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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十五届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

获奖通报

2021年第二十五届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长沙赛区）赛事已

于7月28日在长沙市圆满结束。经层层筛选、专家评审，共评选出“智力七

巧板”组合与分解竞赛获奖学生207名、“智力美画板”主题创意竞赛获奖

学生14名、“智力七巧板”多副主题创作获奖作品215 幅、 “智力七巧板”

现场团体竞赛共获33组，全国优秀辅导员 51名、全国优秀工作者26名、全

国最佳普及奖学校14所、科普示范学校10所、优秀组织单位12个。现将获

奖名单公布如下。

希望获奖同学再接再厉，戒骄戒躁，积极进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各地各校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断推进

素质教育。

附件:第二十五届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

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组委会

2021年7月29日



“智力七巧板”组合分解竞赛获奖名单（207名）

序号 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竞赛组别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1 QY002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吴毓晨 幼儿组 王冬梅 一等奖

2 QD021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李正昇 低年级组 屈晓晴 一等奖

3 QD029 济南市槐荫区楚庄小学 赵婉婷 低年级组 刘振杰 一等奖

4 QD001 杭州市下沙第一小学 金李屹 低年级组 杨振凯 一等奖

5 QD014 榆林市第九小学 李千一 低年级组 杨溪 一等奖

6 QD015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王颖彬 低年级组 刘俊芳 一等奖

7 QD012 府谷县第三小学 郭紫原 低年级组 李嘉诺 一等奖

8 QD011 府谷县第三小学 韩泽泰 低年级组 李嘉诺 一等奖

9 QD025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李星瑶 低年级组 王树玲 一等奖

10 QD002 盘州市鸡场坪镇滑石小学 徐锦晗 低年级组 冯斌 一等奖

11 QD028 济南市槐荫区周官屯小学 闫长春 低年级组 张燕 一等奖

12 QD031 费县城南学校 邢子谦 低年级组 提文娇 一等奖

13 QZ025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孙思雨 中年级组 王树玲 一等奖

14 QZ042 莒南县第八小学 姜奥翔 中年级组 熊彪 一等奖

15 QZ029 济南市槐荫区楚庄小学 杨若涵 中年级组 刘振杰 一等奖

16 QZ007 宁波市曙光小学 秦梓淇 中年级组 陈水铃 一等奖

17 QZ018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张沛江 中年级组 刘晓霞 一等奖

18 QZ047 莒南县第八小学 吴立诺 中年级组 刘静静 一等奖

19 QZ052 莒南县第一小学 王尚 中年级组 宋伟 一等奖

20 QZ031 济南市槐荫区楚庄小学 郝德立 中年级组 刘振杰 一等奖

21 QZ046 莒南县第八小学 马小雅 中年级组 熊彪 一等奖



22 QZ048 莒南县第八小学 刘家豪 中年级组 刘静静 一等奖

23 QZ051 莒南县第一小学 邢腾文 中年级组 陈欣荣 一等奖

24 QZ008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东校区 金寅喆 中年级组 刘佳 一等奖

25 QZ038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朱淼琛 中年级组 姜良良 一等奖

26 QZ006 宁波市海曙赫威斯学校 李翼成 中年级组 徐锦秀 一等奖

27 QZ032 济南市槐荫区楚庄小学 郜轩骏 中年级组 刘振杰 一等奖

28 QZ034 济南市段店小学 朱峥瑞 中年级组 李冉冉 一等奖

29 QZ062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赵明灿 中年级组 徐莉 一等奖

30 QZ044 莒南县第八小学 尹航 中年级组 王洪元 一等奖

31 QZ054 莒南县第一小学 张桂宁 中年级组 王芹 一等奖

32 QZ071 费县杏坛学校 张一鸣 中年级组 王龙宫 一等奖

33 QZ069 费县城南学校 郑玉麟 中年级组 提文娇 一等奖

34 QG030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葛玲玮 高年级组 庄兴莲 一等奖

35 QG034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何佳乐 高年级组 刘青青 一等奖

36 QG021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刘春杨 高年级组 刘晓霞 一等奖

37 QG025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孙浩淇 高年级组 张颖 一等奖

38 QG035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何家润 高年级组 刘青青 一等奖

39 QG040 费县城南学校 郭明轩 高年级组 提文娇 一等奖

40 QG036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付芮全 高年级组 石吉利 一等奖

41 QG013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张焱博 高年级组 边玉蓉 一等奖

42 QG020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张一荷 高年级组 刘晓霞 一等奖

43 QG007 榆林高新区第三小学 马欣怡 高年级组 田苗苗 一等奖

44 QG022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李科锃 高年级组 刘晓霞 一等奖



45 QG001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王鹏源 高年级组 符达遥 一等奖

46 QG019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郭桦滨 高年级组 刘晓霞 一等奖

47 QG006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李静茹 高年级组 曾雪环 一等奖

48 QZX010 定边县白泥井郑国洲中学 高佳康 中学组 潘巧艳 一等奖

49 QZX015 郯城县育才中学 王悦然 中学组 杨奉元 一等奖

50 QZX045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任丽丽 中学组 刘娟 一等奖

51 QZX007 定边县白泥井郑国洲中学 白欣语 中学组 潘巧艳 一等奖

52 QZX050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石海洋 中学组 金振家 一等奖

