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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高考喜报
鲲鹏久有凌云志袁硕果飘香又一年遥 2019年袁团结奋进的华星人秉

承着野严格科学关爱冶的管理理念尧践行着野学引用清冶高效课堂的教学思
想尧坚持着野爱国主义尧感恩教育冶的育人精神袁向关心安徽华星学校发展
的无为人民交上一份精彩答卷遥 2019届高考袁我校再创辉煌浴 我校今年
参加高考应届总人数 1045人袁在全体华星人的努力下袁实现了历史性
的突破院

亮点一：一本达线 230人袁 本科以上达线 795人袁 本科达线率
76.1%遥

亮点二：艺体本科双达线 129人袁达线率高达 97%遥 实现历史性
突破遥

亮点三：我校今年理科最高分 623分袁全省排名 4574名袁文科最
高分为 614分袁全省排名 1140名遥

亮点四：学生提升程度大袁本届学生中考被我校录取 600分以下占
学生总数 89.6%袁500分以下占学生总数 31.3%袁真正实现低进高出浴

特此祝贺！并向 2019届高三年级全体老师致敬！向一直以来关心我
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社会各界友好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江北名郡，代出英才；华星学子，再谱华章！



6月 17日，一个特别的星期一。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
星红旗又一次升起在华星学校上空。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同学
迎来了他们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升旗仪式，也是极具纪念
意义的一次升旗仪式。

本次升旗仪式由六年级同学担任，升旗手、护旗手、主持
人满含深情，最后一次将这面满载着成长荣耀的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同学们用朗诵感谢母校，感恩母校教育之恩。

六年前的九月，同学们带着迷茫和憧憬投入母校的怀
抱；六年后的今天，这群羽翼初丰的小鸟即将飞行；六年的母
校情，如浓郁的香茗沉淀心头历久弥香。忘不了，困惑时，老
师那一句句谆谆教诲；忘不了，摔倒时，同学那一双双援助之
手；忘不了，失败时，老师那一道道鼓励目光；忘不了，成功
时，同学那一阵阵热烈鼓掌……

紧接着初小部校长韩承罗讲话，他希望孩子们今后无论
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做诚实的真人，
树立远大的理想，承载起勇敢的担当，为远大前程而奋斗。最
后，祝他们度过一个愉快而又充实的暑假，亦祝今后的学习
生活一帆风顺、学业有成。

你们即将离开生活了六年的小学校园，你们就要和母校

及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告别，开始人生的新一个里程。
在这里，母校向你们真诚地道一声———
翔宇鸾娃，奔跑吧，美好的未来期待你去创造！
翔宇鸾娃，起舞吧，广袤的天空任由你去翱翔！

渊小学部 潘婷冤

毕业季：梦想与五星红旗齐飘扬
要要要六年级毕业季最后一次升旗仪式

为了培养孩子合理消费的观
念，6月 17日小学部开展了义卖
活动，在活动中，孩子们懂得了如
何合理规划自己的零用钱。

活动前期，各班级同学就在
班主任的带领下自制精美宣传销
售海报，设计标签和物品摆放的
位置。活动现场，一张张海报、一
条条横幅成为了吸引顾客的好帮
手。

活动终于开始了！放眼望去，
一个个班级商店摆满了各式各
样、花花绿绿的物品。人头攒动，
原本寂静的小学部一下子沸腾起

来，一张张醒目的义卖海报引入
眼帘，一声声叫卖飞入耳畔。孩子
们不仅无偿捐出了自己的物品，
更实在活动中积极奔走于各个
“店铺”，参与爱心义卖，共享活动
的乐趣。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张张
灿烂的笑脸。爱的味道，洋溢着整
个校园！

通过义卖活动，让孩子们明
白挣钱的乐趣，也更能够体谅父
母的辛苦，从而更加努力学习！

渊小学部 潘婷冤

童心如暖阳———小学部开展义卖活动

传承经典、品味名篇，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让学生在阅读和表达中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本着呵护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每一名
学生都成为“朗读者”，六月份，华星学
校初中部七八年级于多功能厅举办以
“梦想”为主题的朗读者比赛活动。

