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湖南省赛区省级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56人）
序号 姓  名 所在学校 年级 所在地区

1 胡呈鹏 浏阳市第三中学 高三 长沙

2 王宇翔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3 陈曦 长沙市明德中学 高三 长沙

4 陈莎 株洲市第二中学 高三 株洲

5 文颖 湘潭市第一中学 高三 湘潭

6 唐文敏 湘潭市第一中学 高三 湘潭

7 贺子珊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8 叶鹏 浏阳市第三中学 高三 长沙

9 张婧 浏阳市第三中学 高三 长沙

10 唐银 浏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长沙

11 宁与诚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长沙

12 刘浩 宁乡县第一中学 高三 长沙

13 王子昕 长沙县第一中学 高三 长沙

14 颜子杰 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属学校 高三 株洲

15 张瑧荣 株洲市第八中学 高三 株洲

16 李世伟 株洲市第二中学 高三 株洲

17 刘毓轩 湘钢一中 高三 湘潭

18 左宇祺 湘潭县第一中学 高三 湘潭

19 傅羿宇 湘乡市第一中学 高三 湘潭

20 苏磊 郴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郴州

21 明煊 靖州一中 高三 怀化

22 汪喻坤 临澧县第一中学 高三 常德

23 柴成鹏 石门县第五中学 高三 常德

24 吴兵 沅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益阳

25 徐云程 益阳市箴言中学 高三 益阳

26 明杰 靖州一中 高三 怀化

27 邹文玙 溆浦县第一中学 高三 怀化

28 肖凌毅 郴州市第三中学 高三 郴州

29 刘俊阳 湘钢一中 高三 湘潭

30 宋佶瑜 湘潭县第一中学 高三 湘潭

31 黄若楠 常德市一中 高三 常德

32 罗雨歇 常德市一中 高三 常德

33 张梓高 常德市一中 高三 常德

34 郑峰志 澧县第二中学 高三 常德

35 杨斯琪 澧县第一中学 高三 常德

36 邹　帆 澧县第一中学 高三 常德

37 晏焰延 石门县第一中学 高三 常德

38 廖恋琦 安化二中 高三 益阳

39 李峰 安化县第一中学 高三 益阳



40 李誉 安化县第一中学 高三 益阳

41 郑鸿驰 桃江县第四中学 高三 益阳

42 陈志雄 益阳市箴言中学 高三 益阳

43 刘雨郴 永州市第四中学 高三 永州

44 李智伟 怀化市湖天中学 高三 怀化

45 舒文斌 怀化市湖天中学 高三 怀化

46 易子梁 溆浦县第二中学 高三 怀化

47 李忠民 沅陵县第一中学 高三 怀化

48 李子晨 芷江一中 高三 怀化

49 贺梦凡 泸溪县第一中学 高三 湘西

50 彭丰萍 湘西永顺一中 高三 湘西

51 杨逸凡 岳阳县二中 高三 岳阳

52 刘赞许 华容县一中 高三 岳阳

53 孙文淦 华容县一中 高三 岳阳

54 张雨星 云溪区第一中学 高三 岳阳

55 孙一堡 张家界市民族中学 高三 张家界

56 高尚 慈利县第二中学 高三 张家界

二等奖（135人）
序号 姓  名 所在学校 年级 所在地区

1 唐文韬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长沙

2 周杨奕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长沙

3 陈允文 株洲市九方中学 高三 株洲

4 毕文福 衡山二中 高三 衡阳

5 宋朝阳 衡阳市第八中学 高三 衡阳

6 陈晓春 新宁县第一中学 高三 邵阳

7 刘珏 冷水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8 杨旗胜 冷水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9 谭雅豪 娄底市第二中学 高三 娄底

10 刘文彪 新化县第二中学 高三 娄底

11 廖成志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12 吴晶滢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13 徐其美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14 刘亦晟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长沙

15 童湘瑜 宁乡县第一中学 高三 长沙

16 廖宇轩 长沙县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17 曹哲祯 长沙铁路第一中学 高三 长沙

18 廖亚凡 长沙铁路第一中学 高三 长沙

19 刘浩文 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属学校 高三 株洲

20 蔡宇涵 株洲市九方中学 高三 株洲

21 鄢伟哲 南方中学 高三 株洲

22 胡一夫 株洲市第二中学 高三 株洲

23 周阳 常宁市第一中学 高三 衡阳

24 尹承宗 衡东县第二中学 高三 衡阳



25 罗筱涵 衡铁一中 高三 衡阳

26 张雪山 衡阳市五中 高三 衡阳

27 李永祺 岳云中学 高三 衡阳

28 彭盛金 城步一中 高三 邵阳

29 王盼 洞口一中 高三 邵阳

30 彭湃 邵阳市第二中学 高三 邵阳

31 李千雄 新宁县第一中学 高三 邵阳

32 颜伟 新邵县第三中学 高三 邵阳

33 段鹤松 冷水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34 朱靓娴 娄底市第三中学 高三 娄底

