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力七巧板“组合分解与创新”思维拓展竞赛获奖名单

单位（学校）名称 姓名 参赛组别 指导老师 获奖情况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幼儿园 朱舒淮 幼儿组 熊懿、吕美玲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幼儿园 王清悦 幼儿组 夏光秀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幼儿园 唐语晴 幼儿组 熊懿、吕美玲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幼儿园 张 炜 幼儿组 任桂兰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刘瑞熙 幼儿组 吴蕾 一等奖

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幼儿园 洪苒玲 幼儿组 朱春艳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幼儿园 莫清越 幼儿组 李彦艳 一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林道辉 幼儿组 彭雪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普古乡希望小学 杨槊 低年级组 王艳飞 一等奖

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幼儿园 胡紫寒 低年级组 冯莹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张兴锦 低年级组 邵珍菊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夏天佑 低年级组 徐书华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普古乡希望小学 欧阳玉铖 低年级组 李园园 一等奖

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幼儿园 吴依洹 低年级组 吴青娥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陈依依 低年级组 赵飞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张蓉润 低年级组 赵飞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肖俊宇 低年级组 赵飞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葛瑆宸 低年级组 缪玲 一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邱健 中年级组 陈烈荣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第十八小学 徐娜 中年级组 赵庆苏 一等奖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李思逸 中年级组 王梅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顾语嫣 中年级组 邵珍菊 一等奖

辽宁省葫芦岛市实验小学 刘佳昕 中年级组 董宝祥 一等奖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刘彦睿 中年级组 李一楠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杨锐麒 中年级组 丁园园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徐尚博 中年级组 俞艳 一等奖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张凯博 高年级组 王梅 一等奖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张玥枫 高年级组 王丽珍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姚童 高年级组 陈芳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刘欣怡 高年级组 陈芳 一等奖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王宇轩 高年级组 王梅 一等奖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曹紫舒 高年级组 王丽珍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罗沛霖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何子睿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鄢奕陈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一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姜垂雨 中学组 林明觉，成水兰 一等奖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陈英杰 中学组 鄢凯 一等奖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徐羲 中学组 鄢凯 一等奖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吴庭玉 中学组 鄢凯 一等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黄润祺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

莲 ，彭露
一等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吕亚芯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

莲 ，彭露
一等奖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黎一飞 中学组 鄢凯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幼儿园 吴逸辰 幼儿组 熊懿、吕美玲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幼儿园 陈润琳 幼儿组 熊懿、吕美玲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汪竫禟 幼儿组 吴蕾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幼儿园 刘珂瑜 幼儿组 李彦艳 二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吴梓萱 幼儿组 蔡蕊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幼儿园 毕诗澜琪 幼儿组 邹 莉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幼儿园 李思语 幼儿组 崔静梅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幼儿园 张航清 幼儿组 周 慧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冷运强 低年级组 冷文超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李芳如 低年级组 顾红卫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顾常锦 低年级组 赵飞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陆恒志 低年级组 孙浩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黄河宽 低年级组 鲍吉林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庞凯文 低年级组 赵飞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段欣妤 低年级组 何媛媛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花添福 低年级组 顾红卫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吴涵宇 低年级组 缪玲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李恩辰 低年级组 缪玲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范懿珺 低年级组 顾红卫 二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王楚茗 中年级组 曾雪环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张宇轩 中年级组 丁园园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余闻诗韵 中年级组 俞艳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朱梓阳 中年级组 俞艳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徐梓轩 高年级组 陈芳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章沐新 高年级组 陈芳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戈子傲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查芷墨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接元曦 高年级组 范琳琳 二等奖

江西省丰城市第二小学 鄢子惠 高年级组 刘勇、邹仕兰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奚博文 高年级组 范琳琳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崔子璇 高年级组 范琳琳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王耀慧 高年级组 范琳琳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束浩翔 高年级组 范琳琳 二等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杨瀚杰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

莲 ，彭露
二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陈宇浩 中学组 林明觉，成水兰 二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徐月琳 中学组 林明觉，成水兰 二等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杨皓舟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

莲 ，彭露
二等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杨馨韵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

莲 ，彭露
二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林政文 中学组 林明觉，成水兰 二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廖子淇 中学组 林明觉，成水兰 二等奖