本次比赛由七年级伍文龙同学与
侯天灿同学，八年级王朝同学和李洁同
学担任主持人，语文老师担任本次比赛
的评委。随着两位主
持人宣布本次朗读者
比赛开始，台下开始
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参赛选手逐一登台展
示，配合着或悠扬轻
柔或慷慨激昂的的音
乐，选手们将自己的
实力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来。每位参赛选手
都精神饱满、感情充
沛，将自己最好的一
面展现在在场师生面
前，他们富有感染力

的朗读打动了评委和在场师生，将现场
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赢得了观众
的一阵阵掌声。

在选手逐一登台朗读之后，初一年
级主任卜义忠与初年级主任李俊分别
就选手的精彩朗读进行点评，对选手的
表现给予肯定。鼓励同学们要积极参与
这种活动，努力学习，争做一名优秀的
朗读者！

渊初中部 朱齐飞冤

让梦想在朗读中闪光
要要要记初中部朗读者比赛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专业技能基本功，
同时也为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和教学业务能力的提
高，6月 2日下午，我校各级部组织所有学科任课教师
进行教师业务能力测试活动。

本次考试由学校教研中心统一组织，精心出题，严
格监考，集中阅卷。考试内容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九个科目，均采用闭卷
方式进行。考试试题以 2019年中高考模拟题为主，兼
有新课改理念、教学大纲及中高考考纲相关内容，重点
考察教师对学科专业知识的掌握，对新课改理念的理
解。考试监考由校领导和教研中心主任亲自监考，考场
上教师们全神贯注，认真答题，整个考试过程考风严
肃，秩序井然。

教师业务能力测试是狠抓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
措之一，对于督促教师学习业务知识、研究学科试题、
提高业务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次活动营造了奋发
向上、不断进取的学习氛围，促使教师勤练“内功”，加

强理论学习和教学研究，不断夯实专业知识，为学校打
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也为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的稳步提升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渊教研中心 徐新强冤

以考为鉴,以考促学,以考促教
我校积极开展教师业务能力测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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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牵动亿万国人心跳的大事，在这个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前进奋战的孩子，需要好的后援。不管你
来自哪里，将去何方，在华星，我们都是一家人。

2019年 6月 7日，这是一个闪亮的日子！万众瞩目
的高考顺利拉开序幕，安徽华星学校隆重举行 2019高
考送考仪式，期待学子们与母校一起，创造再一次辉煌！
仪式在胡新苗校长宣布“出发！”中拉开了帷幕。学

校千余人乘坐 16辆大巴车，由警车开道缓缓驶出校
门。壮行仪式上，全体高三教师、送行的家长们高举右
拳为高三学子加油、鼓劲、呐喊助威，全体高三教师服
饰统一、队列整齐。校领导精心组织，特意定制了一套
送考服装，所有教师身着红色 T恤，寓意开门红。

又是一年高考时，高三学子，祝你金榜题名！高三
同学，祝你一路顺风…… 渊校办冤

高考首日
看“最美送考人”守护莘莘学子

6月 4日上午，晴空万里。华星的骄阳似乎也懂事般地悄悄
退去，为初高三学子送来丝丝凉意。在距 2019年高考仅有 圆天
的日子，这一天早上 6:40分，在学校操场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
的文化大餐，“激情六月”文艺汇演如期开演，这是一场为初、高
三毕业班学子送祝福，为 2019届初、高三加油助威的全校联欢，
这场演出更是出征 2019届初高考的誓师大会。

演出在《鼓舞飞扬》的激情中拉开帷幕，精彩的舞蹈跳出了
青春的旋律。首先是胡新苗校长给初、高三毕业生们送来祝福，
在校长的激励鼓舞之下，同学们都激动不已，掌声不断。紧接着
由小学部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拉丁舞》以及少儿舞蹈《中华美
德永流传》，初中部带来让人捧腹大笑的小品《那年的芳华》和高
中部送来话剧《新白娘子传奇》及小品《吃面》，校合唱团演唱了
《我的未来不是梦》，声如天籁。整场节目，多姿多彩，妙趣横生，
为绚丽的舞台带来别样的精彩，激起现场初高三学子的强烈共
鸣。压轴节目是初高三教师代表上台为同学们带来歌曲《真心英
雄》，并引发台上台下大合唱。

节目的最后，献上束束鲜花，承载着学子们对亦师亦友的老
师们不辞辛劳，用汗水，用智慧点燃学子们希望的感恩和感激。

相信在 2019届毕业班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在“一不怕苦、二
不怕累、风雨同舟、追求卓越”的华星精神的感召下，2019届中
高考必将再创辉煌！ 渊校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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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老师 燕雨佳