53 QZX037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王宇坤 中学组 王法文 一等奖

54 QZX044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李依冉 中学组 刘娟 一等奖

55 QZX019 费县杏坛学校 滕佳琪 中学组 王龙宫 一等奖

56 QZX051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张光特 中学组 金振家 一等奖

57 QZX021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孙祥 中学组 宋燕 一等奖

58 QZX026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钟升 中学组 王西军 一等奖

59 QZX038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张会乐 中学组 王法文 一等奖

60 QZX039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陈萌萌 中学组 刘娟 一等奖

61 QZX001 澄迈县澄迈中学 姜垂雨 中学组 成水兰 一等奖

62 QZX040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齐晓艳 中学组 王法文 一等奖

63 QZX054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陈雨萱 中学组 金振家 一等奖

64 QY004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林蒟 幼儿组 王冬梅 二等奖

65 QY005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王翊 幼儿组 陈小文 二等奖

66 QD016 定边县苏州新区希望小学 柳蓝淇 低年级组 耿向翠 二等奖

67 QD010 府谷县第三小学 贾宁 低年级组 李嘉诺 二等奖



68 QD026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韩翊鑫 低年级组 王树玲 二等奖

69 QD027 济南市槐荫区周官屯小学 闫长青 低年级组 张燕 二等奖

70 QD033 费县杏坛学校 鲁家荷 低年级组 王龙宫 二等奖

71 QD020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李禹泽 低年级组 屈晓晴 二等奖

72 QD008 府谷县第三小学 白天阳 低年级组 李嘉诺 二等奖

73 QD009 府谷县第三小学 张雨萱 低年级组 李嘉诺 二等奖

74 QD023 神木市第一小学 王新瑞 低年级组 吴艳芬 二等奖

75 QD013 府谷县第三小学 苏柄毅 低年级组 武润花 二等奖

76 QZ026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林妍汝 中年级组 张颖 二等奖

77 QZ057 莒南县第一小学 曾筱雅 中年级组 主进军 二等奖

78 QZ019 神木市第六中学 苏雍婷 中年级组 乔丽 二等奖

79 QZ020 定边县第七小学 倪嘉懋 中年级组 姬文花 二等奖

80 QZ027 济南市槐荫区周官屯小学 韩择初 中年级组 胡启任 二等奖

81 QZ045 莒南县第八小学 李昊宇 中年级组 王洪元 二等奖

82 QZ053 莒南县第一小学 崔艺凡 中年级组 汲生云 二等奖

83 QZ056 莒南县第一小学 张馨予 中年级组 惠金龙 二等奖

84 QZ043 莒南县第八小学 赵一洁 中年级组 刘静静 二等奖

85 QZ011 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 余卓芯 中年级组 刘丽丽 二等奖

86 QZ049 莒南县第八小学 李玖泽 中年级组 熊彪 二等奖

87 QZ030 济南市槐荫区楚庄小学 纪云哲 中年级组 刘振杰 二等奖

88 QZ033 济南市段店小学 李金霖 中年级组 李冉冉 二等奖

89 QZ035 济南市段店小学 宋明翰 中年级组 李冉冉 二等奖

90 QZ055 莒南县第一小学 张艾琳 中年级组 惠金龙 二等奖



91 QZ059 莒南县第一小学 王艺霖 中年级组 惠金龙 二等奖

92 QZ060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周武璇 中年级组 徐莉 二等奖

93 QZ063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徐晟翔 中年级组 徐莉 二等奖

94 QZ023 神木市第一小学 何锦帆 中年级组 吴艳芬 二等奖

95 QZ041 莒南县第八小学 鲁艺洁 中年级组 王洪元 二等奖

96 QZ070 费县城南学校 王梓珩 中年级组 提文娇 二等奖

97 QZ061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李佳航 中年级组 徐莉 二等奖

98 QG028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杨博涵 高年级组 庄兴莲 二等奖

99 QG031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薛广惠 高年级组 尤金强 二等奖

100 QG033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孙焕博 高年级组 刘青青 二等奖

101 QG018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杨彬琪 高年级组 刘晓霞 二等奖

102 QG026 济南市段店小学 夏子骞 高年级组 周洪丽 二等奖

103 QG029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宁彩宏 高年级组 庄兴莲 二等奖

104 QG015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王正政 高年级组 边玉蓉 二等奖

105 QG023 神木市第六中学 苏晨熙 高年级组 乔丽 二等奖

106 QG032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薛胜轩 高年级组 尤金强 二等奖

107 QG004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王萱 高年级组 李妹 二等奖

108 QG010 府谷县第三小学 郝首先 高年级组 周智慧 二等奖

109 QG014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乔博浩 高年级组 边玉蓉 二等奖

110 QG041 费县城南学校 赵明哲 高年级组 提文娇 二等奖

111 QG037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赵浩森 高年级组 徐莉 二等奖

112 QG038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刘育彤 高年级组 徐莉 二等奖

113 QZX043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周粝蓉 中学组 刘娟 二等奖



114 QZX046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牛伟林 中学组 刘娟 二等奖

115 QZX014 郯城县育才中学 王思棋 中学组 杨甲猛 二等奖

116 QZX036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刘卓 中学组 刘娟 二等奖

117 QZX028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孙珩 中学组 王西军 二等奖

118 QZX049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曹圣龙 中学组 金振家 二等奖