云南外国语学校 胡东明 中学组 白凯乐 李茂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徐恩淇 幼儿组 吴蕾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马锐博 幼儿组 吴蕾 三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幼儿园 刘家辉 幼儿组 马 艳 三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李庆峰 幼儿组 王冬梅 三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幼儿园 李颢彬 幼儿组 杨佳慧 三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王英沣 幼儿组 蔡蕊 三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冯雯嫣 幼儿组 陈小文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丁雨珊 低年级组 何媛媛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张子璇 低年级组 何媛媛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王槐胜 低年级组 何媛媛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白宇航 低年级组 何媛媛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陶智诚 低年级组 缪玲 三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陶娜 低年级组 陈正州 三等奖

辽宁省葫芦岛市实验小学 张煦涵 低年级组 张继馥 三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余建强 低年级组 顾红卫 三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何青萌 低年级组 赵飞 三等奖

辽宁省葫芦岛市实验小学 王梓瑞 低年级组 董宝凤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陈思 中年级组 丁园园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王沁怡 中年级组 丁园园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柴羽菲 中年级组 俞艳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徐瑜孺 中年级组 俞艳 三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袁婉瑜 中年级组 李妹 三等奖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单琬桐 中年级组 李一楠 三等奖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蔡奕辰 中年级组 李一楠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吴静萱 高年级组 陈芳 三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蔡筱智 高年级组 李妹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王昌东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伍宇鑫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孙靖成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沈睿洁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三等奖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蔡筱睿 高年级组 李妹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何雨含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三等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戴西贝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

莲 ，彭露
三等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徐俊涵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

莲 ，彭露
三等奖

云南外国语学校 李永贵 中学组 白凯乐，李茂 三等奖

云南外国语学校 丁俊杰 中学组 白凯乐，李茂 三等奖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周仪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

莲 ，彭露
三等奖

云南外国语学校 毛鋆锐 中学组 白凯乐，李茂 三等奖

智力七巧、智力美画“广告创意与设计运用”思维拓变实践活动竞赛

单位（学校）名称 姓名 参赛组别 指导老师 获奖情况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张帅恒 低年级组 毛琴琴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吴佳贝 低年级组 张娅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何书瑶 低年级组 陆选慧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高玥琳 低年级组 陆选慧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李权丽 低年级组 孙浩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柏果镇第一小学 周应航 低年级组 余会英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张涵萱 低年级组 施辉芬 一等奖