才如江海始壮，腹有诗书
自华。本就清新脱俗，一经浩瀚
才气衬托，便更显温文尔雅，才
情横溢，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
好老师，上课严肃认真却又不
失一份活泼与亲切。我们在她
精心的指导下，都有了很大的
进步。她就是我们亲爱的语文
老师———燕雨佳老师。

她是一位集智慧与美貌于
一身的地理学者，又是一位细
心、耐心、责任心兼备的老师。教
学中她严厉不失风趣，温柔不失
果断，她教给我们知识，丰富了
我们的阅历，引导了我们的成
长。她如同四月天，温柔细腻，她
就是我们具有独特魅力的地理
老师———陈桂凤老师。

课上，她生动有趣地教学方式深受同学们的喜爱，课下，她认
真地帮助同学们解答疑难的态度深受的同学们的赞扬，她是我们
的政治老师，也是我们知心的大姐姐。她就是我们大方优雅的政
治老师———刘红老师。

地理老师 陈桂凤

班级介绍院
这，是一个好学上进的班级。他们不畏

坎坷崎岖，以勤为径；他们不惧艰难挫折，以
苦作舟。他们，俨然好学，崇实去浮。

这，是一个团结合作的班级。他们相互
鼓励，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他们始终相信，
这里，是成功的摇篮，

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班级。他们中有
的擅长演讲，在舞台上侃侃而谈，指点江山；
有的长于辩论，在辩论赛上唇枪舌剑，谈笑
风生；有的精于体育，在球场上身影矫健，虎
虎生气。

这，就是高一（3）班，一个前途似锦的班
级，一个拥有 36名女生、24名男生共 60个
无悔青春的班级。让我们，祝福他们，明天会
更好！
班级核心院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
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
吞吴。
班训院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班级口号院

文安天下，武定江山，才雄兼备，唯我
三班

班主任寄语院
尊重生命，感悟自然，明辨是非，
注意细节，享受成长快乐；
学会审美，学会宽容，学会感恩，
学会思考，领悟完美人生。

班主任 鲍书鹏

高一（3）班简介

我们奉信院
天道酬勤 厚积薄发！

我们谨记院
文明、感恩、自强不息！

我们的化学老师是一位美丽
善良，性格和蔼的老师，她的课堂
幽默风趣，每位同学都认真听讲
着。在讲台上挥洒汗水的英姿铭
记在每一位同学的心中。请老师
放心，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学
好化学，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老
师的付出！

我们的英语老师———赵老师是一
位美丽的漂亮大姐姐，一头长长的头
发，大大的眼睛亮闪闪的，说着流利的
英文。老师有着甜甜的嗓音，无时无刻
不在关心着我们这群调皮的孩子，我们
喜欢上英语课，英语课给我们一种紧

张、激烈的比赛气氛。让
我们时刻在进步着。

班级介绍院
扬起拼搏的风帆，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
张开腾飞的翅膀，搏击广袤浩瀚的长空
在生命中，最闪亮的年纪，我们走到了一起。是源于对知识的渴求，

是生于对梦想的憧憬，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但是我们都拥有一个同样的
梦。同一个家，我们的家就是 906班。在这最后的时光里，我们必当团结
奋进，努力拼搏，我们是新时代的骄傲，我们必当和祖国共同成长。

班主任寄语院
共同的目标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温

馨的友谊让我们亲如一家；执着的追求
让我们快乐出发。意气风发，永不言败，
是成长道路上我们不变的风采；团结奋
进，共创辉煌，是奋斗历程中我们豪迈的
誓言。同学们，让我们为美好的未来共同
努力吧！

班主任 王高峰

她，是我们的心灵鸡
汤———语文老师吴娟。作为老
师，她从不马虎，课上她是我们
敬畏的老师；课下她是和我们
爱开玩笑的大姐姐。她用幽默
活泼、富有激情的讲课征服了
我们。因为吴娟老师，我们也更
爱语文了，我们正努力地跟着
她的步伐向前奔跑！

