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组委会
2018 年第二十二届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

获奖名单通报

2018 年第二十二届七巧科技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宁波赛区）已于

2018 年 7月 24 日－27 在宁波市圆满成功，相关获奖名单公示期已满，现

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附件：第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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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2018 年 8月 31 日

七组办发字 [2018]09号

http://shandong.xiaoxiaotong.org/AttachFile/2014/6/44190021/63539113639934929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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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七巧板“组合分解与创新”竞赛获奖名单（627 名）

幼儿组（21名）

一等奖（7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宁波市镇海蛟川街道中心幼儿园 葛梦洋 黄雪波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徐铭航 赵新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李秋怡 安美霞

宁波市宝幢幼儿园 史睿 周春亚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张雅各 王秀营

宁波市镇海蛟川街道中心幼儿园 赵奕辰 黄雪波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张熙哲 陈晓敏

二等奖（7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亲亲幼儿园 叶凯瑞 王伟、张中秋

宁波市东钱湖镇中心幼儿园光辉分园 王歆瑶 楼芳琼

宁波市东钱湖镇中心幼儿园光辉分园 高锦辰 楼芳琼

宁波市新城第一幼儿园 陈夜馨 何佩琛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亲亲幼儿园 耿一粟 王伟、张中秋

宁波市东钱湖镇中心幼儿园光辉分园 刘子萱 楼芳琼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颜 肃 安美霞

三等奖（7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宁波市明楼幼儿园 郑功平 张老师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王浚语 李春雨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亲亲幼儿园 刘瑗旖 王伟、张中秋

宁波市北仑区实验幼儿园 范雪棋 马晶晶

宁波市东钱湖镇中心幼儿园光辉分园 葛博宸 楼芳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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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亲亲幼儿园 张可意 王伟、张中秋

宁波市常青藤幼儿园 章航玮 何振嘉

低年级组（126 名）

一等奖（35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沂第四十中学 严一铭 孟令忠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徐伟诚 宋红红

临沂第四十中学 蔡文俊 孟令忠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张美好 宋红红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邵玉青 黄祖防

平阳县鳌江小学 姜皓哲 白焦萍

温州市龙湾区状元镇第三小学 唐俊熙 缪慧静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管逸宸 黄佳敏

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孔维洛 谢洁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王海潮 宣志平

沂水县实验小学 魏玮 马纪正

淄博高新区华侨城小学 宋锦尧 郑慧芝

临沂高都小学 徐梦菡 段艳丽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李俊岳 黄祖防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中心小学 沈恬睿 张琳

宁波市江北区外国语艺术学校 王海麟 俞倩

宁波市江北区育才实验学校 孙阳 陈千钧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 王柏润 陈科军

温州市鹿城区建设小学大南校区 鲁萱汀 倪爱弟

宁波市江北区中心小学 戴馨玥 陈超颖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实验小学 王奕涵 史婵桢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赵浩哲 邵抒晓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陈毅锦 郑晓春

临沂第四十中学 主父昱铭 孟令忠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孙子涵 黄祖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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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江北区外国语艺术学校 范佳灏 俞倩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岑柯瑜 邵抒晓

永嘉瓯北中心小学 林洛西 廖蓓蓓

沂水县实验小学 刘熙瑶 马纪正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王晨跃 黄祖防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汪奕辰 邵抒晓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小学 郭子渊 谢海霞

临沂高都小学 张韵 段艳丽

乐清市虹桥镇第九小学 胡晋维 崔素珍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刘小艺 黄晨

二等奖（41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姚治宇 宋红红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任君泽 宋红红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巴学士 黄祖防

宁波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 王翼 骆涵宇

宁波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 翁振轩 骆涵宇

宁波市洪塘中心小学 章奕涵 史蒙佳

宁波市江北区新城外国语学校 冯一涵 邵芳

永嘉瓯北中心小学 金枫然 张晓丽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林子涵 徐余

沂水县实验小学 苏炳旭 马纪正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王戛楠 徐杰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 王炳钧 陈科军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陈思涵 毛姿玲

沂水县实验小学 段会林 马纪正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王中艺 宋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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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黄俊然 金威洁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李昊轩 宣志平

苍南县钱库小学 陈诗瑜 缪晓如

永嘉瓯北中心小学 夏书涵 陈银燕

沂水县实验小学 刘博文 马纪正

沂水县实验小学 庄凌翔 马纪正

宁波市江北区外国语艺术学校 金玟萱 俞倩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周愉玥 金威洁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赵育祥 金建训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金楚恒 郑晓春