武汉澳洲国际学校 黄渝程 低年级组 桂萌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李嘉瑞 中年级组 俞艳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张智康 中年级组 王雨萍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实验小学 余念涵 中年级组 吴 琼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王雨之 中年级组 张晓珍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李梓昕 中年级组 宋丹灵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周黄庆 中年级组 张晓珍 一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王安妮 中年级组 孙慧萍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钟子浩 中年级组 陈显贞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郑诗佳 中年级组 陈显贞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高子晨 中年级组 刘英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张雯瑜 中年级组 丁竹青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许芷菡 中年级组 张晓珍 一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王珍妮 中年级组 程炽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玉龙小学 岳宇轩 中年级组 陈冲 一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赵子杰 中年级组 俞艳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路昶逸 中年级组 谭梅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杨雅雯 中年级组 张晓珍 一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张珂菲 中年级组 邓莉娟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彭昭翔 中年级组 彭磊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梅博翔 中年级组 仇小华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邓梓皓 中年级组 刘霞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徐雅恬 中年级组 周洁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张嫚琪 中年级组 李蕾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北京路第三小学 林欣怡 高年级组 贺生静 一等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董 洁 高年级组 毛琴琴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北京路第三小学 裴嘉万 高年级组 贺生静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北京路第三小学 周姝辰 高年级组 贺生静 一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北京路第三小学 刘一诺 高年级组 贺生静 一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龚杭 高年级组 李蕾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赵琳 低年级组 郭艳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庄松立 低年级组 胡玉婷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李进阳 低年级组 张娅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鲍羽凡 低年级组 黄蓉 二等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徐章洋 低年级组 毛琴琴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柏果镇第一小学 包卓鑫 低年级组 余会英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路钰杰 低年级组 陆选慧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陈国豪 低年级组 万子茜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李景怡 低年级组 尹成军 二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实验小学 刘熙媛 中年级组 熊 艳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何照君 中年级组 陆朝波 二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黄凌薇 中年级组 宋丹灵 二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刘安雅 中年级组 孙慧萍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章梦媛 中年级组 俞艳 二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汤寒悦 中年级组 俞艳 二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陈亦雪 中年级组 孙慧萍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许则君 中年级组 陈显贞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赖雨燕 中年级组 陆山礼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范恩林 中年级组 杨敏 二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张钰佑 中年级组 刘君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玉龙小学 胡蕊 中年级组 胡曼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玉龙小学 黄岚鑫 中年级组 胡曼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玉龙小学 葛涵韬 中年级组 陈冲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胡宇凡 中年级组 陶训华 二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杨子皓 中年级组 卢江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周程程 中年级组 何亚芹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蒋梓萌 中年级组 邓莉娟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玉龙小学 毛鸿昊 中年级组 陈玮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李恽晨 中年级组 彭燕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杨延韬 中年级组 王进才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敖煜罡 中年级组 谢娟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兰左阳 中年级组 刘金萍 二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龚昕雨 中年级组 彭燕 二等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王倩倩 高年级组 毛琴琴 二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实验小学 曹程程 高年级组 纪琪琳 二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实验小学 潘羿燊 高年级组 王勤毅 二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北京路第三小学 龚子谦 高年级组 贺生静 二等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李 好 高年级组 毛琴琴 二等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王宇胜 低年级组 毛琴琴 三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王鹏瑞 低年级组 郑捷 三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李泓霖 低年级组 朱鹏 三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刘谢宏亦 低年级组 黄贵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汪娟 低年级组 程勇 三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周诗蕊 低年级组 孙浩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汪睿祺 低年级组 刘英 三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实验小学 唐梓睿 中年级组 鲁霞 三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杨艺涵 中年级组 张晓珍 三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肖智远 中年级组 刘君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周贤哲 中年级组 李杰 三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刘昕怡 中年级组 程炽 三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曾国辉 中年级组 刘君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陈凡茹 中年级组 陈显贞 三等奖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丁睿轩 中年级组 俞艳 三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陈世豪 中年级组 谢春芳 三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实验小学 郑子俊 中年级组 熊 菁 三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章瑞霖 中年级组 刘君 三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杨诗逸 中年级组 王光华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周子墨 中年级组 刘金萍 三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魏敏珊 中年级组 孙慧萍 三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梁子奥 中年级组 程炽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刘心怡 中年级组 彭燕 三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邹沁桐 中年级组 邓莉娟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童福平 中年级组 陶训华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孙紫妍 中年级组 何红华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杨天钰 中年级组 周洁 三等奖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练子晗 中年级组 孙慧萍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童婧 中年级组 程勇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曾嘉怡 中年级组 卢玉环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余紫涵 中年级组 彭燕 三等奖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瞿晨曦 高年级组 毛琴琴 三等奖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实验小学 白玉康 高年级组 鲁霞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邓志宇 高年级组 李蕾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刘子豪 高年级组 李蕾 三等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刘锦烨 高年级组 李蕾 三等奖

新型“国际数形魔板”奇巧绘拼主题创意个人赛获奖名单

单位（学校）名称 姓名 参赛组别 指导老师 获奖情况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杜文博 高年级组 彭永胜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周玉美 高年级组 彭永胜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郑云慧 高年级组 蒋先波 一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彭建雄 高年级组 彭永胜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包语翔 高年级组 黄丽琼 二等奖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柳语婷 高年级组 黄丽琼 三等奖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王志群 高年级组 彭永胜 三等奖



