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化县教育局文件 
 

                                
关于公布 2020-2021 学年九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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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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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5 日举行了 2020-2021 学年“连冈励志”九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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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评出总分一等奖 12 人，二等奖 18 人，三等奖

30 人；语文科一等奖 11 人，二等奖 19 人；数学科一等奖 11 人，

二等奖 25 人；英语科一等奖 10 人，二等奖 12 人；物理科一等奖

10 人，二等奖 23 人；化学科一等奖 13 人，二等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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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宁化县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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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化一中 郑路 一等奖 

2 宁化一中 彭金泽 一等奖 

3 宁化一中 黄鑫 一等奖 

4 宁化一中 阴雄 一等奖 

5 宁化一中 张婉仪 一等奖 

6 宁化一中 张恒轶 一等奖 

7 宁化一中 巫志鹏 一等奖 

8 宁化一中 王宇辰 一等奖 

9 宁化一中 龙昕豪 一等奖 

10 宁化一中 廖关玮 一等奖 

11 宁化一中 徐超 一等奖 

12 宁化一中 刘宸志 一等奖 

13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邱思宇 二等奖 

14 宁化一中 池育铭 二等奖 

15 宁化一中 曹源 二等奖 

16 宁化一中 巫一鸣 二等奖 

17 宁化一中 刘畅 二等奖 

18 宁化一中 王宇轩 二等奖 

19 宁化一中 曾博文 二等奖 

20 宁化一中 罗靖宇 二等奖 

21 宁化一中 马传浩 二等奖 

22 宁化一中 张运宏 二等奖 



 

23 宁化一中 涂晨坤 二等奖 

24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黄正坤 二等奖 

25 宁化一中 曾逸宸 二等奖 

26 宁化一中 雷弸彪 二等奖 

27 宁化一中 廖宇轩 二等奖 

28 宁化一中 胡沁恬 二等奖 

29 宁化一中 夏莹 二等奖 

30 宁化一中 黄小苏 二等奖 

31 宁化一中 黄煖琦 三等奖 

32 宁化一中 李岩 三等奖 

33 宁化一中 张荣恒 三等奖 

34 宁化一中 张宏衍 三等奖 

35 宁化一中 张子卿 三等奖 

36 宁化一中 陈祎霖 三等奖 

37 宁化一中 张淑婷 三等奖 

38 宁化一中 许晅熙 三等奖 

39 宁化一中 范昌俊 三等奖 

40 宁化城东中学 温国裕 三等奖 

41 宁化一中 张凯舜 三等奖 

42 宁化一中 张姝彦 三等奖 

43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刘道熠 三等奖 

44 宁化一中 黄钰婷 三等奖 

45 宁化一中 张源 三等奖 

46 宁化一中 夏子凡 三等奖 



 

47 宁化城东中学 刘张帆 三等奖 

48 宁化一中 黎日浩 三等奖 

49 宁化一中 严乐川 三等奖 

50 宁化一中 赖双阳 三等奖 

51 宁化一中 李伯轩 三等奖 

52 宁化一中 邱恒荣 三等奖 

53 宁化一中 杨常旺 三等奖 

54 宁化城东中学 王紫涵 三等奖 

55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官宏 三等奖 

56 宁化一中 叶子尧 三等奖 

57 宁化一中 曹璇 三等奖 

58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余常耀 三等奖 

59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周睿 三等奖 

60 宁化一中 郑景浩 三等奖 

二、语文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一中 张源 吴满玲 一等奖 

2 宁化一中 彭金泽 吴满玲 一等奖 

3 宁化一中 张婉仪 吴满玲 一等奖 

4 宁化一中 曹璇 吴满玲 一等奖 

5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吴馨怡 张永茂 一等奖 

6 宁化一中 黄鑫 吴满玲 一等奖 

7 宁化一中 张姝彦 吴满玲 一等奖 

8 宁化一中 谢静菲 吴满玲 一等奖 

9 宁化一中 阴雄 吴满玲 一等奖 



 