1园员班简介

班级介绍院
32个可爱的生命如花儿般绚烂，32颗善良的心慢慢地

交融在一起。可爱、聪明都是他们的代名词。花儿一样的他们
在华星这个大家庭里健康茁壮成长，每一滴阳光雨露都滋润
着他们。他们欢唱、他们舞蹈，歌颂这里的一切，他们要把健
康的体魄，顽强的精神、团结友好的风尚表现出来。

班主任寄语院
希望你们独立、进

取、团结、有爱，永怀感
恩之心。

班级口号院
一零一班 不畏艰难 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
团结友爱 自信自强 爱国荣校 争立功劳
班 训院
团结 友爱 勤奋 进取

女生的生活老师范老师，是我们的妈妈。清晨我们
刚醒时，范老师早已忙碌半天；中午午睡时，范老师从
不离开我们；深夜里也总是能看到她忙碌的背影。小小
的身躯积蓄了强大的力量。我们爱她，我们永远爱她！

男生生活老师张老师是一位以严格和关爱相结合
管理的老师。生活中她对孩子们一丝不苟，每天清晨早
起的是她，陪伴孩子们吃饭的是她;看着孩子们睡觉的
是她，让我们对她说声谢谢吧！张妈妈，谢谢您的付出，
我们爱您!

这是一群班级里的小小助手们。班长石雨凡，是
我们班级的小小领头羊；清洁委员徐东东、梁馨雅是
我们班级的小小卫生监督员；语文课代表陈妍是语
文老师的得力助手；数学课代表方雅宁、何晓宇是数
学老师的最佳左右手。正是有了这群小可爱们的辛
勤付出，101班才能越来越优秀。

班干部

生活老师院
范兴梅 张玉琴

班主任 陈 静

906班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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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老师 尹凡凡

语文老师 吴 娟

英语老师 赵玮

政治老师 刘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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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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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过 475 531 一本 松陵一中
龚昊 495 501 一本 无为三中
钟晶晶 504 514 一本 洪巷中心校
敖欣雨 505 500 一本 郑州市郑东新区九年制实验
吕云飞 523 507 一本 建国初中
陈志宏 528 499 一本 无为二中
陈海情 529 520 一本 建国初中
柳伟锋 530 509 一本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魏志峰 539 511 一本 无为二中
王杰 548 544 一本 白茆中心校
周雨倩 548 538 一本 成功学校
谌伟展 555 526 一本 实验中学
谈凯 556 505 一本 安师大附外
洪亚洲 557 515 一本 土桥初中
燕无霜 560 553 一本 实验中学
徐鹏 564 533 一本 三十三中
张晨欣 573 565 一本 马鞍山八中
潘祥瑞 578 584 一本 南瑞实验学校
聂鑫 582 580 一本 含山二中
谢心雨 587 499 一本 六洲初中
钱耀瑞 588 505 一本 陡沟中心校
宫宇 590 543 一本 无为三中
洪志文 595 557 一本 马桥中学
何帆 596 562 一本 姑溪初中
李明祥 391 459 本科 武汉市钢城七中
陶胜健 403 451 本科 天景山中学
朱丽 447 512 本科 奔牛初级中学
刘志浩 452 504 本科 长岗中学
沐俊 462 513 本科 坝镇中心校
水翔 463 455 本科 人大附中
陈力 466 427 本科 阳澄湖中学
宋宇飞 491 462 本科 虹桥学校
杨文涛 491 443 本科 开城中心校
季海生 493 486 本科 石涧中学
邢玉莹 497 426 本科 鹤毛中心校
裴娇娇 499 528 本科 土桥初中
江舒怡 499 504 本科 蜀山学校
吴宣 500 431 本科 高沟中心校
张彬彬 501 492 本科 忠台初中
苏明辉 503 513 本科 土桥初中
马超 504 450 本科 湖陇初中
付嘉禄 505 516 本科 含山一中
陈楠 509 511 本科 无为三中
张萍 510 428 本科 城郊中心校
马周珠 511 513 本科 昆山中心校
朱孝意 511 454 本科 三溪初中
吴宇骏 512 541 本科 白茆中心校
于永胜 514 432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赵如梦 516 508 本科 无为三中
季文辉 517 495 本科 城郊中心校
刘勇 518 431 本科 罗埠学校
汪亮亮 520 545 本科 仙城中学
汪舰 520 489 本科 牛埠中心校
代静 520 460 本科 湖陇初中
刘杰 522 464 本科 石涧中学
杨金龙 522 458 本科 华星学校
姜锐 522 440 本科 三溪初中
程志航 523 507 本科 昆山中心校
陈尔东 523 439 本科 石涧中学
徐昭 525 480 本科 土桥初中
郑锋 528 477 本科 六洲初中
毕友山 530 457 本科 黄山寺学校
郭兴龙 530 454 本科 无为三中
聂力 530 440 本科 实验中学
王昕 531 440 本科 昆山中心校
王星月 533 438 本科 城郊中心校
张雨 534.5 513 本科 吴汝纶公学
王波 535 491 本科 新沟初中
钱成 535 488 本科 三溪初中
徐丽娟 535 479 本科 昆山中心校
范志成 536 457 本科 含山一中
高弘毅 536 432 本科 马鞍山市八中
李聪 536 426 本科 黄山外国语学校
汪颖琪 537 440 本科 马鞍山七中
张宇 538 483 本科 南瑞实验学校
余水 538 473 本科 西埠中学
丁继鹏 539 467 本科 马鞍山市八中
李志成 539 446 本科 长城中学
汤铭 539 426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汪雨 539.5 463 本科 江苏南通石港中学
冯龙祥 541 469 本科 成功学校