智力七巧板“多副主题创作”五人组现场团体竞赛项目获奖名单
序号 单位（学校）名称 姓名 参赛组别 指导老师 获奖情况

1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姚童

高年级组 陈芳 亚军

徐梓轩

刘欣怡

章沐新

吴静萱

2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曹紫舒

高年级组 王梅、王丽珍 亚军

张玥枫

张凯博

李思逸

王宇轩

3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幼儿园

朱舒淮

幼儿组 熊懿、吕美玲 冠军

吴逸辰

唐语晴

陈润琳

4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徐恩淇

幼儿组 吴蕾 冠军

汪竫禟

刘瑞熙

马锐博

5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王昌东

高年级组 阮欣雅 亚军

伍宇鑫

罗沛霖

何子睿

戈子傲

6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鄢奕陈

高年级组 阮欣雅 冠军

孙靖成



沈睿洁

查芷墨

何雨含

7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杨锐麒

中年级组 丁园园 冠军

张宇轩

陈思

王沁怡

8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段欣妤

低年级组
何媛媛、

俞丽
亚军

丁雨珊

张子璇

王槐胜

白宇航

9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柴羽菲

中年级组 俞艳 冠军

余闻诗韵

徐瑜孺

朱梓阳

徐尚博

10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接元曦

高年级组 范琳琳 亚军

奚博文

崔子璇

王耀慧

束浩翔

11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吴涵宇

低年级组 缪玲 亚军

陶智诚

葛瑆宸

李恩辰

12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林道辉 幼儿组 王冬梅、陈小文 亚军



吴梓萱

王英沣

李庆峰

冯雯嫣

13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蔡筱睿

高年级组 陈烈荣、曾雪环 冠军

蔡筱智

袁婉瑜

王楚茗

邱健

14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黄扬

中学组
黄烁

李鑫
亚军

胡禹威

张诗洁

黄铄雅

张家栋

15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文涓鸣

中学组
徐峰

樊冬梅
季军

陈天昊

包嘉雯

黄煜麟

罗艺

16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林政文

中学组
林明觉

成水兰
冠军

廖子淇

徐月琳

陈宇浩

姜垂雨

17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杨皓舟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莲 ，

