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CKC 全国纵横汉字输入大奖赛 

决赛名单 

2018 年 CKC 全国纵横汉字输入大奖赛的网络比赛已经完美结束，在各赛区精心组织下，

选手们比出了成绩、赛出了水平。根据网络比赛的结果，大赛组委会决定参加冠亚军决赛的名

单如下。本次决赛依然通过网络进行，决赛时间：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15:00。请各

参赛单位通知选手，继续练习，争取赛出每人最高水平。 

序号 编号 姓名 赛区 组别 

1 110101 卢心远 江苏省 小学 1 组 

2 110103 丁婧雯 江苏省 小学 1 组 

3 110102 夏铭泽 江苏省 小学 1 组 

4 110201 鞠雨霖 江苏省 小学 2 组 

5 110202 苏  蕊 江苏省 小学 2 组 

6 110203 洪艳萍 江苏省 小学 2 组 

7 110206 曹苏宁 江苏省 小学 2 组 

8 110204 任俊杰 江苏省 小学 2 组 

9 110302 江  月 江苏省 中学组 

10 110304 俞舜尧 江苏省 中学组 

11 110301 安景婕 江苏省 中学组 

12 110306 潘  一 江苏省 中学组 

13 110305 王  鲲 江苏省 中学组 

14 110307 方怡文 江苏省 中学组 

15 110303 高  睿 江苏省 中学组 

16 120304 顾佳慧 上海市 中学组 



17 110402 宋林丹 江苏省 职校组 

18 110401 张佳婷 江苏省 职校组 

19 110406 封旺旺 江苏省 职校组 

20 100403 杨佳川 北京市 职校组 

21 110403 王薪茹 江苏省 职校组 

22 110404 高天凤 江苏省 职校组 

23 110502 许  晨 江苏省 大学组 

24 110503 王新程 江苏省 大学组 

25 110501 孙  昊 江苏省 大学组 

26 100502 陈淑娴（广东） 北京市 大学组 

27 100501 黄少汶 广东省 大学组 

28 250501 黄晓茜 广东 大学组 

29 151502 卡米力.吐尔松 新疆教育学院 大学组(少数民族) 

参加青年组(少数民族) 

30 151506 古再丽努尔罕·如则托合提 新疆教育学院 大学组(少数民族) 

参加青年组(少数民族) 

31 130701 韦婷婷 苏州电脑基金会 青年组 

32 110701 高菁惠 江苏省 青年组 

33 210703 石伟烨 广东 青年组 

34 210701 李云 广东 青年组 

35 120702 蔡银珂 上海市 青年组 

36 120701 戴怡婕 上海市 青年组 

37 190703 杨  虎 山西 青年组 



38 151706 阿里木别克·阿布都热和曼 新疆教育学院 青年组(少数民族) 

39 151707 马丽江 新疆教育学院 青年组(少数民族) 

40 151710 迪力夏提.吐尔逊阿力 新疆教育学院 青年组(少数民族) 

41 151702 古丽妮尕尔·阿不都卡得 新疆教育学院 青年组(少数民族) 

42 151705 马依努尔.玉斯普 新疆教育学院 青年组(少数民族) 

43 201701 马合热孜·哈依尔别克 新疆伊犁师范 青年组(少数民族) 

44 110801 高  飞 江苏省 中年组 

45 100801 邓春玲 北京市 中年组 

46 130802 金  英 苏州电脑基金会 中年组 

47 100802 刘俊仙 北京市 中年组 

48 110802 周加富 江苏省 中年组 

49 130801 汤逸倩 苏州电脑基金会 中年组 

50 100902 孙桂金 北京市 老年组 

51 100904 黄力原 北京市 老年组 

52 100901 徐素梅 北京市 老年组 

53 100903 董志红 北京市 老年组 

54 131002 姚  萍 苏州电脑基金会 教师组 

55 131001 刘关月 苏州电脑基金会 教师组 

56 101002 高爱花 北京市 教师组 

57 101005 张爱红 北京市 教师组 

58 101004 刘丙敬 北京市 教师组 

59 101001 杨利清 北京市 教师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