10 宁化一中 张淑婷 吴满玲 一等奖 

11 宁化城东中学 赖剑烽 廖红英 一等奖 

12 宁化一中 郑路 吴满玲 二等奖 

13 宁化一中 张恒轶 吴满玲 二等奖 

14 宁化一中 廖霄鹰 吴满玲 二等奖 

15 宁化一中 雷欣琳 吴满玲 二等奖 

16 宁化一中 马传浩 吴满玲 二等奖 

17 宁化一中 黄钰婷 吴满玲 二等奖 

18 宁化一中 刘宸志 吴满玲 二等奖 

19 宁化城东中学 赖彦诚 张华英 二等奖 

20 宁化一中 胡沁恬 吴满玲 二等奖 

21 宁化一中 许晅熙 吴满玲 二等奖 

22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孙泓方 张永茂 二等奖 

23 宁化一中 蔡美琪 吴满玲 二等奖 

24 宁化一中 李岩 吴满玲 二等奖 

25 宁化一中 廖祎晨 吴满玲 二等奖 

26 宁化城东中学 郑宁 廖红英 二等奖 

27 宁化一中 雷弸彪 吴满玲 二等奖 

28 宁化一中 严乐川 吴满玲 二等奖 

29 宁化一中 李伯轩 吴满玲 二等奖 

30 宁化一中 邱欣 吴满玲 二等奖 

三、数学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一中 郑路 张标林 一等奖 

2 宁化一中 夏莹 张标林 一等奖 



 

3 宁化一中 巫志鹏 张标林 一等奖 

4 宁化一中 彭金泽 张标林 一等奖 

5 宁化一中 张恒轶 张标林 一等奖 

6 宁化一中 廖关玮 张标林 一等奖 

7 宁化一中 严乐川 张标林 一等奖 

8 宁化一中 徐超 张标林 一等奖 

9 宁化一中 巫一鸣 张标林 一等奖 

10 宁化一中 阴雄 张标林 一等奖 

11 宁化一中 曹源 张标林 一等奖 

12 宁化一中 廖宇轩 张标林 二等奖 

13 宁化城东中学 邓婷婷 杨翠莲 二等奖 

14 宁化一中 张婉仪 张标林 二等奖 

15 宁化一中 龙昕豪 张标林 二等奖 

16 宁化一中 王宇轩 张标林 二等奖 

17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周睿 章建龙 二等奖 

18 宁化一中 张鑫伟 张标林 二等奖 

19 宁化城东中学 邓琳彦 张茂祥 二等奖 

20 宁化城东中学 巫晨阳 张红珠 二等奖 

21 宁化一中 许兆锐 张标林 二等奖 

22 宁化一中 夏子凡 张标林 二等奖 

23 宁化一中 曾祥俊 张标林 二等奖 

24 宁化城东中学 陈洪坤 张茂祥 二等奖 

25 宁化一中 李昕彤 张标林 二等奖 

26 宁化一中 范昌俊 张标林 二等奖 



 

27 宁化城东中学 温国裕 杨翠莲 二等奖 

28 宁化城东中学 吴琪 巫瑞昌 二等奖 

29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伊永昌 巫瑞慧 二等奖 

30 宁化一中 曹茂斌 张标林 二等奖 

31 宁化城东中学 傅欣云 王金良 二等奖 

32 宁化一中 曹瑞珍 张标林 二等奖 

33 宁化城东中学 张佳梁 邓忠文 二等奖 

34 宁化城东中学 张阑琼 邓忠文 二等奖 

35 宁化城东中学 吴臻 杨翠莲 二等奖 

36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陈时文 章建龙 二等奖 

四、英语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一中 郑路 黄莺 一等奖 

2 宁化一中 黄鑫 黄莺 一等奖 

3 宁化一中 陈祎霖 黄莺 一等奖 

4 宁化一中 张婉仪 黄莺 一等奖 

5 宁化一中 涂晨坤 黄莺 一等奖 

6 宁化一中 张荣恒 黄莺 一等奖 

7 宁化一中 马传浩 黄莺 一等奖 

8 宁化一中 刘宸志 黄莺 一等奖 

9 宁化一中 阴雄 黄莺 一等奖 

10 宁化一中 徐超 黄莺 一等奖 

11 宁化一中 池育铭 黄莺 二等奖 

12 宁化一中 曾逸宸 黄莺 二等奖 

13 宁化一中 罗靖宇 黄莺 二等奖 



 

14 宁化一中 黄小苏 黄莺 二等奖 

15 宁化一中 张宏衍 黄莺 二等奖 

16 宁化一中 周玲玲 黄莺 二等奖 

17 宁化一中 罗薇 黄莺 二等奖 

18 宁化一中 彭金泽 黄莺 二等奖 

19 宁化一中 曾洪俊 黄莺 二等奖 

20 宁化一中 龙昕豪 黄莺 二等奖 

21 宁化一中 胡沁恬 黄莺 二等奖 

22 宁化一中连冈分校 洪慧玉 阴光辉 二等奖 

23 宁化一中 巫志鹏 黄莺 二等奖 

24 宁化一中 叶子尧 黄莺 二等奖 

25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张杰 张春华 二等奖 

26 宁化一中 王宇辰 黄莺 二等奖 

27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黄正坤 黄小红 二等奖 

28 宁化城东中学 刘张帆 吴玮珠 二等奖 

29 宁化一中 徐文慧 黄莺 二等奖 

30 宁化一中 张恒轶 黄莺 二等奖 

31 宁化一中 许晅熙 黄莺 二等奖 

32 宁化城东中学 潘涛 巫升俯 二等奖 

五、物理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一中 郑路 罗发针 一等奖 

2 宁化一中 黄鑫 罗发针 一等奖 

3 宁化一中 彭金泽 罗发针 一等奖 

4 宁化一中 王宇辰 罗发针 一等奖 



 