彭露
亚军黄润祺

周仪



戴西贝

18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杨瀚杰

中学组
尹云江，周顺莲 ，

彭露
季军

吕亚芯

徐俊涵

杨馨韵

19 云南外国语学校

胡东明

中学组 白凯乐 李茂 季军

李永贵

毛鋆锐

丁俊杰



智力七巧、智力美画“广告创意与设计运用”思维拓变实践活动 5 人组团体竞赛
序号 单位（学校）名称 姓名 参赛组别 指导老师 获奖情况

1

武汉澳洲国际学校 黄渝程

低年级组 张娅、桂萌 季军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李进阳

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吴佳贝

2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龚杭

高年级组 李蕾 冠军

刘子豪

邓志宇

刘锦烨

张嫚琪

3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陈凡茹

中年级组 陈显贞 冠军

郑诗佳

许则君

钟子浩

4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曾嘉怡

中年级组 李杰、刘金萍 亚军

余紫涵

杨天钰

龚昕雨

周贤哲

5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刘心怡

中年级组 彭燕 冠军

兰左阳

孙紫妍

徐雅恬

李恽晨

6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玉龙小学

葛涵韬

中年级组 陈冲、胡曼 亚军岳宇轩

黄岚鑫



胡蕊

毛鸿昊

7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汪睿祺

中年级组 陶训华、程勇 冠军

汪娟

胡宇凡

高子晨

童福平

童婧

8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张帅恒

高年级组 毛琴琴 亚军

王倩倩

瞿晨曦

董 洁

李 好

9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

小学

陈亦雪

中年级组 孙慧萍 亚军

魏敏珊

刘安雅

练子晗

10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

小学

肖智远

中年级组 刘君 冠军

曾国辉

章瑞霖

刘昕怡

11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

小学

王珍妮

中年级组 程炽 亚军

王安妮

张钰佑

梁子奥

12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北京路第三小学

周姝辰

高年级组 贺生静 冠军

裴嘉万



林欣怡

刘一诺

龚子谦

13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杨雅雯

中年级组
张晓珍

宋丹灵
冠军

周黄庆

杨艺涵

黄凌薇

李梓昕

14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实验小学

白玉康

高年级组
熊菁

张顺霞
亚军

余念涵

郑子俊

唐梓睿

刘熙媛

15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彭昭翔

低年级组
郭艳

谢春芳
季军

鲍羽凡

陈世豪

庄松立

张涵萱

16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杨子皓

低年级组
施辉芬

沈媛媛
季军

李景怡

刘谢宏亦

赵琳

邓梓皓

17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第十八小学

李泓霖

低年级组
谢春芳

赵庆苏
冠军

王鹏瑞

陈国豪

徐娜



18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张珂菲

中年级组 邓莉娟 冠军

何照君

范恩林

敖煜罡

杨延韬

19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蒋梓萌

中年级组 邓莉娟 季军

路昶逸

张雯瑜

杨诗逸

20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赖雨燕

中年级组 邓莉娟 季军

周程程

邹沁桐

张智康

21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丁睿轩

中年级组 俞艳 冠军

汤寒悦

章梦媛

赵子杰

李嘉瑞

22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冷运强

高年级组
彭永胜

冷文超
亚军

彭建雄

王志群

杜文博

周玉美

郑云慧



优秀创新作品获奖选手

序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作品名称 年段 奖项情况

1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高羽樊 李蕾 便利的交通 高年级组 三等奖

2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喻奕芳，赵宝怡，胡迪娜，

童 婧，陈宇谦
陶训华 程勇 《祖国在我心中》高年级组 二等奖

3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程田雨，陈茜程，程 果，

邱卓妍，谢佳桐

陶训华 张北

英
《中国航天》 高年级组 二等奖

4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胡 博，程田露，陶欣怡，

魏佳颖，蔡幸灵

陶训华 刘

英
《放飞梦想》 高年级组 三等奖

5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凌雨诚，曾婧怡，余程婕，

童福平，魏梦子

陶训华 任

欢

《我爱北京天安

门》
高年级组 三等奖

6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魏晓玲，汪禹帆，陈琳利，

姚淇烽，汪 娟

陶训华 汪志

朋
《智能北斗卫星》低年级组 一等奖

7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肖浩轩，汪子乐，吴 迪，

李泽豪，彭陶嘉卓

陶训华 刘

英
《绿色家园》 低年级组 三等奖

8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汪宇晨，陈佩妍，汪诗琪，

万晨汐，孟沭君

陶训华 罗超

群
《我爱大自然》 低年级组 二等奖

9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高子晨，胡宇凡，汪睿祺，

程恺益，陶熙璠

陶训华 蔡立

群

《庆祝中国 70 周

年》
低年级组 二等奖

11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三小学 刘然 腃爱丽 中华我爱你 高年级组 一等奖

12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三小学 程小萌 汪四青 祖国万岁 高年级组 二等奖

13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熊悦童 张晨 筑梦未来 幼儿组 三等奖

14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陈思蕊 叶静 为军运会添光彩 幼儿组 二等奖

15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汪翌宸 叶静 我们去太空 幼儿组 一等奖

16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胡铭泽 张凰凰 飞跃太空 幼儿组 一等奖

17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郭菡予 郭菡予 喜迎军运会 幼儿组 一等奖

18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包宇铭 丁彦
保护环境 还我蓝

天
幼儿组 三等奖

19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肖周卓悦 王萍 2019 武汉军运会 幼儿组 一等奖

20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吴昕怡 张晨 我的航空梦 幼儿组 二等奖



21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黄思奇 叶静
2019 我们的军运

会
幼儿组 二等奖

22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喻晨宜 叶静 筑梦太空 幼儿组 三等奖

23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李星悦 张凰凰 地球移民 幼儿组 三等奖

24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高舒宸 王晶 太空航行 幼儿组 二等奖

25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白鹤幼儿园 张沐晨 张颖 绿色环境 幼儿组 三等奖

26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章沐新 陈芳 未来三星球 高年级组 二等奖

27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姚童 陈芳 迎接军运会 高年级组 一等奖

28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刘欣怡 陈芳
争做垃圾分类小

能手
高年级组 三等奖

29 安徽省芜湖市三园小学 王艺然 俞丽 爱我中华 中年级组 三等奖

30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刘昭仪 孙浩
彝族头像组合（共

13 副）
高年级组 一等奖

31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刘昭仪 胡玉清 惜缘（共 11 副） 高年级组 二等奖

32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胡佑怡 林慧慧 吴颖 我是志愿者 低年级组 二等奖

33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许梓菡 林慧慧 吴颖
动物园里的志愿

者
低年级组 三等奖

34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邰宇恒 林慧慧 吴颖 我助人我快乐 低年级组 三等奖