119 QZX052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闫乐 中学组 金振家 二等奖

120 QZX020 费县杏坛学校 孔祥灏 中学组 王龙宫 二等奖

121 QZX035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周乐 中学组 刘娟 二等奖

122 QZX042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井世源 中学组 王法文 二等奖

123 QZX008 定边县白泥井郑国洲中学 张晓嫣 中学组 潘巧艳 二等奖

124 QZX023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许飞 中学组 宋燕 二等奖

125 QZX034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孙红 中学组 刘娟 二等奖

126 QZX047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刘鑫瑞 中学组 王法文 二等奖

127 QZX002 澄迈县澄迈中学 黎仕韬 中学组 林明觉 二等奖

128 QY001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邓钟宇 幼儿组 彭雪 三等奖

129 QY003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陈元晔 幼儿组 蔡蕊 三等奖

130 QD017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孙启轩 低年级组 屈晓晴 三等奖

131 QD022 神木市第一小学 李柏璇 低年级组 吴艳芬 三等奖

132 QD030 费县城南学校 邢子浩 低年级组 提文娇 三等奖

133 QD024 神木市第一小学 武世渊 低年级组 吴艳芬 三等奖

134 QD018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张朔荣 低年级组 屈晓晴 三等奖

135 QD019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王心宇 低年级组 屈晓晴 三等奖

136 QD004 府谷县第三小学 倪子依 低年级组 张波涛 三等奖



137 QD006 府谷县第三小学 刘嘉璐 低年级组 张波涛 三等奖

138 QD005 府谷县第三小学 李景然 低年级组 张波涛 三等奖

139 QD003 府谷县第三小学 吕明联 低年级组 张波涛 三等奖

140 QD007 府谷县第三小学 孙昕涛 低年级组 张波涛 三等奖

141 QZ015 榆林市第九小学 谢宇硕 中年级组 郝建峰 三等奖

142 QZ050 莒南县第八小学 薛子煊 中年级组 熊彪 三等奖

143 QZ022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孙羽汐 中年级组 屈晓晴 三等奖

144 QZ028 济南市槐荫区周官屯小学 韩择材 中年级组 胡启任 三等奖

145 QZ009 府谷县第三小学 史濮畅 中年级组 杨凤则 三等奖

146 QZ002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李朝行 中年级组 钟斯云 三等奖

147 QZ036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侯若珊 中年级组 姜良良 三等奖

148 QZ058 莒南县第一小学 尤兴烁 中年级组 惠金龙 三等奖

149 QZ017 榆林市第九小学 李青妤 中年级组 郝建峰 三等奖

150 QZ039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陈昱如 中年级组 赵海鹏 三等奖

151 QZ065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颜浩然 中年级组 徐莉 三等奖

152 QZ010 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 孙楠 中年级组 刘丽丽 三等奖

153 QZ012 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 拓懿轩 中年级组 刘丽丽 三等奖

154 QZ016 榆林市第九小学 刘姝雨 中年级组 郝建峰 三等奖

155 QZ003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胡孟孜 中年级组 钟斯云 三等奖

156 QZ040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王诗婷 中年级组 徐亮 三等奖

157 QZ013 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 白杰铭 中年级组 刘丽丽 三等奖

158 QZ024 神木市第一小学 张洪瑞 中年级组 吴艳芬 三等奖

159 QZ068 费县城南学校 李时 中年级组 提文娇 三等奖



160 QZ014 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 徐苑搏 中年级组 刘丽丽 三等奖

161 QZ067 费县城南学校 魏来 中年级组 提文娇 三等奖

162 QZ021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李静涵 中年级组 屈晓晴 三等奖

163 QZ037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王子童 中年级组 徐亮 三等奖

164 QZ001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林瑾枫 中年级组 钟斯云 三等奖

165 QZ004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孙一鸣 中年级组 钟斯云 三等奖

166 QZ066 费县城南学校 刘畅 中年级组 提文娇 三等奖

167 QZ005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李朝印 中年级组 钟斯云 三等奖

168 QG027 济南市段店小学 刘雨晨玺 高年级组 周洪丽 三等奖

169 QG024 神木市第一小学 庄晨阳 高年级组 吴艳芬 三等奖

170 QG017 榆林市第九小学 冯奕涛 高年级组 郝建峰 三等奖

171 QG011 府谷县第三小学 齐馨怡 高年级组 周智慧 三等奖

172 QG008 府谷县第三小学 韩昀廷 高年级组 周智慧 三等奖

173 QG009 府谷县第三小学 张耿荣 高年级组 周智慧 三等奖

174 QG016 榆林市第九小学 边成硕 高年级组 郝建峰 三等奖

175 QG003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陈淑慧 高年级组 陈烈荣 三等奖

176 QG043 费县杏坛学校 张文轩 高年级组 王龙宫 三等奖

177 QG005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张钰佳 高年级组 曾雪环 三等奖

178 QG002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吴欣然 高年级组 陈烈荣 三等奖

179 QG042 费县杏坛学校 杨忠山 高年级组 王龙宫 三等奖

180 QG045 费县杏坛学校 杨昕泽 高年级组 王龙宫 三等奖

181 QG012 府谷县第三小学 赵思益 高年级组 周智慧 三等奖

182 QG044 费县杏坛学校 孙祥盛 高年级组 王龙宫 三等奖



183 QG039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刘曜玮 高年级组 徐莉 三等奖