沂水县实验小学 纪秋旭 马纪正

宁波市奉化区居敬小学 蒋一帆 杨静静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杨瑞泽 徐杰

浙江省余姚市长安小学 祝楚鸣 毛丽君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蔡昀安 徐杰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卫子轩 宋红红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王俊雅 黄祖防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许文凯 宣志平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薛继玉 黄祖防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陈 栋 梁鸯鸯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十一中学 刘泽昊 王泉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汪恺言 徐杰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周欣融 金威洁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李秉成 金建训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周俊廷 梁鸯鸯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杨浩宇 黄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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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50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实验小学 杨启晨 史婵桢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徐子宸 金威洁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十一中学 郑岚亭 王泉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张珈硕 黄祖防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齐轩宜 周开春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小学 张凯文 毛益利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曹 然 金威洁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张珂依 金威洁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张昊然 金威洁

永嘉少年艺术学校 金博超 杜文飞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潘雅琦 潘晓琼

宁波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 陈逸洋 骆涵宇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叶忠恺 毛淑蓉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郝学智 周开春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王茹萱 周开春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林佳颖 周开春

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小学 马欣仪 王学娟

山东省沂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欧桐彤 张丰年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季子涵 季德才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梁展赫 黄祖防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张康润 黄祖防

沂水县实验小学 神圣原 马纪正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十一中学 邓瑞淇 王泉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李诺一 黄祖防

宁波至诚学校 王添谊 王兰芳

沂水县实验小学 王雨藤 马纪正

宁波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 郁诗豪 骆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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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江北区外国语艺术学校 陈俊昊 俞倩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沈秋实 陈长红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朱劲翼 周开春

淄博高新区华侨城小学 孙渤程 孙鹏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孙义轩 王芳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徐世瑞 宋红红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温浩宸 黄祖防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马欣悦 阮雪清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周沐辰 宋红红

宁波至诚学校 陈子轩 王兰芳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董育成 周开春

淄博高新区华侨城小学 王宇航 孙鹏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项奕锟 金威洁

山东费县费城西关小学 李金子 李善飞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张浩臣 周开春

山东费县费城西关小学 刘家志 李善飞

临朐外国语学校 程世烨 张菁华

宁波至诚学校 曹靳超 王兰芳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毛淑宁 李爱波

宁波至诚学校 唐徐唯 王兰芳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孙浩梁 黄祖防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项海洋 木石真

宁波至诚学校 侯海波 王兰芳

中年级组（251 名）

一等奖（74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杨 恒 方菲菲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中心小学 徐一冉 张琳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杨景睿 黄小丹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薛炜婷 马德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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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陶一兴 陈丽丽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王江玺哲 马雪艳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郑皓严 池定惠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蒋楼乐 黄佳敏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张湘浦 俞文英

临沂河北小学 周梓铭 周玉农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黄山镇蔡村小学 王涵 乔秀利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徐葛昊 王芳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王奕心 王芳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吉姜硕 张洪波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王奕然 黄佳敏

临沂第七实验小学 赵善浩 刘志刚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罗紫萌 马雪艳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康博文 马雪艳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赵斯宸 郑晓春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中心小学 张永康 徐希彩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中心小学 陈向阳 徐希彩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王继泽 刘青青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实验小学 傅钰乔 史婵桢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董丁睿 陈蕾蕾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南承见 郑晓春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小学 鲁梦晴 毛益利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第一小学 章湛希 周勇杰

莒南县第六小学 聂子涵 昝秀娟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徐文婕 聂慧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王淇 刘兆伟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谭瑾欣 王芳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郎文韬 刘美芹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郎佳乐 王琼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胡一涵 严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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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第四十中学 韩馥羽 密钰梅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杜昊龙 林宏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毛靖雯 王芳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刘宸萱 王芳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赵恩硕 陈长红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朱钰钰 陈素园

莒南县第六小学 杜丽 刘钦玲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苏小丹 孙钦娜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丁 翔 卢连双

宁波市奉化区居敬小学 周皓琪 杨静静

宁波市江北区中心小学 吴飞雨 吴荧飞

临沂第七实验小学 马彬峰 刘志刚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陈庆瑞 刘倩妤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孙菁 聂慧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中心小学 沈奕含 张琳

莒南县第六小学 高俊 吴翠铃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刘沛卓 孙永胜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王浩 李芳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孟思含 郭红卫

沂水县实验小学 孙绍恒 赵新娜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郭旭扬 王芳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王子阳 周开春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纪致成 刘亮

宁波市江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煦淳 王盼盼

临沂第七实验小学 孙明阳 刘志刚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实验小学 卜浩阳 李悦瑗

沂水县实验小学 刘家宁 赵新娜

沂水县实验小学 王佳怡 赵新娜

费县杏坛学校 滕佳琪 孔凡振

莒南县第六小学 张那 崔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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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第六小学 袁子翔 李莉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 王晓晴 胡晓燕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小学 郑致平 唐军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华妍慧 金威洁