35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曹志远 林慧慧 吴颖 志愿大家行 低年级组 一等奖

36 安徽省马鞍山市王家山小学 周楠博伊 梁宇辰
施翔芸 宋兴

晨

快乐旅行——景

区志愿者
低年级组 二等奖

37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龚伊一 吴颖 林慧慧 给予树 中年级组 一等奖

38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汪语瞳 吴颖 林慧慧 小小志愿者 中年级组 二等奖

39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黄梓宸 吴颖 林慧慧 “幸福里”幸福多 中年级组 一等奖

40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吕先冉 吴颖 林慧慧 我是快乐志愿者 中年级组 三等奖

41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潘岩 潘明东 公园里的志愿者 中年级组 三等奖

42 安徽省马鞍山市湖东路二小 谢峻泽 张琦 董艳
快乐志愿者-----

关爱孤寡老人
中年级组 二等奖

43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余城奥 吴颖 林慧慧
爱老敬老 传承

美德
高年级组 三等奖



44 安徽省马鞍山市东苑小学 高若馨 吴颖 林慧慧 果园里的志愿者 高年级组 三等奖

45 安徽省马鞍山市王家山小学
杜昊天 唐敏 汪浩文 徐

乐儿

施翔芸 史玉

琴
爱心捐赠 高年级组 二等奖

46 安徽省马鞍山市王家山小学 丁博恩
施翔芸 史玉

琴

百善孝为先，以孝

行天下
高年级组 二等奖

47 安徽省马鞍山市王家山小学
祝伊晗 王子聪 杨嘉吴

悠 钱洁

施翔芸 史玉

琴

小小志愿者——

环保小卫士
高年级组 一等奖

48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林政文 成水兰 王璐
《传承中华饮食

文化》
中学组 一等奖

49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廖子淇 王璐 成水兰
《绿水清山就是

金山银》
中学组 一等奖

50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徐月琳
林明觉 成水

兰

《带着梦想去旅

行》
中学组 二等奖

51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陈宇浩
林明觉 成水

兰
《醉=罪》 中学组 二等奖

52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姜垂雨 王璐 林明觉 《美丽乡村》 中学组 三等奖

53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王佳颖，曾骏韦，罗含章，

李玖宸
赵倩

我向往的校园生

活
幼儿组 三等奖

54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张子辰，李梦琪，胡羽墨，

王宇泽
叶江辉 未来海底学校 幼儿组 一等奖

55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汤寒悦、丁睿轩、章梦媛、

赵子杰、李嘉瑞
俞艳

海绵宝宝的海底

大本营
中年级组 一等奖

56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章梦媛、汤寒悦、丁睿轩、

赵子杰、李嘉瑞
俞艳 童年回忆 中年级组 二等奖

57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章梦媛、汤寒悦、丁睿轩、

赵子杰、李嘉瑞
俞艳 青山绿水任我游 中年级组 一等奖

58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章梦媛、汤寒悦、丁睿轩、

赵子杰、李嘉瑞
俞艳

消防安全，以备无

患
中年级组 一等奖

59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赵子杰、章梦媛、汤寒悦、

丁睿轩、李嘉瑞
俞艳

伟大的祖国，美丽

天空
中年级组 一等奖

60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柴羽菲、余闻诗韵、徐尚 俞艳 翱翔太空 中年级组 二等奖



博、朱梓阳



优秀组织单位

序号 单位

1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2 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3 武汉市汉阳区教育局

4 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

5 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6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7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9 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10 葫芦岛党群事务服务中心科技馆

11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12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13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第十八小学

14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教育局

15 安徽省芜湖市三园小学

16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17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18 海南省澄迈县科学技术协会

