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１

２０２１ “青年友好城市” 全市青少年征文活动

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共青团奎文区委　　　　　　　共青团潍城区委

共青团坊子区委 共青团寒亭区委

共青团诸城团委 共青团寿光市委

共青团安丘市委 共青团昌邑市委

共青团昌乐县委 共青团临朐县委

高新区群团工作中心 峡山区团工委

奎文区教育和体育局 潍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坊子区教育和体育局 寒亭区教育和体育局

诸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寿光市教育和体育局

安丘市教育和体育局 昌邑市教育和体育局

昌乐县教育和体育局 临朐县教育和体育局

潍坊市教育局高新分局 潍坊市教育局峡山分局

潍坊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４—



附件２

２０２１ “青年友好城市” 全市青少年征文活动

获奖学生名单

小学组

一等奖

刘帅志　　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

刘泽官润　潍坊市潍城区西关街办中心小学

李禹霏　　潍坊市潍城区芙蓉小学

王欣怡　　潍坊市潍城区月河路小学

任煕婉萌　潍坊市寒亭区明德学校

朱刘玥　　潍坊市寒亭区文昌小学

李姝燚　　潍坊市寒亭区新阳光小学

隋梓悦　　潍坊市寒亭区河西学校

李语涵　　潍坊市寒亭区实验小学

李欣怡　　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张家埠小学

孙子凌　　潍坊经济区英才学校

鞠炎雨　　寿光市实验中学

赵玺文　　安丘市青云山小学

韩紫晴　　昌邑市围子街道围子小学

钟曼文　　昌乐县古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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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鸣　　昌乐县营丘镇河头小学

吕昱宵　　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梓瑶　　临朐县城关街道魏家庄小学

邹昊初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朱紫荥　　潍坊歌尔学校

二等奖

夏焱博　　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

吴雨轩　　潍坊市潍城区北关街办东夏庄小学

徐文轩　　山东潍城经济开发区豪德小学

姜蕴轩　　潍坊市潍城区永安路小学

付滢渲　　潍坊市潍城区西关街办中心小学

高坤远　　潍坊市潍城区月河路小学

邱奕涵　　潍坊市潍城区月河路小学

刘怡含　　潍坊市潍城区芙蓉小学

卢芝羽　　潍坊市潍城区仓南路学校

季晓晴　　潍坊市潍城区乐埠山生态经济开发区中心小学

高馨乐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桥西小学

张清心　　潍坊市寒亭区霞飞路小学

付翊彤　　潍坊市寒亭区河西学校

郑俊昊　　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固堤小学

李安琪　　潍坊市寒亭区新阳光小学

郭子涵　　潍坊市寒亭区新阳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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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子禾　　潍坊市寒亭区明德学校

褚洪润　　潍坊市寒亭区明德学校

李羿禛　　潍坊市寒亭区实验小学

张梓涵　　潍坊市寒亭区文昌小学

臧语诺　　诸城市明诚学校

刘沐阳　　寿光市实验中学

李诚宇　　安丘市青云山小学

张文馨　　昌乐县营丘阿陀小学

张梓淳　　昌乐县红河镇小学

丁煕媛　　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

刘　畅　　昌乐县营丘镇河头小学

马灿灿　　昌乐县营丘镇崔家庄小学

李奕宁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马艺文　　临朐县朐阳学校

三等奖

赵馨然　　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

李佳诺　　潍坊市潍城区芙蓉小学

孟非末　　潍坊市潍城区利昌学校

陈锦涵　　潍坊市潍城区利昌学校

王博冉　　潍坊市潍城区永安路小学

李欣雨　　潍坊市潍城区北关街办东夏庄小学

黄伊晨　　潍坊市潍城区北关街办东夏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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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萱　　潍坊市潍城区乐埠山生态经济发展区中心小学