184 QG046 费县杏坛学校 李坤倓 高年级组 王龙宫 三等奖

185 QZX048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王晨 中学组 王法文 三等奖

186 QZX053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吴欣冉 中学组 金振家 三等奖

187 QZX027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郁晨 中学组 王西军 三等奖

188 QZX024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周雨晗 中学组 宋燕 三等奖

189 QZX025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马凯源 中学组 宋燕 三等奖

190 QZX022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孙梦洁 中学组 宋燕 三等奖

191 QZX030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孙启迪 中学组 王西军 三等奖

192 QZX011 郯城县育才中学 王佳妮 中学组 杨甲猛 三等奖

193 QZX016 郯城县育才中学 王颢翔 中学组 杨奉元 三等奖

194 QZX031 费县第一中学 李冬 中学组 三等奖

195 QZX017 郯城县育才中学 徐畅 中学组 杨甲猛 三等奖

196 QZX041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王涵 中学组 王法文 三等奖

197 QZX003 澄迈县澄迈中学 蔡莹莹 中学组 林明觉 三等奖

198 QZX009 定边县白泥井郑国洲中学 高天皓 中学组 潘巧艳 三等奖

199 QZX006 定边县白泥井郑国洲中学 乔佳妮 中学组 潘巧艳 三等奖

200 QZX032 费县第一中学 宁厚泽 中学组 三等奖

201 QZX029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

中学
全先乐 中学组 王西军 三等奖

202 QZX013 郯城县育才中学 张韵暄 中学组 杨甲猛 三等奖

203 QZX005 澄迈县澄迈中学 侯仲奇 中学组 成水兰 三等奖

204 QZX018 郯城县育才中学 田家齐 中学组 杨奉元 三等奖

205 QZX004 澄迈县澄迈中学 王依依 中学组 成水兰 三等奖



206 QZX012 郯城县育才中学 李佳彤 中学组 杨奉元 三等奖

207 QZX033 费县第一中学 王升辉 中学组 三等奖

“智力美画板”主题创意竞赛获奖名单（14名）

序号 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竞赛组别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1 MZ002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石欣冉 中年级组 徐莉 一等奖

2 MG001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田子娴 高年级组 徐莉 一等奖

3 MZX005 郯城县育才中学 陈宇 中学组 杨奉元 一等奖

4 MZX006 郯城县育才中学 陈思璇 中学组 杨甲猛 一等奖

5 MZ005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李好 中年级组 徐莉 二等奖

6 MZ003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葛依柔 中年级组 徐莉 二等奖

7 MZX001 郯城县育才中学 蔡国庆 中学组 杨奉元 二等奖

8 MZX002 郯城县育才中学 陈云茜 中学组 杨甲猛 二等奖

9 MZX003 郯城县育才中学 肖雅妮 中学组 杨奉元 二等奖

10 MZ001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咸子月 中年级组 徐莉 三等奖

11 MZ004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张雨欣 中年级组 徐莉 三等奖

12 MZX004 郯城县育才中学 吕品 中学组 杨甲猛 三等奖

13 MZX007 郯城县育才中学 张萁轩 中学组 杨奉元 三等奖

14 MZX008 郯城县育才中学 田硕 中学组 杨甲猛 三等奖



“智力七巧板”现场团体竞赛获奖名单（33组）

一等奖（10组）

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T008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张焱博、乔博浩、王正政、白子轩、白家乐 边玉蓉

T006 府谷县第三小学 韩昀廷、张耿荣、郝首先、齐馨怡、赵思益 周智慧

T015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侯若珊、王子童、朱淼琛、陈昱如、王诗婷
姜良良、
赵海鹏

T010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杨彬琪、郭桦滨、张一荷、刘春杨、李科锃 刘晓霞

T017 莒南县第八小学 马小雅、吴立诺、刘家豪、李玖泽、薛子煊
张翠华、
王洪元

T002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吴欣然、陈淑慧、王萱、张钰佳、 李静茹
陈烈荣、
曾雪环

T022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邓钟宇、吴毓晨、陈元晔、林蒟、 王翊
王冬梅、
蔡蕊

T023 澄迈县澄迈中学 姜垂雨、黎仕韬、蔡莹莹、王依依、侯仲奇
成水兰，
林明觉

T031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陈萌萌、齐晓艳、王涵、井世源、 周粝蓉
刘娟、
王法文

T014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

学
杨博涵、宁彩宏、葛玲玮、薛广惠、薛胜轩

张洪波、
薛莲

二等奖（10组）

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T016 莒南县第八小学 鲁艺洁、姜奥翔、赵一洁、尹航、 李昊宇
熊 彪 、
刘静静

T001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林瑾枫、李朝行、胡孟孜、孙一鸣、李朝印、 钟斯云

T018 莒南县第一小学 王尚、崔艺凡、 张桂宁、张艾琳、张馨予 惠金龙

T025 郯城县育才中学 王佳妮、李佳彤、张韵暄、蔡国庆、王思棋
杨甲猛、
田佳

T021 费县杏坛学校 张文轩、孙祥盛、杨昕泽、李坤倓、滕佳琪
王龙宫、
王子礼

T011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孙启轩、张朔荣、王心宇、李禹泽、李正昇 屈晓晴

T029
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中

学
钟升、郁晨、 孙珩、全先乐、 孙启迪

王西军、
宋燕

T032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李依冉、任丽丽、牛伟林、刘鑫瑞、王晨
刘 娟 、
王法文



T030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孙红、周乐、 刘卓、王宇坤、 张会乐
刘 娟 、
王法文

T026 郯城县育才中学 王悦然、陈云茜、肖雅妮、吕品、 陈宇
杨奉元、
田佳

三等奖（13组）

编号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T009 榆林市第九小学 谢宇硕、刘姝雨、李青妤、边成硕、冯奕涛 郝建峰