章雨珠 468 538 一本 塘沽五中
姓 名 中考 高考 类别 毕业学校

现学校有小学部尧初中部尧高中部学生数共 4500人袁80个教学班袁在职教师 300人袁近三年来袁高考本
科达线率均为 70%以上袁2019届高考本科达线率 76.1%遥 现面向芜湖地区招收各年级新生袁详情如下遥

热烈祝贺中考总分 600分以下的学生高考达线！

谢婷娣 545 441 本科 昆山中心校
刘梅婷 549 490 本科 白茆中心校
何翔 550 508 本科 清水中学
俞田龙 551 445 本科 华星学校
夏汉坤 552 480 本科 无为三中
巫辛子 554 523 本科 姚沟中心校
肖宏亮 554 495 本科 高沟中心校
魏子淳 555 519 本科 马鞍山市八中
季业 556 432 本科 白茆中心校
沐雨宣 557 464 本科 马鞍山七中
陈雨 559 472 本科 张郝学校
傅镇涛 559 445 本科 梅渚中学
竹自立 559 435 本科 无为三中
陈杰 560 509 本科 博望初中
李浩 561 472 本科 马鞍山一中
王辉 562 533 本科 善瑞中学
万年鑫 563 430 本科 雍南初中
程浩 564 507 本科 蓬朗中学
夏伟 564 465 本科 万春中学
王建峰 564 440 本科 实验中学
卢涵 565 513 本科 太白一中
马欣怡 565 426 本科 实验中学
陈梦妍 566 536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王大展 566 486 本科 城区中心校
魏昌春 568 523 本科 赵坝初中
孙懿歆 570 510 本科 成功学校
俞春勇 570 477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程龙 571 484 本科 石涧中学
于涛 571 475 本科 无为三中
王潇洒 572 451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涂文婧 573 481 本科 保安初中
高思源 574 539 本科 四十二中
张绍鹤 575 456 本科 博望初中
肖健康 576 484 本科 无锡前洲中学
费云龙 576 456 本科 马鞍山成功学校
吴诚俊 577 486 本科 阳光学校
陈鹏 577 486 本科 马鞍山七中
李媛媛 578 459 本科 土桥初中
管婷婷 580 493 本科 白茆中心校
凌华云 580 455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许方超 582 537 本科 华星学校
张益鹏 582 464 本科 马鞍山市八中
范晓文 582 430 本科 马鞍山市八中
肖益东 583 444 本科 二坝中心校
沈晗 584 446 本科 护河初中
吴叶顺 584 446 本科 无为实验中学
陶睿鹏 584 444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王胜利 584 439 本科 昆山中心校
王宇 584 438 本科 五显中学
王诚 585 477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张子贤 585 445 本科 马鞍山第七中学
张敏 586 516 本科 黄池中学
李星宇 586 504 本科 华星学校
邹杨 586 465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季祥磊 586 451 本科 姑溪初中
徐立辰 586 432 本科 博望初中
甘淑婷 588 514 本科 博望初级中学
戴雪妮 588 513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杨苏安 588 432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赵谦禹 589 531 本科 含山一中
沈新国 589 470 本科 建中学校
周国海 589 437 本科 郎溪二中
张雨婷 590 451 本科 大陇初中
陈云翔 590 438 本科 新博初中
贾宏旭 591 546 本科 马鞍山七中
张阿楠 591 538 本科 马鞍山阳光学校
王旭 591 471 本科 博望初中
刘庆阳 592 478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高龙 594 504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丁静 594 470 本科 华星学校
邵佳 595 533 本科 市八中
陈宇航 595 460 本科 当涂县新知学校
沈朝安 595 449 本科 当涂县新知学校
任仕成 596 460 本科 华星学校
田发颖 596 436 本科 雍南初中
朱秀豪 598 481 本科 博望中学
江勇 599 487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尹文涛 599 439 本科 中加双语学校