浙江省余姚市长安小学 宋泽恺 毛丽君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张皓轩 周开春

宁波市怡江小学 陈梦蝶 许周伟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张文举 宣志平

宁波至诚学校 朱俊聿 王兰芳

宁波至诚学校 周依豪 王兰芳

二等奖（87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徐智瑞 陈光微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黄山镇蔡村小学 刘姜山 乔秀利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张泽鑫 马雪艳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赵思源 马雪艳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潘安琪 金建训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黄山镇蔡村小学 王昀铮 王爱刚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陶依然 严皎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黄瑜亮 郑晓春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崔雨菡 王芳

宁波市江北区中心小学 鲁隽韬 陈超颖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陈曦然 王芳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刘煜雪 黄晨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杨静雯 黄晨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小学 汤子鉴 章锦票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陈柏伊 郑晓春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蒋筱菀 俞文英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徐传龙 郎苗苗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谢浩宇 李婷婷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郭俊逸 陈丽丽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石绍璋 杜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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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陈炳志 聂慧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卢姝凝 惠金龙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王振阳 刘亮

宁波市江北区新城外国语学校 贺立扬 戎曙光

苍南县龙港五小 高 旭 尤美华

温州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戴子轩 李金香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唐小慧 方菲菲

莒南县第六小学 苏思源 尹相云

临沂第七实验小学 孙茗尧 邵成栋

临沂第四十中学 于子轩 密钰梅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申雯静 曹丽萍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梁金阳 黄祖防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全孝峻 刘亮

临朐外国语学校 冯兆平 张菁华

宁波市象山县林海学校 林幸格 朱老师

莒南县第六小学 李雨菲 王丽丽

莒南县第六小学 宋骐帆 史春晓

莒南县第六小学 李涵 庄绪娟

临沂第二十一中学 上官久泰 孙红梅

临沂朱陈小学 颜廷菲 郭建磊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李 睿 邵抒晓

莒南县第六小学 苏思羽 汲生霞

临沂第二十二中学 李青航 吕学村

临沂河北小学 杨绍泽 张鉴涛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付芮全 石吉利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小学 朱丹虹 毛益利

宁波市江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林可馨 王盼盼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 齐暻暄 胡晓燕

温州道尔顿小学 赵晨然 魏朝养

莒南县第六小学 徐增文 吴俊江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李乔恩 李婷婷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魏毅 孙永胜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吴书毅 崔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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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李钰博 杜金玉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严彩萍 聂影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王一凡 聂慧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李文铎 李静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卢星宇 石吉利

郯城县马头镇中心小学 宋瑞文 朱玉伟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张蓝齐 刘亮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麻安予 金威洁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忻诗凯 宣志平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冯乐阳 陈小秋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陈了了 池定惠

莒南县第六小学 臧梅婷 陈祥丽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王玥淳 孙艳美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李相正 王瑜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张佳明 刘青青

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馨月 代志勇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周鑫辰 金威洁

宁波市象山县林海学校 吴跃 王鑫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实验小学 史家乐 史婵桢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王梓烨 金建训

费县杏坛学校 韩瑞 滕凤强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李美霖 尚阿妮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陈宇豪 尚阿妮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秦莉铭 聂慧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赵紫涵 周开春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郎红 王琼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刘美怡娜 黄晨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小学 石家和 唐军

宁波至诚学校 张嘉哲 王兰芳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刘润泽 赵吉旺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温子萌 周开春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李政菡 周开春

宁波至诚学校 朱致远 王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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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赵同泽 周开春

三等奖（90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朱劲光 崔玉坤

沂水县实验小学 赵子怡 赵新娜

慈溪市龙山镇龙山小学雁门校区 张鹏 冯维红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小学 符发晶 毛益利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实验学校 李涵宇 王绒绒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葛佳玥 金威洁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谢 谦 宣志平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朱家源 万三燕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林奕佐 郑晓春

临沂第二十一中学 厉东霖 孙红梅

临沂第七实验小学 黄旭 刘志刚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韩美玉 聂慧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乔浩铭 刘青青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徐冠麒 王芳

温州经开区沙城镇第一小学 章馨予 王娟

莒南县第六小学 王虹杰 朱玲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刘健 刘倩妤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小学 李蕊君 唐军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小学 周婉妮 毛益利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邬依翎 金威洁

宁波市象山县金星学校 王敦 杨楠楠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孙子萱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郑博允 邵抒晓

沂水县实验小学 张小涵 赵新娜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颜秉钧 徐杰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张维逍 邵抒晓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徐铭阳 孙永胜

莒南县第六小学 陈一菲 刘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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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徐浩莱 聂慧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彭建 曹丽萍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徐亚琪 王芳

莒南县第六小学 孙辰熙 薄夫芳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刘春卉 郎苗苗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四小学 郑格拉 叶小敏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赵兰诚 林宏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实验学校 乔子轩 王绒绒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 叶嘉琪 周雪清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林克熹 谢 艺