T003 府谷县第三小学 吕明联、倪子依、李景然、刘嘉璐、孙昕涛 张波涛

T007 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 孙楠、余卓芯、 拓懿轩、白杰铭、徐苑搏 刘丽丽

T005 府谷县第三小学 白天阳、张雨萱、贾宁、韩泽泰、 郭紫原 李嘉诺

T004 榆林高新区第三小学 惠冠博、马欣怡、韩 鑫、霍奕卓、常梓轩、 田苗苗

T013 济南市槐荫区楚庄小学 杨若涵、纪云哲、郝德立、郜轩骏、赵婉婷 刘振杰

T020 费县城南学校 李时、郑玉麟、 王梓珩、郭明轩、赵明哲 提文娇

T019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李佳航、赵明灿、赵浩森、徐晟翔、刘育彤
徐 莉 、
张化婷

T012 神木市第一小学 何锦帆、张洪瑞、李柏璇、庄晨阳、王新瑞 吴艳芬

T024
定边县白泥井郑国洲中

学
乔佳妮、白欣语、张晓嫣、高天皓、高佳康 潘巧艳

T027 郯城县育才中学 陈思璇、张萁轩、田硕、王颢翔、 徐畅
田 佳 、
杨奉元

T033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曹圣龙、石海洋、张光特、吴欣冉、陈雨萱 金振家

T028
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中

学
孙祥、孙梦洁、 许飞、周雨晗、 马凯源

王西军、
宋燕



“智力七巧板”多副主题创作获奖名单（215名）

一等奖（44名）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平阳县鳌江小学 金恩柋 乐玩暑假 许海英

临沂第四十中学 刘译聪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张静

永嘉少年艺术学校
陈彦心、林煊皓

、董一楠
《三国英雄赵子龙》 吴旭宏

临沂第二十中学 郑梓晴、候传金 缤纷暑假 孙建华

乐清市外国语学校
周锦墨、周丹、

章司豪
暑期抗疫阅中国 王宁

苍南县钱库小学 陈诺 美丽的项桥 章宝华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王诗婷 快乐暑假 徐亮

平阳县鳌江小学 李镜籽 欢乐暑假 周小芸

临淄区管仲小学 李珂菲 多姿多彩的假期 孙树华

临淄区管仲小学 毕程诺 我的快乐暑假 孙树华

龙湾区第二小学 叶隽汝 葡萄架下的故事 郑智莲

苍南县马站小学
董心卡、林程丰

、施琪
纳凉圣地 叶娟娟

龙湾区第二小学 陈星睿 恐龙展 陈慧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黄梓琪 采摘杨梅 郑元来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任丽丽、陈萌萌

、齐晓艳
《暑假之旅》 刘娟

莱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李广昱、律天朗

、王怡丹
足迹——丝绸之路 王晓华

瑞安市飞云中心小学 叶洲睿、朱一鸣
想象中的暑假—— 海底探

险
黄雪飞

龙湾区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河滨
小区

陈诗尹 阳光假期号列车 孙赛赛

乐清市南岳镇小学 吴越轩 《暑假——沙滩游》 吴培蕾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潘昱彤 谢诗谦

叶珂涵
《与海豚共舞》 葛海双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张茹婷 《我帮妈妈做家务》 解文莉

苍南县马站小学 吴晰 暑之乐，书中游 郑晓拉

乐清市柳市镇第五小学 钟艺瑞、陈政源 《快乐暑假》 朱明洁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王海诺 《快乐的学习》 尤金强

临沂朱陈小学 周晓睿 我的暑假太空游 孙晓帆

永嘉县瓯北第七小学 唐煊轩 暑假动物园之行 林艺嫦

苍南县灵溪镇第四小学 王明溪 海边的故事 曹宁宁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王雨欣 《我的家乡真美》 韩伟

澄迈县老城中心学校玉堂小学 陈晓宇 我心中的暑假
王晓云、
陈业章

乐清市建设路小学 林昱呈 《假日海底漫游记》 支瑶瑶

永嘉县千石小学
施雅、廖淇琦、

杨益泽
指尖上的学习 李琼玲

临沂孟园实验学校 艾嘉 刘镇齐 暑假生活 常艳彩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林容逸 《暑假我来学厨艺》 解文莉

青岛西海岸新区新世纪小学 陈梓龙 彩色的梦 徐静静

瑞安市芳庄乡学校 吴蓓蕾 望远镜陪我的暑假 项京京

莒南县第八小学
鲁艺洁、夏鑫雨

、 姜奥翔
暑假去研学 红船再出发 刘静静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谢明廷、林子轩

、 陈一诺
《上海七巧科技夏令营》 吴显武

青岛西海岸新区新世纪小学 兰梓宁 鹊桥相会 陈华

浙江省永嘉县实验小学 郑锦诺、谷佳诺 《丰富多彩假期乐》 戴健达

沙城三小 孔赟 这个暑假不一样 邱珠弟

永嘉少年艺术学校
林煊皓、董一楠

、陈彦心
《乡趣》 潘婷

海城一小（上涂） 王吟尹 暑假与诗词的美好约会 王仁辉

瓯海区实验小学集团学校前汇
校区

金屹宸 快乐暑假 红日传情 徐静



苍南县马站小学 曾柯铎 池塘之乐
曾喻阳、
周合顺

二等奖（ 72 名）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澄迈县白莲初级中学 戴俄帆 暑期研学之旅
王小玲、
黄春和