沈月 545 488 本科 实验中学

姓 名 中考 高考 类别 毕业学校

陈子惠 544 517 本科 繁昌县第三中学

邵云天 541 450 本科 成功学校
顾成龙 543 494 本科 罗埠中学
沙润知 543 447 本科 无为三中

赵译笛 585 469 中加双语学校
孙子怡 520 466 无为三中
杨俊 556 455 中加双语学校
魏振宇 463 453 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
陈晓龙 518 447 华星学校
程龙飞 563 435 中加双语学校
伍星 508 434 安徽中加学校
何宇龙 444 434 巢湖二中
翟学洋 455 433 槐林中心学校
倪婷 540 432 白茆中心校
汪浩 586 432 中加双语学校
刘畅 559 432 中加双语学校
鲁耀 589 431 马鞍山市八中
晏韦 567 430 中加双语学校
林森 512 425 六店初中
刘坤宇 532 425 无为二中
万文韬 517 423 中加双语学校

杨瑞翔 543 397 中加双语学校
唐浩东 561 396 二中实验学校
尚霆耀 584 394 中加双语学校
梁谦谦 461 392 中加双语学校
王欣悦 574 392 马鞍山市八中
雍慧 505 392 马鞍山市八中
安晨龙 502 392 中加双语学校
胡蕾 586 391 马鞍山市八中
段付鹏 524 390 中加双语学校
何正捷 497 388 中加双语学校
范梦冉 492 388 实验中学
朱思敏 531 386 中加双语学校
高勇飞 557 386 中加双语学校
张宇浩 479 386 中加双语学校
孙俊夔 482 386 中加双语学校
方本娜 542 384 中加双语学校
张唯一 558 383 古楼初中
朱迅 476 380 姑溪初中
张笑荠 554 379 中加双语学校
王天逸 462 379 建中学校
许文科 478 379 上海市闵行区诸翟中学
高升 527 378 中加双语学校
侯蕾 486 376 中加双语学校
毕宇晨 533 374 建中学校
周俊 491 374 华星学校
朱志伟 495 371 中加双语学校
张露 506 365 陡沟中心校
李健 453 365 中加双语学校
许欣茹 495 364 中加双语学校
程凯仪 440 363 中加双语学校
何小海 494 361 中加双语学校
章楚峰 532 361 建中学校
李俊园 536 358 华星学校
张倩倩 506 355 中加双语学校
吕安奇 500 347 成功学校
程毅 597 343 建中学校
钱益凡 551 340 中加双语学校
曹润 570 332 中加双语学校
夏浩 494 327 福路初中
王雨薇 559 316 建中学校
雍家骏 562 309 汤沟中心校

刘德玄 458 490 和县三中

潘敏慧 550 422 中加双语学校
鲍灿 547 422 当涂县姑溪初中
肖语 548 420 当涂县红心初中
刘晨晨 584 420 中加双语学校
郭为萍 459 418 马鞍山市八中
吴帮泽 519 417 吴镇中学
王琴 492 415 汪田学校
李佳慧 536 412 中加双语学校
何福泉 530 409 实验中学
罗奕然 583 407 成功学校
吴莹 596 406 中加双语学校
黄静静 446 405 马鞍山七中
蒋文涛 535 404 华星学校
胡梦娜 489 403 马鞍山第八中学
易博达 500 401 建中学校

张金玲 587 495 马鞍山二中实验学校
姓 名 中考 高考 毕业学校

文 化 类 本 科 艺 术 类（双达线）

安 徽 华 星 学 校 现 状

http://www.ahhx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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