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 荣 榜 
热烈祝贺 2010 年中考同学/插班考英才学生/家长 

考取一流中学 迈出英才第一步  

(2010.10.05 ... 讯)(根据同学/家长向学校报喜情况录入) 
学生名 父母名 学生名 父母名 学生名 父母名 学生名 父母名 

罗子扬 黄波   罗学红 欧阳筱隽 欧阳巍 陈红梅 程  澄 刁晴晖 谭颖娜 Alvina 罗瑞玲 谭月洪 

霍文清 霍林海 冯艳珍 彭昀凯 彭晓江  沈彬 朱芳贤 曹霞  朱岩 黄露宜 Angela 黄力居 

张孟珂 张培政 宋嘉璇 宋学林  宋桂芳 李隽成 李志明 武秀国 Jennie 张 张铁华 

刘宇桐 刘强    赵影 李泰辰 李黎   李红萍 关颂德 陈霭裕 关执伦 林任远 Reny 林辉   任蓓 

俞思远 俞伟民  朱芹 张鑫扬 张开林  黄敏 胡文青 李缨  梁磊 周泰瑞 Terry 周江丰 李玉玲 

李伊娜 李凌斌  文多 丁聿晨 沈蔚   丁卫 余崇光 余超强 伍素红 何絁琪 Witkeys 梁惠娟 

黄小婧 黄华  陈剑明 魏  横 徐晓英 魏建国 麻小璐 吴璐   麻映宗 王文斌 Timothy 张小慧 王雄城 

郭至睿 郭伟明  陶涛 李之行 李爱民  王彤 樊  勖 袁红   樊俊伟 俞佳音 Tina Wang 王琦 

刘圳芃 刘刚    宋雪 张皓然 李曦琳 李金格 李炎   刘峥 苏玲 Deborah 苏琦洲 谢春香 

何禹希 何永山  付静 王照东 魏英  王光明 朱紫钰 蒋渝辉  朱长虹 邹思漪 Sabrina 徐乐君 

蒋  晖 蒋强  梁筱坚 颉雨阳 颉松   孟静 陈兆康 陈娴澍  陈晓明 苏翔帝 Zong Shen  Shu 
Xia 

王钟远 宋威  王彦明 刘骏扬 刘伟亮 魏展春 张馨月 孙怀宁  张子秋 叶艾丽 Alice 林柳 

耿卓然 耿彤  李晓英 朱祐莹 朱彤彤  旅洁 罗舒宁 罗彬   王玉芸 陈冠学 Alfred 刘彦 Rene Chan 

徐浩天 徐晓  丁虹 胡一晨 廉文雪 胡劲松 段文玉  温林海 Richard 温建华 芦运艳 

李采诗 李波  刘丽君 朱承茵 范海思 龙飞睿 杨建丽 龙颜平 张约翰 John 张海玲 



孙佳炜 孙 峰 许亚南 孙梦溪 赵 昕 孙常青 李卓明 陈丽贞 郭丫丫 Julia 郭梅 

杨睿恒 杨利民 吴晓清 沈思嘉 沈鸿文  连萍 谢伟梁 王晶  谢思谦 Rubayat Munshi Bashir Munshi 

李欣睿 李洪涛 孙晓青 刘轩博 刘仑   石玲 李逸凡 李文潮  析婷 李仲承 Frank 李彦如 程凡 

李宇晗 王浩  李晓东 曹智捷 齐 莹 陈子鉴 陈斌   谢红 汤麒麟 Elaine 汤兆强  阮瑞珍 

张博明 周辉 余翰文 周强华  何玥 何长江 蔡沛慈 Peggy 蔡志明 王稼君 

苗 根 苗宏伟 张潇达 刘一凡 刘敬亮 牛立华 孙嘉 邹奕舒 蒋南星 Nancy 蒋敏   李小平 

賁佳泽 马晓云 吴也达 吴小勇  周因 何培涵 何广泽 刘 薇 吴承龙 George 樊 亭 

赵千毓 魏晶    赵广宇 王子睿 王若凡  房秀梅 王莉媛 王维东 储玉兰 朱祐莹 Audrey 朱彤彤 旅洁 
徐小舒 
(插班) 白 珊   徐 琪 

房雨萌 
(插班) 林 红  房 鑫 

陈禹龙 
(插班) 张玲惠 朱嬿伊 Sally(插班) 朱彤彤 旅洁 

刘兴源 
(插班) 刘海洋 

顾鲪虹 
(插班) 王霞 

王鑫 
(插班) 王智敏涂俊晖 林嘉樱(插班) 刘露 

迟之昊 
(插班) 郭长俊  迟萍 涂一帆 

(插班) 涂小平 李红艳 刘安臻 
(插班) 刘洪伟 张玲燕 李恩泽 Jeff 李贵  吴充 

李新锐 李 军 李雯慧 李广成  梁楚钒 常元昊 常海   刘红 杨萱萱 Christine 杨光 董春兰 