费县杏坛学校 刘 奇 滕凤强

费县杏坛学校 杨宇宸 滕凤强

临沂朱陈小学 翟羽涵 郭建磊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吴昊轩 金建训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黄逸轩 俞文英

莒南县第六小学 葛思彤 徐田荣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米芮希 刘亮

温州经开区沙城镇第三小学 谢声锦 项雪燕

莒南县第六小学 靳凯 林令娟

莒南县第六小学 王靖方 潘聪聪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周一诺 徐洁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小学 刘子辰 唐军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张力尹 陈小秋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孙小茹 周晨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孙琳 张艳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夏寅赫 刘青青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宋欣珂 王芳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小学 张竹韵 唐军

宁波市江北区新城外国语学校 陈泓晃 戎曙光

费县杏坛学校 吴柏 滕凤强

莒南县第六小学 赵敏津 董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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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费县费城西关小学 刘雪莹 李善飞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刘思妍 聂慧

沂水县实验小学 李梓歌 赵新娜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王玲玲 金威洁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黄 灿 宣志平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 叶孙荣 胡晓燕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龚陈博 乔世峰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孙冉 朱明美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王家鹤 董季荣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 陈梓涵 周雪清

临沂河北小学 高慧 张鉴涛

临沂朱陈小学 王家森 马永胜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孟帆 李婷婷

莒南县第六小学 刘文靖 阚宝民

宁波至诚学校 王玄奥 王兰芳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黄鑫帅 俞文英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孙怀宇 刘倩妤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王睿涵 周开春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崔璨 崔永伟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周妍彤 金建训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小学 彭联欢 毛益利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宁锋小学 瞿颖 钱明珠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丁陈硕 赵吉旺

费县杏坛学校 杨昕泽 滕凤强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李孝文 王宗师

山东费县费城西关小学 李浩羽 李善飞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刘珂瑜 邵抒晓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林昊坤 徐杰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赵章喆 陈春晓

山东省平度市东阁街道广州路小学 何正 李文娟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王文烨 王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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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组（151 名）

一等奖（45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徐美好 高凤菊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吴邵佳妤 黄谦谦

临沂朱陈小学 孙艺辉 郭建磊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谢依妍 金建训

永嘉县瓯北第四小学 赵峻毅 潘海燕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刘宇涵 孙宏强

临沂湖南崖小学 黄子鹤 赵桂霞

温州经开区沙城镇第三小学 王楠新 皮荷荷

温州市瓯海区丽岙华侨小学 郑伊霞 蔡倩倩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梁诗雨 刘成霞

临沂第二十一中学 王天琦 杜经纬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王治翔 徐亮

山东费县费城西关小学 林圣涵 李善飞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刘学骏 李菲

宁波至诚学校 胡可轩 王兰芳

温州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汪家蕊 陈海敏

温州市鹿城区实验小学 王一诺 董智力

费县杏坛学校 徐梓恒 滕凤强

沂水县实验小学 吕祺 孟庆玲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余依纯 金建训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小学 陈 晗 许孔捷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张晓鹏 邵泽雨

临沂高都小学 陈昌瑞 王清凤

沂水县实验小学 刘圣洁 孟庆玲

温州市建设小学 毛奕璇 王惠婕

临沂湖南崖小学 张涵 赵桂霞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刘子祺 唐爱刚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中心小学 姜超 刘祥鹏

苍南县钱库小学 温合溢 金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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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陈 刚 倪步虎

温州经开区海城第二小学 邱祺昊 王红蕾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陈俊昊 尤梅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黄山镇蔡村小学 王善福 滕学锋

山东省沂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沅泽 张丰年

临沂光耀实验学校 冀国豪 孙 杰

临沂朱陈小学 齐梓安 张志玲

慈溪市龙山镇龙山小学雁门校区 王若涛 冯维红

慈溪市龙山镇龙山小学雁门校区 胡嘉乐 冯维红

费县杏坛学校 周雨馨 孔凡振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公家慧 赵海鹏

临沂第四十中学 张校萌 张艳利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周易林 贾兆慧

沂水县实验小学 王蒙 孟庆玲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彭依晨 邵抒晓

宁波至诚学校 宋戴伊 王兰芳

二等奖（50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余亦翔 白洪玮

温州市瓯海区丽岙华侨小学 韩佳雯 蔡倩倩

临沂湖南崖小学 房冠屹 赵桂霞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陈智涵 刘岳平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中心小学 杨茂润 李玉皓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李承洋 张晓萌

苍南县钱库小学 方文婷 金小清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余伯特 方君洁

温州市岠江小学 戴欣宇 程习颖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苏舒妤 郑淼



17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张毓珏 王媛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傅佳雯 王媛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陈佳佳 郭甜美

浙江省余姚市长安小学 孙志豪 毛丽君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张理源 孙宏强

临沂第四十中学 金子灿 张艳利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张奕帆 钱恒龙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郭丹丹 唐爱刚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傅君蕙 赵海鹏