温州市瓯海区新桥第一小学 金子千、潘晨朵 暑假志愿活动初体验 潘雪姣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杨云皓、林炫骁

、 杜姝涵
《探索自然》 金建训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陈一泽、张齐心

、孙作悦
欢乐暑假 梁付娟

澄迈县澄迈中学 侯仲奇 快乐的假期 成水兰

温州市瓯海区郭溪第五小学
姚嘉怡、刘梦涵

、黄曈曈
我的暑假 江然爱

海城一小（上涂） 陈铎煊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陈蓓蕾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梁诗雨、崔玮 快乐暑假 王爱群

瓯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吴宸硕、郭珏汝 轮滑少年 倪约洁

温州滨海学校 郭子晗 暑期抗疫小贴士 宋也

罗庄区褚墩镇中心小学 赵思琦、张锐超
红色夏令营·寻找先辈的足

迹
徐希彩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吴欣然 我的暑假之旅 陈烈荣

苍南县钱库小学 黄迦瑜 特别的暑假 周飞繁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刘年硕 欢乐暑假 殷云艳

瓯海去龙霞实验小学 申轩文 游江心屿 麻金花

澄迈县红光中心学校 冯雯琪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冯恒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王大霖 欢乐暑假 宋青青

永嘉县千石小学
杨益泽、王振元

、郑博
陪伴.幸福 李琼玲

瑞安市实验小学 柯盛博、沈岩琪 温州非遗-吹糖人 张蕾

沙城一小 陈奕楠 暑假观"摄"记 邱芳芳



临沂第二十中学 宋峻茹 快乐暑假 龙丽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姜茗轩 快乐暑假 寇垒垒

瑞安市塘下镇罗凤第二小学
向霖娜、林冉、

苏倩妮
《筝韵》 周月苹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侯若珊 暑假 姜良良

苍南县钱库小学 黄鑫悦 悠闲时光 张文明

海城一小（上涂） 陈俊翰 畅游海底世界 李金香

永嘉县千石小学
李佳怡、徐熙程

、潘铭扬
学戏曲，传国粹 李琼玲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黄际铉 赶海 陈宣斌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黄沫灵 《暑末采莲记》 张越

莱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董一鸣、律天朗

、李广昱
逆性者——最美的足迹 唐虹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陈昱如 暑假 姜良良

海城一小（上涂） 叶得城，邱致博 暑假雅礼少年行 王仁辉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蔡亦宸、尤昱豪

、蔡欣妍
暑假我和名著有个约会 姜微微

海城一小（上涂） 陈梓瑞 不“疫”样的暑假 苏小芬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葛欣梅 《公园一角》 郭燕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陈艺萌 我与太姥姥 鲍仟婵

天河二小
陈浩宇、杨文烨

、韩优优
垃圾分类全民行动 季少敏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李静茹 我的暑假生活 曾雪环

永嘉县瓯北第七小学 林楚惠 暑假安全“不放假” 葛颖颖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一小学
李昕妤、谢吴凡

、赵昕烨
向上小记者“拍了怕”美丽

白象
尤婉

永嘉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陈梓帆 楠溪江竹筏漂流 陈丹

平阳县鳌江小学 张起墨 暑假之陪伴 卢小波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王萱 暑假的游乐场 李妹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李鹭鸶、温泱蘅

、 朱骏泽
《研学之路》 金建训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蔡礼桢、王瑞臣 暑期看瓜 陈丽娜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潘雅琦、杨子钊

、赵育祥
《音乐派对》 潘晓琼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郑右承、李煊烨

、吴烁康
参观海洋馆 黄莉娜

沙城二小 杨守诺、林梓渲 江心屿之旅 陈称心

瑞安市芳庄乡学校 周安雅 暑假宅家乐 项京京

青岛西海岸新区新世纪小学 高媛 欢庆春节 陈华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阮子偌 《假日游学记》 解文莉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叶宗澈 缤纷暑假 林晨晨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一小学
蔡易特、卓定宪

、冯余乐
暑假去哪了VS暑假去哪儿 尤婉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戴祎冉 快乐暑假 陈诗雨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李彦希 我的暑假-领略糖人艺术
张爱晓、
沈彩群

莒南县第八小学
李雨馨、吴立诺

、 马小雅
我和红色有个约会 王洪元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王锐妍 奔跑吧暑假
陈丽丹、
沈彩群

澄迈县白莲中心学校 冯薇 梦想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温风兰

平阳县鳌江小学 陈欣怡 充实的暑假时光 林凤秋

永嘉县桥头镇第二小学 叶一可 缤纷暑假，快乐冰场 王金淼

平阳县鳌江小学 应振轩 池塘乐 陈静

平阳县鳌江小学 钟佳妮 暑假之环境卫生的守护者 钱素芳

苍南县马站小学 黄恩琳 奇趣暑假，欢乐童年 梁纯洁

永嘉县桥下镇第一小学
叶梓鑫、尤小天

、董慧慧
暑期环保在行动 李谊谊

苍南县瓯南外国语学校 李雨桐 梦回暑假-北京之旅 颜璐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五小学 陈浩淼 多彩暑假——海底探险记 张育禾



青岛市崂山区张村河小学 陈思远 快乐暑假 亢志超

苍南县马站小学 刘梦瑶 划船
杨春燕、
柯娟新

瑞安市隆山实验小学 王艺瑾 暑假—我爱家乡 吴华媚

苍南县马站小学 阮梦莉、施世恒 缤纷暑假 黄倩倩

浙江省永嘉县实验小学 郑锦诺、谷佳诺 《琴声棋韵》 谢登峰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璇 欢乐的温州乐园 陈少红