石天亦 石瑞生 陶冶 陶尤佳 杨鸿杰 董泽晨 董玉峰 曹素琴 陈可歆 Cathy 凌 泉 

韩旭睿 韩志勇 吴美英 侯景文 王澄 矫雨君 矫世峰 范春利 许金伟 Joshua Ngai Min Tsang 
Zhi Hang Xu    / 152 

尹  博 尹宏民 梁佶 郭楷文 郭彦军 张小红 李家礼 李雪华 李贯甡 樊君迪 Judy 樊晋江 吴美群 

刘雨青 刘刚  衡启红 孙立阳 孙浩  刘丽平 钱宗钰 钱智深 薛冰珠 Chelsea Guan  

田宏堃 田帮荣 魏炜 王怡然 宋红梅 周宛怡 苏萍 李欣其 Angel 阮婉嫦 

张宋涛 宋琦珍 马婉菱 马 婧 张星烨  梁庭欣 Christina Qiao Yi Huang 

周诗淇 杨佳明 周新 何开文 何志海  刘  玲 周欣仪 周辉 沈玉梅 张浩贤 Vincent 张庭俊 吴月初 

苏 恬 苏 捷 方少珍 袁明晓 汪阳 宋博文 宋红阳 崔俊嫣 Cindy Kor 高端亮 

许嘉崢 许京坡 赵勇丽 祖苏珊 李洁玲 周盈莹 Chenhung Chou 马家文 Jason 马仕匡 伍新琼 

仲加奇 仲崇昌 陈 静 赵昰敬 赵万玉 王洪艳 雷舒岚 雷彤运 兰凤娇 Jenny Trinh 林思明 



王  善 王晓华 冷琼芳 李睿杰 李柏林 马晓梅 胡逸中 刘帆 竺鸿锦 Jeremy 竺劼章 胡劲 

刘嵘彬 刘 恒 王 敬 林思悦 林强  余文娟 麦婉菁 郑杰珊 Tracy Wong 黄仕斌 姜时英 

林淼钰 林文锋  程云清 朱锦欣 朱新才 刘坤乾  徐子晴 Sandy 徐浩光 秦惠芬 

贾锦霓 王笑春 韦宝玲 韦 勇  廖艳杰 高  卓 高红光 刘伟艳 Holly Mark-Hilton Linda Mark 

张清楠 张立军 王 清 邱茜旭 邱震威 任新月 任永林 高海然  黄庭慈 Isabelle 黄以农 林秋蓝 

陈智裕 陈茁  谢胜芳 王紫祺  梁    爽 王宝玲 卫子华 Ricky 卫显辉 李绮文 

Liliane 
Brisebois 

Philippe 

Brisebois 
Lina 
Hussain Ali Hussain 

Allali 
Sarah Kada Fatima 

Mymanat 
Mohammed 

Mohiuddin 
Mohammed 

张沁如 张学珩  缪卓 焦婉伊 尹劲松 刘晓慧 郑少燕 林俊傑 Victor Lim 苏丽芳    

张馨月 张维 高欣然 施晓燕  高文清 李昕岳 李景成 李艳 李源 Stephen 李生民     /188 

吴逸之 吴森林 董翠华 叶瑜娜 高慧莲 谭云韬 谭宇松 张雪薇 郭润琪 David 郭明  陈彦伶 

陈泓见 陈春丰 戚国芬 王诗嘉 王宝猛 赵美英 廉程远 廉先进 曹莉 谢嘉仪 Ghislaine 谢锦彬 冯曼玲 

杨鑫浩 杨占军 郭振宇 陈佳姝 陈亚伦 赵菊英 王寅铼 王群威 陈宇英 陈悦凯 Jack 陈东  吴琪     

赵宇宽 赵宇 徐晓文 谢富文 谢祥广 徐翠兰 高凡迪 高树林 张 卓 江嘉荣 Kevin 江健雄 伍齐新 

Esther 
Foon Ehrisan Foon 

陈韵蝶
Vanessa 孙音 

Tasfia 
Rahman Rahman Kaniz Louidin Angel 

Kardos 
Louis Kardos 

Fredina Silva 

于舒桐 于伟德 陆伟伟 孙绮梦 孙宝东 刘茵 刘艾琳 刘瑞军 李慧 Sharon Ku 杨卫琳 

巩睿凝 巩或 刘波 梁鸿彬 陈美玉 蔡富恒 伍春梨 肖慧 Sophia 肖勇军 Wei Wang 

敖健文 敖强安 李雪児 唐嘉良 唐桉 熊菲 Ali Jaafar Sana Mohammad 胡舜蓓 Rachel 胡锦文 梁紫钒 
苏俊鹏
Peter 胡丽君 林利松