临沂朱陈小学 周广润 李楠楠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邵雯杰 张洪波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宁锋小学 张玮 钱明珠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徐书墨 徐亮

沂水县实验小学 高浩然 孟庆玲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宁锋小学 丁梦怡 钱明珠

浙江省余姚市长安小学 周沛杰 毛丽君

山东省沂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孙臣希 王菊

费县杏坛学校 孔祥灏 孔凡振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陈成刚 孙健

临沂第四十中学 李秋含 张艳利

临沂光耀实验学校 丁一鸣 吕学自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胡佳铭 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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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刘浩然 孙健

临沂第四十中学 徐鲁豫 张艳利

宁波市怡江小学 李依仁 许周伟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李洋 李秀彬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石 佳 韩 青

宁波市江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程晓野 吴海静

费县杏坛学校 王厚达 滕凤强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李佳展 孙健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育才小学 李富增 马颂颂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黄保国 徐亮

慈溪市龙山镇龙山小学雁门校区 王若天 冯维红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夏雨晴 朱英英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李昊瑾 钱恒龙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李羽辙 罗宁

宁波市怡江小学 丁谢楠 许周伟

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 刘家林 付勇

宁波至诚学校 吴昪 王兰芳

宁波至诚学校 张凌睿 王兰芳

三等奖（56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张圣钰 王媛

温州市龙湾区永兴第一小学 丁莎珊 黄美盈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郑菲菲 余成豹

永嘉县瓯北第一小学 章陈宇 谢松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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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金佳颖 金建训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吴俊凯 陈蕾蕾

温州市南浦小学 黄优优 吴思思

乐清市城南一小 汤力维 陈潋艳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徐也琼 邵抒晓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朱勤 朱英英

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 乔心远 罗宁

宁波市江北区外国语学校 包烨彬 裘玲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潘际丞 陈蕾蕾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王琨 邵泽雨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季钰成 孙健

临沂第四十中学 曹子宜 张艳利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郑骐钧 朱英英

临沂第二十一中学 薛远见 李文波

临沂市罗庄区沂堂镇麒麟小学 相俊豪 李中全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潘立恒 张洪波

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 许俊海 付勇

临沂湖南崖小学 吕睿程 赵桂霞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宁锋小学 陆可宁 钱明珠

宁波市江北区外国语学校 姜宇哲 裘玲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王晨语 金威洁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吴烁 赵海鹏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石力文 徐亮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周博文 朱英英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田子涵 徐亮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陈子墨 余成豹

宁波市江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孙承宇 吴海静

宁波市江北区中心小学 李奕臻 陈超颖

临沂市罗庄区沂堂镇麒麟小学 相晓文 李中全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王思涵 赵海鹏

山东费县费城西关小学 李金泽 李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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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奉化区居敬小学 徐于棵 杨静静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冯溢超 朱英英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高淏泽 邵抒晓

宁波至诚学校 刘慧正 王兰芳

浙江省余姚市长安小学 王晟浩 毛丽君

泰顺县东溪乡中心小学 曾何知菲 董婷婷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秦敏佳 赵海鹏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赵嘉鑫 赵海鹏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宁锋小学 廖铭桢 钱明珠

浙江省余姚市长安小学 周昊天 毛丽君

山东省沂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赵虹程 王菊

山东省沂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王力达 王菊

山东费县费城西关小学 柴淑媛 李善飞

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 申洪嘉 付勇

山东省沂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王耀晨 王菊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胡品臻 金威洁

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 赵延豪 付勇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李昊骏 钱恒龙

沂水县实验小学 马源 孟庆玲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吴柯剑 金建训

临沂河北小学 张齐心 张鉴涛

中学组（78名）

一等奖（19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沂第二十中学 钱立森 阚志勇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张乐佳 蒋谦

临沂第二十八中学 孙烁硕 刘中华

临沂第二十中学 于满江 阚志勇

临沂第二十中学 冷新禹 孙大伟

郯城县育才中学 袁硕 邵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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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城关街道北苑初级中学 张雨洁 王中国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李兴扬 王法文

临沂第二十二中学 任萌 孔凡荣

临沂第二十中学 吴晓宇 阚志勇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彭紫萱 沈玉飞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郑睿琪 金振家

临沂第二十中学 王珩 阚志勇

临沂第二十中学 马跃 孙大伟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李欣 李士果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赵一喆 张涛

费县马庄镇初级中学 姜 振 张子儒

费县马庄镇初级中学 姚文强 张子儒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蔺梦雨 王秀珍

二等奖（21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朐外国语学校 高锦坤 赵优美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任丽丽 刘娟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邱 悦 王法文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李恩泽 王爱群