35 王银剑 娄底市第五中学 高三 娄底

36 刘秋雨 娄底市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37 陈媛媛 双峰一中 高三 娄底

38 王一鸣 双峰一中 高三 娄底

39 谭炫 湖南师大附属中学 高三 长沙

40 曾安子 雅礼中学 高三 长沙

41 成欢 雅礼中学 高三 长沙

42 谭文轩 雅礼中学 高三 长沙

43 张翾 湘钢一中 高三 湘潭

44 刘晓敏 新化县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45 王添瑞 益阳市箴言中学 高三 益阳

46 何志祥 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高三 衡阳

47 唐刚 龙山县皇仓中学 高三 湘西

48 龚仕杰 湖南省地质中学 高三 长沙

49 王涵 湖南省地质中学 高三 长沙

50 陈学谊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51 李梦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52 罗瀚志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53 穆姝颖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54 朱明健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55 王思庆 南雅中学 高三 长沙

56 何澳 宁乡县第一中学 高三 长沙

57 覃昊越 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 高三 长沙

58 李玉 长沙市第六中学 高三 长沙

59 游小艳 茶陵县世纪星实验学校 高三 株洲

60 张柏翔 株洲市九方中学 高三 株洲

61 刘晨曦 株洲市第二中学 高三 株洲

62 王楚杰 衡南五中 高三 衡阳

63 蒋文杰 耒阳市第二中学 高三 衡阳

64 杨肇鹏 岳云中学 高三 衡阳

65 陈沁禹 安乡县第一中学 高三 常德

66 陈湘明 常德市一中 高三 常德

67 孙  一 常德市一中 高三 常德

68 贾科 常德外国语学校 高三 常德



69 刘海祥 汉寿龙池实验中学 高三 常德

70 向马玲 津市市第一中学 高三 常德

71 梅佳熔 临澧县第一中学 高三 常德

72 郑志伟 石门县第一中学 高三 常德

73 夏天 常德芷兰实验学校 高三 常德

74 韩庭杰 安化二中 高三 益阳

75 黄博 安化县第一中学 高三 益阳

76 肖思诺 益阳市一中 高三 益阳

77 王璇童 沅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益阳

78 张智能 洞口二中 高三 邵阳

79 林恒韬 邵东一中 高三 邵阳

80 陈志涛 邵阳县二中 高三 邵阳

81 唐露 邵阳县石齐学校 高三 邵阳

82 刘继荣 武冈市展辉学校 高三 邵阳

83 刘澳归 辰溪一中 高三 怀化

84 李昕悦 溆浦县第一中学 高三 怀化

85 欧向阳 溆浦县第一中学 高三 怀化

86 张定维 嘉禾县第一中学 高三 郴州

87 谢梦瑶 郴州市第三中学 高三 郴州

88 刘豪 涟源市第三中学 高三 娄底

89 付杰 娄底市第二中学 高三 娄底

90 胡容皝 娄底市第五中学 高三 娄底

91 何浪 娄底市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92 陈炜 双峰一中 高三 娄底

93 何瑜瑞 双峰一中 高三 娄底

94 朱灿 双峰一中 高三 娄底

95 刘俊鹏 新化县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96 伍家骏 新化县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97 刘锦 长沙市一中 高三 长沙

98 陈雨曦 雅礼中学 高三 长沙

99 李赞宇 雅礼中学 高三 长沙

100 余尚之 雅礼中学 高三 长沙

101 李雅婧 涟源市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102 周雅姿 娄底市第五中学 高三 娄底

103 王志坚 常宁市第一中学 高三 衡阳

104 朱诗楠 汝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郴州

105 刘可欣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高三 长沙

106 张兆薇 浏阳市第三中学 高三 长沙

107 张恬铭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长沙

108 谭世博 湘府中学 高三 长沙

109 刘瑞操 长沙怡雅中学 高三 长沙

110 贺华溢 湘潭县第一中学 高三 湘潭

111 王思乔 衡阳市第八中学 高三 衡阳

112 仇釨荣 衡阳市五中 高三 衡阳



113 倪可见 常德芷兰实验学校 高三 常德

114 邓宗旨 安化二中 高三 益阳

115 丁高 桃江县第四中学 高三 益阳

116 肖景文 益阳市一中 高三 益阳

117 欧乾 辰溪一中 高三 怀化

118 欧华平 溆浦县第一中学 高三 怀化

119 卢陈婧 郴州市宜章县第一中学 高三 郴州

120 李皓文 冷水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娄底

121 刘畅 娄底市第三中学 高三 娄底

122 符迪愚 雅礼中学 高三 长沙

123 阳昆鹏 雅礼中学 高三 长沙

124 杨嘉炫 云溪区第一中学 高三 岳阳

125 谌潼 云溪区第一中学 高三 岳阳

126 贺健烽 永州市江华县一中 高三 永州

127 方静远 平江县四中 高三 岳阳

128 王为 平江县一中 高三 岳阳

129 熊丰 岳阳市四中 高三 岳阳

130 李伟明 云溪区第一中学 高三 岳阳

131 王庆 云溪区第一中学 高三 岳阳

132 陈璇 云溪区第一中学 高三 岳阳

133 廖炜昕 云溪区第一中学 高三 岳阳

134 刘霄 云溪区第一中学 高三 岳阳

135 彭仕元 云溪区第一中学 高三 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