Lauren Taychheang Lim Ahmmad 
Jaafar Sana Mohammad 

苏妍 Suyan 
Bissonnette 

Benoit Bissonnette 

黄国芮 黄惠山 陈贝妮 陈国柱 洪阳 KevinHirsh Rodney Hirsh 田安娜 Anna 田锐 王美蓉     

Naomy 
Gauthier 

Rodrigye 
Gauthier   

DinaAbdul  
Q Ader 

Rafa Sharif 

Basma Alzorqi 
Mohamed Abdul 
Q Ader 

Rafa Sharif 

Basma Alzorqi 

截止日期：2010 年 11 月 29 日(不完全统计) 
(排名不分先后。有些学生家长的信息不全。如有遗漏、失误或您不希望名字出现网页上，请 email 或电话英才学院，谢谢)  
  



2010“光 荣 榜”部分学校单列 
被国际中学 ÉCOLE INTERNATIONALE DE MONTRÉAL 录取的有：  

韩旭睿 廉程远 石天亦 苏玲 韦宝玲 关颂德 赵昰敬 李睿杰 
李伊娜 李欣睿 房雨萌 朱承茵 赵千毓 樊 勖 苗 根 李仲承 
王紫祺 张约翰 樊君迪 李欣其 张浩贤 梁庭欣 刘晓慧 陈泓见 
蔡沛慈 孙梦溪 田宏堃 李新锐 张星烨 尹  博 宋嘉璇 Rubayat Munshi 

胡文青 王寅铼 刘雨青 王子睿 赵宇宽 张博明 王怡然 Tasfia Rahman 

侯景文 周诗淇 董泽晨 彭昀凯 孙佳炜 郭楷文 陈子鉴 Louidin Angel 
Kardos              

何絁琪 祖苏珊 林利松 王  善 李金格 贾锦霓 谢富文 欧阳筱隽     

张清楠 于舒桐 张宋涛 賁佳泽    60 

被 COLLÈGE SAINT-LOUIS 国际中学录取的有： 

谭颖娜 黄露宜 陈兆康 朱紫钰 丁聿晨 王莉媛 何禹希 Jennie 张 
王怡然 周宛怡 余崇光 张星烨 周诗淇 周泰瑞 俞思远 关颂德 
仲加奇 王  善 朱承茵 霍文清 樊君迪 张沁如 焦婉伊 吴逸之 
田安娜 杨鑫浩 陈佳姝 Tracy Wong 胡文青 王寅铼 黄庭慈 刘宇桐 
魏 横 朱芳贤 郭润琪 Allali Sarah 吴也达 何絁琪 唐嘉良 罗子扬   
张孟珂       41 
被男校 COLLÈGE JEAN-DE-BRÉBEUF 录取的有： 
余翰文 杨睿恒 苗    根 刘骏杨 王钟远 陈子鉴 谢伟梁 Rubayat Munshi 

彭昀凯 李泰辰 张约翰 刘轩博 孙佳炜 颉雨阳 李欣睿 李仲承 

张博明 温林海 张孟珂 李新锐 孙立阳 常元昊 丁聿晨 尹  博 
郭至睿 郭楷文 刘雨青 蒋  晖 田宏堃 段文玉 张宋涛 张星烨 
宋博文 谭云韬 马家文 赵宇宽 郭润琪 江嘉荣 吴也达 刘轩博  



林俊傑 李卓明 唐嘉良     43 
 
被 COLLÈGE JEAN-EUDES 录取的有： 
苗   根 黄小婧 李伊娜 何培涵 刘骏扬 曹智捷 赵千毓 王子睿 
余翰文 何絁琪 李新锐 蒋南星 李金格 常元昊 吴承龙 董泽晨 
李采诗 丁聿晨 石天亦 孙佳炜 侯景文 尹  博 郭楷文 刘雨青 
田宏堃 段文玉 孙梦溪 许嘉崢 王  善 刘嵘彬 许金伟 朱锦欣 
韦宝玲 任新月 梁 爽 林俊傑 张约翰 樊君迪 李欣其 高欣然 
吴逸之 马家文 石天亦 杨睿恒 朱芳贤 温林海 孙绮梦 江嘉荣 