临朐县城关街道北苑初级中学 杨梦涵 刘秀海

临沂第二十八中学 张振兴 李长键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孟祥爱 王爱群

临沂第二十中学 阚荣至 丁金松

临沂第二十中学 钱景昊 丁金松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刘思甜 李士果

临沂第二十九中学 张玉凤 赵曙光

临沂第二十中学 王涵智 孙大伟

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刘曜辉 张丽莎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林佩颖 李士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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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级中学 倪志远 魏学斋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赵贵乐 王爱群

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刘雨康 张丽莎

临沂第二十中学 郑皓文 阚志勇

郯城县第三中学 宋猛 陈维芳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柳绪睿 姜沛佩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张千惠 张庆福

三等奖（38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陈雨菲 张丽莎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周 佳 刘娟

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杜文景 张丽莎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汤世琪 金振家

临沂第二十二中学 陈建宏 孔凡荣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李绅 梁淑慧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姚鑫 沈玉飞

郯城县育才中学 耿硕 杨萍

郯城县育新中学 白雪 杜培祥

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级中学 迟润泽 魏学斋

郯城县育新中学 吴同 杜培祥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魏昊晨 王爱群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马晨光 梁淑慧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倪子健 张庆福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李然然 张涛

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林 菲 张丽莎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秘霖轩 姜沛佩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陈梦如 赵俊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张 婧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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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县第三中学 张越 陈维芳

临朐外国语学校 付柳青 赵优美

郯城县育新中学 黄振国 杜培祥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唐道君 姜沛佩

费县马庄镇初级中学 周天泽 张子儒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王天硕 姜沛佩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王昊 姜沛佩

临朐县城关街道北苑初级中学 仇周扬 孙国法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李鹏宇 张庆福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刘子靖 王秀珍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问志祥 王秀珍

费县马庄镇初级中学 张书斌 张子儒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焦梓洋 李士果

临沂第二十二中学 秦庆鑫 孔凡荣

郯城县杨集镇初级中学 庄朋橙 彭传科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高银卿 沈玉飞

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级中学 李瑞豪 魏学斋

费县马庄镇初级中学 张晓杰 张子儒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文红宇 李士果

智力美画板“主题创作”竞赛获奖名单（127 名）

低年级组（26名）

一等奖（8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温州经开区沙城镇第三小学 吕子诺 邱珠弟

苍南县龙港一小 方子墨 方晶晶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熊恩熙 陈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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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县实验小学 刘炳辰 张丽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高文琦 尹相普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董思源 陈长红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洪怡诺 陈长红

沂水县实验小学 王一涵 杜一丽

二等奖（8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赵诗言 李巧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赵一鸣 解文莉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林泽君 郑秀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童 妍 林小青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黄婕浠 秦 然

沂水县实验小学 胡珂 张丽

沂水县实验小学 张岳霖 杜一丽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张紫馨 陈长红

三等奖（10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乐清市虹桥镇第三小学 卓榆晰 叶建玲

乐清市虹桥镇第三小学 洪意欣 叶建玲

洞头区实验小学 陈艺浓 林丽芬

苍南县龙港七小 陈佳琪 陈国华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高心怡 王珍珍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刘馨阳 曹丽萍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陈梦涵 尹相普

沂水县实验小学 刘凯涵 张丽

沂水县实验小学 邢译文 张丽

沂水县实验小学 曹涵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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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级组（48名）

一等奖（16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沂第四十中学 梁玥 主锋

临沂第四十中学 毛瑞雪 主锋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王子烨 龚爱美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陈一诺 陈长红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杨璇 肖筱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王静如 汤运萍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余奕乐 陈长红

临沂湖南崖小学 孙子茹 魏淑娟

乐清市北白象第一小学 姜昕睿 王丽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王思奕 张丹霞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项梓茜 陈小秋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杜欣阳 汤运萍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卢诗洁 金汇慧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韩佳桐 叶郁葱

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小学 王韵含 解庆娟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牛艺涵 曹丽萍

二等奖（13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周芷凝 陈长红

临沂第四十中学 解安然 主锋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郑以晨 张丹霞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孟俊妍 龚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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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潘 晨 林桂桂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池欣怡 李明哲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张馨月 龚爱美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柳铃飞 严皎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胡馨元 陈长红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薛智琦 陈小伟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王天昱 陈长红

临沂湖南崖小学 陈秀彬 魏淑娟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张 鑫 曹丽萍

三等奖（19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苍南县马站小学 李沐蹊 华青华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韩青璇 周雯雯

永嘉县瓯北中心龙桥校区 李郑哲 尤慧洁

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小学 马裕航 马雪莲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李佳倪 徐 敏

苍南县宜山小学 潘志宸 吴彩平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叶宸汐 黄佳敏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赵梓彤 曹丽萍