三等奖（99名）

学校名称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平阳县鳌江小学 季冉、鲍承懿 爱生活爱健康 钱素芳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张柏豪、周禹澄

、姚卓逸
《童谣》 郑雪燕

平阳县鳌江小学 鲍馨语 快乐暑假 陈小秀

龙湾区第二小学 王均睿 抗疫暑假 许艳婵

永嘉县岩头镇中心小学 陈佳佳 林宣通 山村变形记 高素娟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韩林儒 《运动更健康》 薛莲

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项睿哲 暑假A计划
郑春苗、
沈彩群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柴怡馨 《公园的周末》 张洪波

瑞安市塘下镇中心小学
舒歆涵、舒露冉

、张航瑜
《暑期——光盘行动》 徐文珍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杨博涵 《成长剪影》 张洪波

澄迈县老城中心学校玉堂小学 王羽轩 幻想中的暑假
邝春桃、
王利昌

龙湾区第一小学 郑恬欣、汪凯瑞 行走的人间烟火-爱心义卖 项黎丽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孙红 王晨 《暑假之旅》 刘娟

温州市实验小学 杜宋煜 暑假温州名胜之旅 黄瑞珑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三小学
赵珈冉、南淑玮

、黄时玥
《暑假生活——“解锁”公

园世界》
王琼洁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包涵 阳光假日 李晓

临沂第二十二中学 张紫涵、吴淑涵 快乐的暑假生活 孔凡荣

瑞安市解放路小学 何安娜、刘万丰 暑假会园玩滑板车 蔡叶华

临沂行知实验学校 刘一群 欢乐暑假 孙大伟

临沂朱张桥小学
宋依亭、宋展颜

、 姜维
快乐暑假 赵 雪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范芝菡 《暑假漂流真舒服》 解文莉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会展校区 杨彦博 暑假之温州动物园 黄瑞珑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刘卓 《暑假》 刘娟

澄迈县澄迈中学 王依依 激情的暑期 王璐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朱淼琛 暑假生活 姜良良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周乐 《暑假》 刘娟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余昊泽、李若言

、阮文泽
暑假抗疫生活 黄莉娜

乐清市丹霞路小学 吴依宸 呵护 陈蕾蕾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七小学 刘鑫月、曹恒瑞 足球赛—暑假 徐燕

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 陈泽豪、陈艺鑫 文明行动暑期有我 黄海宇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一小学
黄歆茹、黄歆雅

、黄姿硕
暑假 郑茜茜

澄迈县澄迈中学 蔡莹莹 我劳动我快乐 成水兰

临沂马厂湖小学 赵婧童 成长的足迹 殷一巧

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 谢岳 暑期游玩记 应文娴

临沂马厂湖小学 何宇诺 成长的足迹 殷一巧

永嘉县千石小学 李海宝、李运佳 英雄的城市归来 李琼玲

澄迈县福山初级中学 王小娜 快乐的暑假 罗春兰

临沂马厂湖小学 李烁 成长的足迹 殷一巧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王晨 《健康暑假》 刘娟

瑞安市阁巷小学 陈芸欣 忙碌的暑假 郑如意

乐清市虹桥镇第九小学 胡译予、蔡瑞麟 丰富多彩的暑假 林酒敏

瑞安市芳庄乡学校 黄嘉骏、魏卢静 暑假必备品 项京京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陈佳依 《暑假》 万绪金

永嘉县桥头镇第二小学
叶彤、周子涵、

池越晰
暑假生活 王云

莒南县第八小学 聂林铭 暑假欢游 张翠华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陈予萱 夏天的味道 戴斯思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张钰佳 我的暑假生活 张惠霞

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中学 马凯源 夏日海滩 宋燕

温州滨海学校 周依依 我的暑假我做主 宋也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心小学 刘时烁 运动小达人 李娜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薛广惠 《小苗计划表》 孙增涛

永嘉县桥头镇第二小学
林信嘉、侯欣言

、王滨
健康暑假 王云

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中学 孙珩 动物小世界“遨游” 王西军

温州市瓯海区艺术实验小学 杜雨鸿、黄温雅 水中的暑假 詹瑞跃

青岛市崂山区张村河小学 曲珍仪 暑假 亢志超

澄迈县澄迈中学 黎仕韬 遨游书海 林明觉

虹桥镇第六小学 林泊辰 《沙滩上的晨间》 李秀青

永嘉县千石小学
黄俊枭、缪一翔

、陈稳
红色暑假 李倍倍

瓯北第二小学 杨可莹、杨可萱
暑期云游深圳--纪念特区成

立40周年
黄芳芳

青岛市崂山区张村河小学 董昕婷 神奇的太空之旅 亢志超

沙城二小 章贝尔、章书澈 探索自然 杨莲英



永嘉县桥下镇第一小学 戚家宁 沙滩+海浪=快乐 陈鸳鸯

天河一小
张子灏、严子博

、金子博
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 陈赛丹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齐若宇 《暑假》 薛明刚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朱卓立、林奕晨

、 吴彬豪
《文明伴我行》 余蓁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吴欣冉 红色暑假 金振家

沙城二小
施思、夏依琳、

朱梓琪
爱心陪伴，快乐暑假 杨莲英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石海洋 欢度暑假 金振家