王思博 
Louidin Angel 
Kardos 宋嘉璇 彭昀凯 巩睿凝 李宇晗 何玥 唐嘉良   56 

 
被 COLLÈGE RÉGINA-ASSUMPTA 录取的有： 
刘一凡 龙飞睿 朱承茵 李宇晗 朱紫钰 黄小婧 何   玥 李采诗 
曹智捷 沈思嘉 何禹希 李隽成 王钟远 陈子鉴 谢伟梁 余翰文 
李泰辰 刘轩博 颉雨阳 李欣睿 孙梦溪 郭丫丫 李逸凡 汤麒麟 

温林海 孙  嘉 Tina Wang 张孟珂 王子睿 王莉媛 蒋南星 李金格 
孙立阳 常元昊 吴承龙 董泽晨 石天亦 尹  博 何开文 宋博文 
袁明晓 欧阳筱隽 仲加奇 刘嵘彬 杨萱萱 陈可歆 麦婉菁 刘坤乾 
贾锦霓 张鑫扬 高  卓 任新月 樊   勖 王紫祺 张馨月 刘晓慧 
吴逸之 谭云韬 陈泓见 Cindy Kor 马家文 Jenny Trinh 宋嘉璇 王寅铼 
石天亦 王诗嘉 林俊傑 江嘉荣 陈韵蝶 钱宗钰 巩睿凝 胡舜蓓   72 
 
来加 1 年左右时间被一流学校录取的有： 
徐小舒 刘一凡 房雨萌 矫雨君 賁佳泽 李雯慧 陶    冶 王怡然 



马婉菱 王   鑫 赵昰敬 林思悦 麻小璐 李金格 宋嘉璇 周盈莹 
李采诗       17 
 
被女校 COLLÈGE  PENSIONNAT DU SAINT-NOM-DE-MARIE 录取的有： 
孙嘉 Tina Wang 麻小璐 朱紫钰 徐小舒 蔡沛慈 賁佳泽 李伊娜 
赵千毓 叶艾丽 房雨萌 李金格 李雯慧 朱嬿伊 朱祐莹 李采诗 
王怡然 马婉菱 欧阳筱隽 祖苏珊 周宛怡 雷舒岚 刘嵘彬 刘坤乾 
韦宝玲 张清楠 霍文清 任新月 樊 勖 王紫祺 谭颖娜 Holly Mark-Hilton 

何玥 陈韵蝶 于舒桐 巩睿凝 罗舒宁 苏妍 39 Louidin Angel Kardos 
 
被 COLLÈGE SAINTE-ANNE DE LACHINE 录取的有： 
谭颖娜 黄露宜 程澄 罗子扬 周泰瑞 彭昀凯 朱芳贤 魏 横 

Jennie 张 宋嘉璇 李隽成 张孟珂 刘宇桐 陈兆康 关颂德 林任远 

俞思远 Tracy Wong 胡文青 霍文清 李伊娜 丁聿晨 余崇光 何絁琪 

黄小婧 欧阳筱隽 麻小璐 张鑫扬 郭至睿 李之行 樊 勖 吴也达 

刘圳芃 刘轩博 李欣睿 樊 勖 焦婉伊 杨鑫浩 陈佳姝 郭润琪 

孙绮梦 Allali Sarah 苏妍     43 

 
被 COLLÈGE NOTRE-DAME DU SACRE-COEUR 录取的有： 
何培涵 麻小璐 刘一凡 宋博文 苏 恬 王子睿 许嘉崢 林任远 

祖苏珊 周盈莹 雷舒岚 李睿杰 蔡沛慈 林思悦 麦婉菁 刘坤乾 

李隽成 许金伟 贾锦霓 龙飞睿 张鑫扬 李伊娜 刘沛然 朱承茵 

高  卓 王莉媛 赵千毓 霍文清 樊 勖 陈智裕 苗 根 李仲承 
王紫祺 陈兆康 李欣其 高欣然 李昕岳 陈泓见 竺鸿锦 Rubayat Munshi 

马婉菱 孙梦溪 田宏堃 黄小婧 麻小璐 张星烨 尹  博 Louidin Angel Kardos 



王照东 谭颖娜 甄子鹏 卫子华 何玥 张博明 孙佳炜 Mymanat Mohammed 

李家礼 谢富文 孙绮梦 侯景文 董泽晨 于舒桐 钱宗钰 宋嘉璇     
李卓明 陈子鉴 周诗淇 唐嘉良 苏妍 林淼钰 张孟珂 李金格       

张宋涛       73 

 
被西岛 CHARLEMANGE 国际班录取的有： 
郭至睿 刘雨青 Jennie 张 周泰瑞 俞思远 杨萱萱 张沁如 罗子扬 
       8 
被 COLLÈGE SAINT-SACREMENT 录取的有： 
张皓然 李金格 孙立阳 王钟远 王照东 朱紫钰 钱宗钰 颉雨阳 