温州市龙湾区上江小学 陈银燕 张怡

临沂湖南崖小学 张锦程 魏淑娟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张雨婷 马晓晓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陈文娴 周启仲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赵子瑜 黄佳敏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中心小学 王天意 李建浩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王 娜 曹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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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县实验小学 康宝月 沙文蕾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张展旗 李 雪

沂水县实验小学 魏子涵 沙文蕾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武永烁 刘 强

高年级组（33名）

一等奖（13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刘艺萱 刘岳平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高曼绮 金小蓉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李彦彤 张华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陈芊一 白文凤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小学 林雅舟 林 颖

温州市瓦市小学 董唯一 蔡潇桢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戴熙曈 刘岳平

温州市瓯海区丽岙华侨小学 阮加倍 蔡倩倩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马莹莹 白文凤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陈艺文 刘平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林杉依 徐一志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刘学燕 李菲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杨璐霄 赵晓和

二等奖（8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张镱婷 刘岳平

温州市瓯海区丽岙华侨小学 蓝可 蔡倩倩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叶一娴 张敏捷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戴鑫悦 刘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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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张铭 刘平

温州市瓯海区丽岙华侨小学 任可盈 杜丽君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上官瑞 白文凤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尹若彤 张晓萌

三等奖（12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李爽 邱霜

临朐外国语学校 李芳菲 张菁华

温州市龙湾区上江小学 陈雅蝶 黄伟伟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吴淑源 李慧

平阳县鳌江镇钱仓中心校 赵子欣 魏婷婷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苏彦嘉 于秀娟

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小学 郭泰琪 袁秀红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陈艳艳 吴海霞

永嘉县桥下镇第一小学 邹紫轩 吴晓利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张国钗 张庆福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 潘怡彤 金汇慧

温州市龙湾区永兴第二小学 尹兴露 王晓珍

中学组（20名）

一等奖（7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朐外国语学校 马溪钒 李洁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崔元赫 姜沛佩

临朐县新华中学 赵雅琳 孙建民

临朐外国语学校 沈雯轩 李洁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刘正阔 张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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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县育才中学 刘宇哲 刘彬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张思雨 王爱群

二等奖（5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朐县新华中学 衣润晗 王晓芬

临朐外国语学校 吴海纳 李洁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张艺雪 姜沛佩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刘明杰 张庆福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于佰卉 姜沛佩

三等奖（8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指导老师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王艺霖 王爱群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王佳琪 张庆福

郯城县育才中学 梁译文 杨奉元

临沂第二十八中学 毛晓菲 李长键

临朐外国语学校 王潇润 赵优美

临沂第二十八中学 翟秀秀 邓雁翔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刘佳诚 姜沛佩

临沂第二十八中学 杨奕轩 邓雁翔

智力七巧板“多副主题创作”获奖名单（157 幅）

一等奖（45幅）

学校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康平小学 孙圣喆 《狐假虎威》 张继霞

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奎子幼儿园 马俊豪 《天涯明月》 秦秀娟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潘照辰 《中国梦》 王芳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王子畅 《水上之都 魅丽临沂》 钱恒龙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王尧、孙振祥 《书香胜地、大美临沂》 贾兆慧



30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魏昊辰 《我眼中的大美临沂-桥的夜景》 王爱群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刘宇涵、平梓璇 《山高水长、凤凰展翅》 孙宏强

莒南县第三小学 王彤彤 《临沂人民广场》 刘倩妤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朱奕璇 田茂艳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李奕瑶 付小燕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姜轶铉 《中国崛起》 刘新爱

永嘉县千石小学 黄昭策 《榜样的力量》 胡韶韶

永嘉少年艺术学校 金博超 《恐龙排行榜》 杜文飞

苍南县宜山小学 周芷娴 《苍南民俗》 周 碧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林佳妮 《开心游乐园》 徐少玲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蔡仲轩 《五谷丰登，五福临门》 陈荷叶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黄文涛 《秋思》 陈春晓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苏醒 《最爱中国节》 金晓燕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小学 黄晓宇、徐家凯 《我运动、我快乐》 季小希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小学 陈孙科 《校园生活》 季小希

温州市籀园小学 章陶冶 《厉害了我的国》 唐慧荣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林典
《七巧板系列邮票-我爸爸妈妈玩过的游

戏》
黄瑞珑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黄云 《侏罗纪公园》 戴建华

温州市瓦市小学 叶奕驰 《六艺》 陈宪乐

温州市实验小学 苏歆然 《几何绘本拼搭-亲爱的小鱼》 陈亦苏

温州市墨池小学 潘昱瑾 《芭蕾舞秀》 何大芳

温州市建设小学 陈心阳 《成语故事-陪我成长》 潘亦茜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夏培聪 《玩爷爷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夏颉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陈意心 《强国梦太空情》 潘璐璐

泰顺县万排中心小学 谢嘉怡 《鱼跃龙门》 赖晶晶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魏楚雯 《运动的旋律》 解文莉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龙霞校区
谷昱烁 《好饿的小蛇》 王琦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前汇校区
王棋正 《非遗传承》 黄小飞