永嘉县千石小学
杨浵浵、包锦萱

、杨皓翔
壮丽祖国 邹崇节

天河二小
张怡晨、张以勒

、赵妍
我运动我快乐我锻炼我健康 季少敏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朱昱冰 《沙滩上的暑假》 薛莲

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新生小学
江浩宇、李忆萱

、王泽
快乐暑假海岛游 白瓯崎

澄迈县澄迈中学 姜垂雨 暑假探险之旅 王璐

沙城一小 沈晨钰 特殊暑假 梅春华

温州市瓯海区南瓯实验小学 叶雨豪 快乐暑假缤纷水世界 王琦

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小学 蔡正烨 《欢乐暑假》 陈巧慧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 黄温皓 公筷公勺，我们在行动 吴雪燕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陈淑慧 我的暑假生活 陈烈荣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秦永康 《强大的祖国》 庄兴莲

天河一小 王一丞 我和国旗有个约会 沈肖秋

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第一小学 金涵予 玩转暑假 黄春芬

永嘉县乌牛第二小学
蒋慈暖、瞿鼎衡

、周安琪
《愉快的沙滩》 谢霜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葛玲玮 《暑假》 龚梅

瓯海区龙霞实验小学 谷昱烁 我的暑假之社会实践活动 麻金花



沙城一小 陈盈诺 不“疫”样的暑假 项慧敏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陈姝妤 《快乐假期》 尤金强

海城二小
涂展睿、钟昊
辰，林峻逸

暑期平安防拐 王超超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滕雨泽 《我的暑假我做主》 李晓欧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黄朵晗 草地撒欢 陈少红

苍南县矾山镇第一小学
简昕妍、陈春晓

、卢素雅
欢乐的暑假生活 郑小杭

沙城一小 李睦程 别样的暑假 项小玉

苍南县桥墩小学 郑文欣、苏楠熙 我的暑假生活 刘秀秀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张墨熙 《社区志愿者》 刘耀美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韩宇轩 《快乐动起来》 庄兴莲

瓯北第三小学
孙誉凯 李晟成

张彦歆
《骑行吧，少年》 陈丽妮

苍南县瓯南外国语学校 吴雨晨 精彩的暑假生活 颜璐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丁芊妤 《充实的暑假期》 丁志振

莱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王怡丹、鲁慧颖

、李广昱
成长的足迹 唐虹

青岛西海岸新区新世纪小学 王银昊 中国加油 陈华



全国优秀辅导员（51名）

学校（单位）名称 姓名

盘州市鸡场坪镇滑石小学 冯斌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符达遥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王冬梅

澄迈县澄迈中学 成水兰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陈烈荣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曾雪环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蔡蕊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陈小文

澄迈县澄迈中学 林明觉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庄兴莲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张洪波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薛莲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张颖

济南市槐荫区周官屯小学 张燕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王树玲

济南市槐荫区楚庄小学 刘振杰

济南市段店小学 李冉冉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金振家

郯城县育才中学 杨甲猛

郯城县育才中学 杨奉元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徐莉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石吉利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刘青青

莒南县第八小学 熊彪

莒南县第一小学 王芹



学校（单位）名称 姓名

莒南县第八小学 王洪元

莒南县第一小学 宋伟

莒南县第八小学 刘静静

莒南县第八小学 张翠华

莒南县第一小学 陈欣荣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中学 王西军

费县杏坛学校 王龙宫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王法文

费县城南学校 提文娇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中学 宋燕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刘娟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姜良良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赵海鹏

榆林市第九小学 杨溪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边玉蓉

榆林高新区第三小学 田苗苗

定边县白泥井郑国洲中学 潘巧艳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屈晓晴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刘晓霞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刘俊芳

府谷县第三小学 李嘉诺

府谷县第三小学 周智慧

杭州市下沙第一小学 杨振凯

宁波市海曙赫威斯学校 徐锦秀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东校区 刘佳

宁波市曙光小学 陈水铃



全国优秀工作者（26名）
学校（单位）名称 姓名

府谷县第三小学 张波涛

神木市第十一小学 刘晓霞

府谷县科技馆 王雪艳

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 刘丽丽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边玉蓉

榆阳区科学技术协会 刘玲

定边县白泥井郑国洲中学 潘巧艳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陈小文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陈烈荣

澄迈县科学技术协会 陈业章

济南市槐荫区青少年宫 李超

济南市槐荫区楚庄小学 刘振杰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王树玲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薛莲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薛明刚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徐亮

莒南县科学技术协会 张慧

莒南县科学技术协会 栾玲玲

莒南县教育和体育局 汤安邦

莒南县第一小学 惠金龙

郯城县科学技术协会 刘从壮

郯城县育才中学 杨甲猛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中学 王丽军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刘娟

费县杏坛学校 王龙宫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屈晓晴



全国最佳普及奖（14所）

府谷县第三小学

榆林市第九小学

神木市第一小学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榆林高新区第三小学

府谷县科技馆

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莒南县第八小学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探沂镇刘庄初级中学

费县杏坛学校

济南市槐荫区楚庄小学



科普示范学校（10所）

府谷县第三小学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澄迈县福山中心幼儿园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山小学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莒南县第一小学

郯城县第五实验小学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济南市段店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12个）

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

榆林市科学技术协会

府谷县科学技术协会

榆阳区科学技术协会

定边县科学技术协会

澄迈县科学技术协会

济南市槐荫区青少年宫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莒南县科学技术协会

郯城县科学技术协会

费县科学技术协会

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


	“智力七巧板”组合分解竞赛获奖名单（207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