何禹希 李之行 杨睿恒 王文斌 Liliane 
Brisebois   13 

 
被南岸 COLLÈGE JEAN DE LA MENNAIS 录取的有： 
迟之昊 梁庭欣 刘雨青 卫子华 李卓明 罗舒宁 刘艾琳 周欣仪 
张馨月 蒋晖 叶瑜娜 Alfred 陈    12 
被 COLLÈGE DUROCHER SAINT-LAMBERT 录取的有： 
蒋晖 刘骏扬 王钟远 张馨月 邹思漪 苏翔帝 叶艾丽 朱祐莹 

罗舒宁 耿卓然 陈冠学 李卓明 胡一晨 段文玉 徐浩天 颉雨阳 

李彩诗 李金格 陈兆康 朱祐莹 郭楷文 袁明晓 关颂德 刘嵘彬 
肖慧 Chelsea Guan 任新月 樊 勖 陈智裕 苗 根 梁庭欣 叶瑜娜 

徐子晴 杨睿恒 谢富文 刘艾琳 苏俊鹏 Naomy 
Gauthier  42 

 
恕其他名校未能一一详尽列出。  

时间所限，本表列出 2010 英才夏令营及冲刺班的中考生，  
夏天之前及往年在英才补习的中考生，未能一一列入，敬请有关同学和家长给与谅解。 



祝贺英才学生王昱涵等同学来加 8 个月就顺利进入正常班 
祝贺英才学生王昱涵(父母：王晓威 陈芳)等同学来加 8个月就以优异成绩完成欢迎班的学习，学校推荐教育局同意，顺利转入正常

班学习。祝愿昱涵等同学在接下来的学习中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2010.08.28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英才学生顾鲪虹同学经赵校长推荐被一流中学录取 
英才学生顾鲪虹(顾 Xilong，王霞)同学在 2010 年第七届夏令营认真学习，成绩有很大的提高，经赵校长推荐被一流学校顺利插班

录取。祝贺顾鲪虹同学及全家。2010.08.17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祝贺英才学生陈禹龙等插班考入一流中学 
祝贺英才学生陈禹龙插班考入 Collège Beaubois，苗少琨插班考入 Collège Sainte-Anne de Lachine 中学。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英才学生迟之昊同学经赵校长推荐被一流中学录取 
英才学生迟之昊(迟萍, 郭长俊)同学得家从魁北克市六月份搬来蒙特利尔，经赵校长推荐被南岸一流学校 Collège Jean de la Mennais
等顺利录取。2010.06.12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英才学生刘兴源同学经赵校长推荐被一流中学录取 
英才学生刘兴源(刘海洋)同学到多伦多英文学校上学 2年后，六月底回蒙特利尔想转回上法语学校正常班上学。经赵校长大力推荐，

在刘兴源回来前被蒙城一流学校 Villa Sainte-Marcelline 等顺利录取。2010.06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祝贺英才学生吴天存等插班考入 Jean-Brebeuf 中学 
吴天存、 刘西尧、肖茜等众英才学生插班考入排名第一的中学。2010.05.21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祝贺英才学生邵一婷同学插班考入一流小学       2009 年韩沂澄考取该校 
邵一婷顺利考入位于 LAVAL 市的著名法语私立小学 Académie Ste-Thérèse 录取！2010.11.20 



 

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众多英才学生、义工在 2010 全加 Opti-Math 竞赛中成绩优异 
赵博阳 高小雅 杜卓成 李思达 陈砚语 范家尧等获全国数学年级三甲, 6/(5*3) = 2/5 = 40%; 

网址：http://cyberquebec.ca/_layout/?uri=http://cyberquebec.ca/optimath/  

中五： Rank 中三：  

Li Sida Eric 3 Wang Yingda 15 

Cai Xuesi 12 Deng Shaokun 29 

Zhou Yifan 18 Lu Orien  38 

Li Shida 39 中二：  

中四：  Gao Xiaoya 2 

Zhao Boyang 1 Du Zhuocheng 3 

Fan Jiayao 3 Liu Xiyao 5 

Liu Kathy 6 Zhang Richard 10 

Liao Jiani 8 Wei Hongtai 14 

Shen yuxin 13 Yu Kexin 21 

中三：  中一：  

Chen Yanyu 3 Guo Dexuan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