一等奖 

5 宁化城东中学 张建辉 肖荣富 一等奖 

6 宁化城东中学 张航威 王家松 一等奖 

7 宁化城东中学 徐朝钰 黄美荣 一等奖 

8 宁化城东中学 巫扬 肖荣富 一等奖 

9 宁化一中初中部 周家鑫 陈从腾 一等奖 

10 宁化城东中学 谢天佑 王家松 一等奖 

11 宁化城东中学 黄炳良 肖荣富 一等奖 



 

12 宁化城东中学 吴嘉乐 吴立华 二等奖 

13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翁宝琳 官建华 二等奖 

14 宁化六中 王睿 黎彦良 二等奖 

15 宁化城东中学 杨宇晨 王家松 二等奖 

16 宁化城东中学 曹逸 王顺清 二等奖 

17 宁化城东中学 陈浩阳 肖荣富 二等奖 

18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吴宇涵 官建华 二等奖 

19 宁化一中初中部 柯伊凡 翁秋鸿 二等奖 

20 宁化城东中学 伍昕晨 吴立华 二等奖 

2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何艳榕 官建华 二等奖 

22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河昌 官建华 二等奖 

23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王文杰 官建华 二等奖 

24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孙梓桢 官建华 二等奖 

25 宁化城东中学 李政 王顺清 二等奖 

26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巫生发 官建华 二等奖 

27 宁化一中初中部 罗弘源 陈从腾 二等奖 

28 宁化城东中学 雷鑫婷 王顺清 二等奖 

29 宁化六中 王俊华 黎彦良 二等奖 

30 宁化六中 巫玉琳 黎彦良 二等奖 

31 宁化城东中学 李嘉熙 吴立华 二等奖 

32 宁化城东中学 邱子扬 王家松 二等奖 

33 宁化城东中学 黄思浩 王顺清 二等奖 

34 宁化城东中学 黄鑫铭 王家松 二等奖 

35 宁化六中 王涵 黎彦良 二等奖 

36 宁化城东中学 范泽辉 肖荣富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