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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姓名 学校 

Afghanistan 卢翊安 佛山市顺德区德胜学校 

Azerbaijan 孟桂年 佛山市顺德区德胜学校 

Bulgaria 梁帅轩 佛山市顺德区德胜学校 

China 李碧婵 佛山市顺德区德胜学校 

Costa Rica 朱美璇 佛山市顺德区德胜学校 

Denmark 罗欣信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Thailand 邓观兰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France 刘思怡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India 欧阳毅文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Jordan 梁嘉欣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Kenya 黄琛儒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Liberia 欧阳雅丽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Mali 黄燕清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Mexico 罗倩钰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Mozambique 梁智淳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Netherlands 朱玉雯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Nicaragua 闫建冰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Nigeria 黄婷芝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Norway 张钰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Philippines 左嘉楹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Sudan 李玥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Zimbabwe 林锐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Turkey 曾昭文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Albania 姚抒怡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Bangladesh 廖城志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Burundi 谢涵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Algeria 许秋萍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Cambodia 黄帅为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Croatia 梁依杰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Russian Federation 叶韵青 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Eritrea 周婉萱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Gabon 张明明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Viet Nam 彭宗翰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Indonesia 周皓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Japan 陈文蔚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Kazakhstan 何嘉莹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Kuwait 彭希贤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Libya 冯志轩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South Africa 叶文皓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Argentina 刘诗婷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Belarus 许嘉欣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Armenia 李芊妍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Cameroon 王思琦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Cuba 赵芳菲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Dominica 黄正欣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Peru 李毓华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Senegal 李彦晴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Iran 陈瑾彤 广州市真光中学 

Kyrgyzstan 蔡凤仪 广州市真光中学 

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方嘉培 广州市荔湾区真光中学 

Mongolia 邹扬 广州市真光中学 

Myanmar 张可悦 广州市真光中学 

Honduras 刘芷颖 广州市真光中学 

Iraq 许诺 广州市真光中学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戚伟鹏 广州市真光中学 

New Zealand 李欣予 广州市真光中学 

Germany 陈靖瑶 广州市真光中学 

Ghana 黄锦洋 广州市培英中学 

Hungary 谢思旖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Ireland 陈靖林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Madagascar 张诗蕊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Pakistan 郭颖偲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Botswana 余评秋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Canada 杨思远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林昕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Cyprus 张遥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Dominican Republic 陈逸彬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Israel 邓柏茵 广州中学 

Latvia 刘舒艺 韶关市第一中学 

Brazil 冯晗 韶关市一中 

Chad 苏俊霖 韶关市第一中学 

Ecuador 王文睿 韶关市第一中学 

Estonia 余子健 韶关市第一中学 

Greece 彭圣华 韶关市第一中学 

Italy 潘琛怡 韶关市第一中学 

Morocco 刘郅杰 韶关市第一中学 

Guatemala 肖璇 韶关市第一中学 

Malaysia 梁永乐 韶关市第一中学 

Namibia 郑鸿虹 韶关市第一中学 

Niger 赵蔚婷 韶关市第一中学 

Austria 谢善钧 韶关市第一中学 



Belgium 徐毅宁 韶关市第一中学 

Chile 陆文慧 韶关市第一中学 

Comoros 刘思妤 韶关市第一中学 

Czech Republic 陈雯 韶关市第一中学 

Egypt 谢一鸣 韶关市第一中学 

Ethiopia 周群锋 西关外国语学校 

Finland 王海宇 珠海市第二中学 

Poland 朱志刚 珠海市第二中学 

Iceland 徐靖茜 珠海市第二中学 

Jamaica 俞鹏彬 珠海市第二中学 

Australia 龚丹妮 珠海市第二中学 

Republic of Korea 黄诗婷 珠海市第二中学 

Colombia 卢艺葆 珠海市第二中学 

Congo 林浩 珠海市第二中学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黄灏然 珠海市第二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