19 河北省邯郸市科学技术协会

20 河北省邯郸市科技局

21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22 昆明市中小学生课外科技教育活动中心



优秀组织者

序号 单位 姓名

1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李蕾

2 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杨连湖

3 武汉市汉阳区教育局 朱嘉卉

4 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 胡来喜

5 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冯波

6 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余梦瑶

7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程勇

8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刘英

9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陈显贞

1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王丽珍

11 葫芦岛党群事务服务中心科技馆 董 楠

12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一楠

13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谢春芳

14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郭艳

15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尹成军

16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教育局 郑捷

17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第十八小学 赵庆苏

18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第十八小学 李林

19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教育局 方群

20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俞艳

21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杨燕

22 海南省澄迈县科学技术协会 王晓云

23 海南省澄迈县科学技术协会 陈业章

24 河北省邯郸市科学技术协会 王运请

25 河北省邯郸市科学技术协会 吕品

26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魏建红



27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孙浩

28 昆明市中小学生课外科技教育活动中心 周亚鸣

29 昆明市中小学生课外科技教育活动中心 杨华

优秀辅导员老师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李蕾

2 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彭燕

3 武汉市汉阳区教育局 朱嘉卉

4 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 胡来喜

5 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毛琴琴

6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陶训华

7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程 勇

8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刘 英

9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罗超群

10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陈显贞

1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王梅

12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王丽珍

13 贵州省盘州市第三小学 邓莉娟

14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鸡场坪小学 赵飞

15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彭永胜

16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蒋先波

17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幼儿园 马 艳

18 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张娅

19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程炽

20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刘君

21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孙慧萍

22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邓庆

23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普古乡希望小学 李园园



24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一楠

25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三小学 腃爱丽

26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三小学 杨文静

27 辽宁省葫芦岛市实验小学 田英

28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陈芳

29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尹成军

30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谢春芳

31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黄贵

32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郭艳

33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沈媛媛

34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聂祥敏

35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周梅

36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教育局 郑捷

37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滕俊

38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安艳

39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朱鹏

40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刘大芳

41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董艳

42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代婷婷

43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谢莉

44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路菊

45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杨明刚

46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胡玉婷

47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孙浩

48 贵州省盘州市柏果镇第一小学 余会英

49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幼儿园 夏光秀

50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鲍吉林

51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陆选慧

52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黄丽琼



53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北京路第三小学 贺生静

54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张晓珍

55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宋丹灵

56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杨燕

57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鄢凯

58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王冬梅

59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陈小文

60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曾雪环

61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陈烈荣

62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李妹

63 海南省澄迈县科学技术协会 王晓云

64 海南省澄迈县科学技术协会 陈业章

65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幼儿园 熊懿

66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幼儿园 吕美玲

67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丁园园

68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何媛媛

69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阮欣雅

70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范琳琳

71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缪玲

72 安徽省芜湖市绿影小学 章玲

73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李佳

74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吴蕾

75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俞艳

76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成水兰

77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林明觉

78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魏建红

79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李丽

80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三园小学 俞丽



81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任雪雪

82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营盘乡哈青小学 冷文超

83 昆明市中小学生课外科技教育活动中心 杨华

84 昆明市中小学生课外科技教育活动中心 周亚鸣

《七巧科技》校本课程试点示范学校

序号 单位

1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2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3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4 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5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6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7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第十八小学

8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9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10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11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科普示范学校

序号 单位

1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2 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小学

3 十堰市茅箭区西坪小学

4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中心小学

5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井岗山小学

6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第六小学

7 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8 湖北省潜江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实验小学

9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10 辽宁省葫芦岛市实验小学

11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小学

12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13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14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洪垸小学

15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

16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17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幼儿园

18 安徽省芜湖市百蕊幼儿园

19 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中学

20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中学

21 云南外国语学校



“七巧科技”系列活动——“优秀主题实践论文及作文”

序号 单位 论文题目 作者 指导老师

1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三小学 浅谈怎样激发学生学习“七巧板”的兴趣 郑吉顺

2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三小学 益智七巧板与快乐数学 汪四青

3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三小学 七巧板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妙用 石双桂

4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三小学 有趣的七巧板 滕爱丽

5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神奇的智力七巧板 李权丽 孙浩

6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我爱你——七巧科技 包语翔 黄丽琼

7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我的七巧板经历 周诗蕊 孙浩

8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我第一次参加七巧板比赛 陆恒志 孙浩

9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我喜欢的现代智力七巧板 黄河宽 孙浩

10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我与数型模板 柳语婷 黄丽琼

11 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巷小学 “智力七巧板”对学生成长的影响 俞 艳

优秀鼓励奖

序号 单位 姓名

1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柳语婷

2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包语翔

3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周诗蕊

4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陆恒志

5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黄河宽

6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路钰杰

7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高玥琳

8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何书瑶

9 贵州省盘州市鸡场坪镇松河小学 李权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