王若淇　　潍坊市潍城区西关街办中心小学

孙浩睿　　山东潍城经济开发区豪德小学

尹孜册　　潍坊市潍城区潍州麓台学校

刘天瑞　　潍坊市潍城区永安路小学

王昊轩　　潍坊市潍城区向阳路小学

王姿骄　　潍坊市潍城区月河路小学

朱家萱　　潍坊市潍城区青年路小学

管佳慧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戈翟小学

董雨馨　　潍坊市寒亭区明德学校

王雨欣　　潍坊市寒亭区霞飞路小学

王樱喆　　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固堤小学

王晓星　　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固堤小学

张子怡　　潍坊市寒亭区新阳光小学

李思妍　　潍坊市寒亭区新阳光小学

张玉菁　　潍坊经济区英才学校

于笑语　　潍坊市寒亭区新阳光小学

周靖昌　　潍坊市寒亭区开元街道办事处北张氏小学

刘美菡　　潍坊市寒亭区河西学校

庞欣瑜　　潍坊经济区英才学校

梁若涵　　潍坊市寒亭区明德学校

王梓涵　　潍坊市寒亭区新阳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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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硕　　诸城市明诚学校

臧姿贻　　诸城市明诚学校

王子宁　　诸城市明诚学校

王俊智　　诸城市明诚学校

王国强　　安丘市青云山小学

张君羽　　昌邑市外国语学校

于克家　　昌邑市奎聚街道南隅小学

张　钰　　昌邑市育秀学校

王　硕　　昌邑市围子街道围子小学

吴紫涵　　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作祺　　昌乐县宝都街道尧沟小学

王艺铭　　昌乐县营丘镇河头小学

于浩淼　　昌乐县营丘镇崔家庄小学

祝志杰　　昌乐县营丘镇崖头小学

孟凌霄　　昌乐县红河镇平原小学

陶凌萱　　昌乐县宝都街道小学

宗玉婷　　临朐县蒋峪镇海尔希望小学

武昱辰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李文杭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郝妍清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齐浩然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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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一等奖

侯睿祺　　潍坊市奎文区德润学校

田睿恒　　潍坊市奎文区德润学校

田宇皓　　潍坊新华中学

王静雯　　潍坊市潍城区军埠口综合项目区中学

张颢云　　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

姜昊阳　　山东省潍坊第八中学

牟筱珂　　潍坊市寒亭区实验中学

刘东琰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中心学校

范怡然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王咨涵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张琬琦　　诸城市明德学校

窦欣惠　　寿光市文家中学

刘宜韵　　昌邑市卜庄镇初级中学

谢嘉恒　　昌邑潍水学校

李俊豪　　昌邑市凤鸣学校

陈冠宇　　昌邑市峻青中学

王誉霖　　昌乐县宝通中学

鲍平安　　昌乐齐都实验学校

魏煜欣　　临朐县龙泉中学

郭梦瑶　　潍坊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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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赵宇翔　　潍坊市奎文区德润学校

张家宁　　潍坊市奎文区德润学校

王浩然　　潍坊市潍城区军埠口综合项目中学

高一文　　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

王琳嘉　　山东省潍坊第八中学

刘炎欣　　山东省潍坊第八中学

陈昱航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中心学校

李序言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中心学校

曹景珺　　潍坊东辰育英中学

孙艺函　　潍坊市寒亭区第一中学

王雅雯　　诸城市明德学校

赵敏含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陈慧欣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尹一诺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赵悦彤　　寿光市文家中学

付允骋　　昌邑市凤鸣学校

常永琦　　昌邑市奎聚街道奎聚中学

尹昕婧　　昌邑市育新学校

魏国志　　昌邑市育秀学校

董慧琳　　昌乐齐都实验学校

臧梓涵　　昌乐县宝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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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汶　　昌乐县宝通中学

刘浩宇　　昌乐齐都实验学校

祝鑫瑶　　昌乐县营丘镇中学

丁思文　　临朐县龙泉中学

马一丹　　临朐县龙泉中学

高心悦　　潍坊实验中学

李佳祺　　潍坊实验中学

邱筱雅　　潍坊实验中学

李鸿硕　　潍坊实验中学

三等奖

张俊龙　　潍坊市奎文区德润学校

姜昱希　　潍坊市奎文区德润学校

牛邦栋　　潍坊市奎文区德润学校

韩雨芯　　潍坊市奎文区德润学校

阚　宇　　潍坊新华中学

王悦璂　　潍坊新华中学

何中毓　　潍坊新华中学

张瑞欣　　潍坊市潍城区乐埠山生态经济发展区中学

孙艺涵　　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

张静雯　　山东省潍坊第八中学

赵诗雨　　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中心学校

冯文琪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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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雅敏　　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中心学校