5 宁化一中 王宇轩 罗发针 一等奖 

6 宁化城东中学 温国裕 吴立华 一等奖 

7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邱思宇 马尾林 一等奖 

8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刘道熠 马移民 一等奖 

9 宁化一中 廖宇轩 罗发针 一等奖 

10 宁化一中 张恒轶 罗发针 一等奖 

11 宁化城东中学 陈洪坤 王芬兰 二等奖 

12 宁化一中 阴雄 罗发针 二等奖 

13 宁化一中 巫一鸣 罗发针 二等奖 

14 宁化一中 张运宏 罗发针 二等奖 

15 宁化一中 雷弸彪 罗发针 二等奖 

16 宁化一中 范昌俊 罗发针 二等奖 

17 宁化一中 张凯舜 罗发针 二等奖 

18 宁化一中 黎日浩 罗发针 二等奖 

19 宁化一中 李劼 罗发针 二等奖 

20 宁化一中 龙昕豪 罗发针 二等奖 

21 宁化一中 廖关玮 罗发针 二等奖 

22 宁化一中 曾博文 罗发针 二等奖 

23 宁化一中 黄煖琦 罗发针 二等奖 

24 宁化一中 赖双阳 罗发针 二等奖 

25 宁化一中 李王强 罗发针 二等奖 

26 宁化城东中学 李洳霖 巫立海 二等奖 

27 宁化一中 罗靖宇 罗发针 二等奖 

28 宁化一中 曾逸宸 罗发针 二等奖 



 

29 宁化一中 张荣恒 罗发针 二等奖 

30 宁化一中 郑景浩 罗发针 二等奖 

31 宁化城东中学 吴琪 雷英 二等奖 

32 宁化城东中学 邱思琦 巫立海 二等奖 

33 宁化城东中学 阙荣生 王芬兰 二等奖 

六、化学科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奖次 

1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官宏 夏春华 一等奖 

2 宁化城东中学 丁涵 黄华珍 一等奖 

3 宁化一中 王宇辰 张淑华 一等奖 

4 宁化一中 彭金泽 张淑华 一等奖 

5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许晨皓 夏春华 一等奖 

6 宁化一中 马传浩 张淑华 一等奖 

7 宁化一中 刘畅 张淑华 一等奖 

8 宁化一中 黄煖琦 张淑华 一等奖 

9 宁化一中 阴雄 张淑华 一等奖 

10 宁化一中 张婉仪 张淑华 一等奖 

11 宁化一中 夏莹 张淑华 一等奖 

12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徐小涵 夏春华 一等奖 

13 宁化县第三实验学校 朱万涛 张春珠 一等奖 

14 宁化一中 池育铭 张淑华 二等奖 

15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周睿 曾桂花 二等奖 

16 宁化一中 罗靖宇 张淑华 二等奖 

17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黄正坤 曾桂花 二等奖 

18 宁化一中 刘宸志 张淑华 二等奖 



 

19 宁化一中 陈祎霖 张淑华 二等奖 

20 宁化一中 廖霄鹰 张淑华 二等奖 

21 宁化城东中学 陈颖康 曹仁钰 二等奖 

22 宁化一中 廖关玮 张淑华 二等奖 

23 一中初中部（宁化五中） 邱思宇 余建红 二等奖 

24 宁化城东中学 温国裕 黄华珍 二等奖 

25 宁化一中 龙昕豪 张淑华 二等奖 

26 宁化一中 张景翔 张淑华 二等奖 

27 宁化一中 梁祥涛 张淑华 二等奖 

28 宁化城东中学 伍文俊 黄华珍 二等奖 

29 宁化一中 巫一鸣 张淑华 二等奖 

30 宁化一中 胡沁恬 张淑华 二等奖 

31 宁化一中 张宏衍 张淑华 二等奖 

32 宁化一中 范昌俊 张淑华 二等奖 

33 宁化一中 夏子凡 张淑华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