姜慧颖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中心学校

于家禾　　潍坊市寒亭区实验中学

孙易楠　　潍坊文华学校

张洹溪　　潍坊文华学校

刘洁霓　　诸城市明德学校

房轩如　　诸城市明德学校

郑惠予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李昊泽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韩奉润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王家涵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靳美琪　　寿光市文家中学

钱晓晨　　寿光市文家中学

桑月明　　寿光市文家中学

朱昱霖　　寿光市文家中学

于晓欢　　昌邑市饮马镇饮马学校

史蓥富　　昌邑市奎聚街道奎聚中学

孙正宇　　昌邑市围子初级中学

孙金烁　　昌邑潍水学校

谭玉颖　　昌邑市卜庄镇夏店学校

王康宁　　昌邑市实验中学

李金龙　　昌乐县营丘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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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雪　　昌乐县宝通中学

张晓彤　　昌乐县宝通中学

吴晨曦　　昌乐县宝通中学

刘瑛琰　　昌乐齐都实验学校

李佳林　　昌乐齐都实验学校

苏娅轩　　临朐县龙泉中学

李俊阳　　临朐县龙泉中学

马子晴　　临朐县龙泉中学

魏君如　　临朐县龙泉中学

杨可欣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海学校

栾晟楠　　潍坊歌尔学校

王宏源　　潍坊歌尔学校

张赫凡　　潍坊歌尔学校

亓煦阳　　潍坊实验中学

翟晨阳　　潍坊实验中学

卜思凡　　潍坊实验中学

高中组

一等奖

刘香君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孙晓彤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郭椿琳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莫　非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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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璇　　昌邑市文山中学

毕文睿　　昌邑市第一中学

张耀心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王鹏林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二等奖

腾康宁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曹心怡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宋梓童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常凌涵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孙晨景　　昌邑市第一中学

姜佳仪　　昌邑市文山中学

耿祥慧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宋　词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钟延慧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李文敏　　潍坊实验中学

三等奖

孟浩君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于承成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商峻豪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孟祥鑫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闫韶珂　　昌邑市第一中学

王岳泽　　昌邑市文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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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懿萌　　昌邑市第一中学

杨含华　　昌邑市第一中学

张淑涵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冯浩然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刘紫阳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刘艳红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蔡景豪　　潍坊实验中学

刘子钏　　潍坊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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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２０２１ “青年友好城市” 全市青少年征文活动

优秀辅导教师名单

刘红霞　　潍坊市奎文区德润学校

宿宝玉　　潍坊新华中学

王路平　　潍坊市潍城区西关街办中心小学

周升莲　　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

郑晓云　　潍坊市潍城区芙蓉小学

陈晓娜　　潍坊市潍城区月河路小学

卜祥群　　潍坊市潍城区军埠口综合项目中学

李　霞　　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

刘星丽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钟文虹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韩杰英　　潍坊经济区英才学校

杨淑惠　　潍坊市寒亭区明德学校

李　敏　　潍坊市寒亭区新阳光小学

姜亚文　　潍坊市寒亭区实验小学

周　宁　　潍坊市寒亭区河西学校

徐民芳　　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张家埠小学

张金凤　　潍坊市寒亭区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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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艳霞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中心学校

赵常敏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宋丽丽　　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赵军华　　诸城市明德学校

王方方　　寿光市实验中学

白永芹　　寿光市文家中学

王桂芹　　安丘市青云山小学

付容花　　昌邑市围子街道围子小学

王金玲　　昌邑潍水学校

徐伟娜　　昌邑市卜庄镇初级中学

王燕飞　　昌邑市凤鸣学校

孙临军　　昌邑市峻青中学

闫新超　　昌邑市文山中学

沈子芳　　昌邑市第一中学

腾树昌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程文法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李荣华　　昌乐县古城小学

藤宏芹　　昌乐县营丘镇河头小学

刘晓晗　　昌乐县宝通中学

肖　丽　　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永梅　　昌乐齐都实验学校

王薇嘉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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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蓓蓓　　临朐县城关街道魏家庄小学

马晓枫　　临朐县龙泉中学

李　波　　潍坊歌尔学校

秦淑珍　　潍坊实验中学

董友军　　潍坊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姜连光　　潍坊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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