温州市经开区天河镇第一小学 王子杰 《收获》 沈肖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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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45幅）

温州市经开区沙城镇第三小学
赵一鸣、陈妤婕、

王楠新
《相约传统 传承文化》 皮荷荷

温州市经开区沙城镇第二小学 王翊诺 《动物园》 杨莲英

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 陈艺浓 《昆虫世界》 林丽芬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陈炫铭、王诗乔、

王炳锐
《我们的家》 沈彩群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李彦博 《书香伴我成长》 孙华芬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张毓钰 《太空的生活》 王媛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徐也琼 《花草赋》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胡一涵 《村居》 严皎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朱勤 《画鸡》 朱英英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刘语晨 《池上》 朱英英

宁波市慈溪龙山小学雁门校区 黄潇潇 《四季的旋律与情感》 冯维红

学校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沂水县实验小学 吕欺 《显生宙》 孟庆玲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康平小学 唐艺航 《东郭先生和狼》 刘桂花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康平小学 孙梓潼 《我是小小设计师》 张继霞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康平小学 孟凡城、郄子萱 《“文明”大家行》 徐媛媛

山东省潍坊市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小

学

孙晓冉、倪圣璐、

马艺洋
《生命之源》 马世刚

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古村回民小学 马宇飞 《孔子六艺》 刘志强

山东省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初级中

学
郭悦之 《中国梦》 刘艳华

青岛西海岸新区育才初级中学 薛爱娣 李平

临沂黄山中学 谢晶晶 《墨池》 乔俊艳

临沂湖南崖小学 吕睿程 《大美新临沂》 赵桂霞

临沂光耀实验学校 吴岳晏、叶妮 《十里桃花凤凰城》 陈之笑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朱子杰、李昊骏 《蒙山沂水》 钱恒龙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孟星辰 《大美临沂之中国风》 赵天娟

临沂第二十中学 钱硕 《沂河夜景》 李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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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苑熙曼 《保护珍稀动物人人有责》 刘亮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全孝峻 《梦幻西湖》 刘亮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黄水谣、潘沐頔 《冰上芭蕾》 李明哲

永嘉县瓯北中心小学
林洛西、汪欣怡、

金熙雯
《大国利器》 陈银燕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方思妍 《低碳生活健康你我》 陈荷叶

平阳县鳌江小学 廖子朝 《鸡的成语》 赖冰珏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黄奕琳 《10 年后的我们》 刘远谨

温州市籀园小学 施左儿 《中国民族乐器》 周恩莲

温州市籀园小学 蔡敏行 《红旗扬国威 少年乐成长》 蒋晓迪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王奕乔 《七巧板系列-中国六大传统节日》 郑仲仲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林耀、胡方伟、游

梦云
《残健融合·争做美德少年》 胡珏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林政谦 《一带一路，共筑中国梦》 陈诗雨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陈炯皓 《中国传统文化——六艺》 樊希聪

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五小学 黄可颖、韦柳凤 《指南针发展史》 张育禾

温州市经开区沙城镇第二小学 章贝尔、孔德帅 《爱运动》 杨莲英

温州市龙湾区永兴第一小学 张予涵 《红领巾关注十九大》 张洁梅

温州市龙湾区永兴第一小学 张恒 《拒做低头族》 王萍

温州市龙湾区海滨第一小学 牟亭洁 《聚力五水共治，建设美丽浙南水乡》 孙冬兰

温州市龙湾区海滨第二小学 陈建程 《成语纪念邮票》 吴茫茫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张圣钰 《小蝌蚪找妈妈》 王媛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金可欣 《妈妈，您辛苦了》 马晓晓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傅佳雯 《中国航天》 王媛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傅佳雯 《蜘蛛开店》 王媛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郑博允 《七巧话三国》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孙子萱 《开开心心过大年》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彭依晨 《森林》 邵抒晓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小学 唐星 《美好的假日—欢乐谷》 张芬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小学 陈紫燕 《我的家乡—溪口》 张芬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小学 陈桂琴 《元日》 张芬

山东省临朐外国语学校
张伟杰、赵延烁、

王潇润
《蔺相如》 赵优美

山东省临朐外国语学校
张伟杰、赵延烁、

王潇润
《草船借箭》 赵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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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67幅）

学校 学生姓名 作品名称 指导老师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雪宫小学 钟一岭 周立玲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闻韶小学 辛伊梓 刘建军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中心

小学
朱春昊 褚春红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中心

小学
宋俊颖、宋怡颖 肖媛媛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管仲小学 牟孝晗 孙树华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福山小学 张辰宇 张乐涛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福山小学 李鹏宇 张乐滔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关街道月庄

幼儿园

牛舒涵、张世荣、

张国亮
《多彩的幼儿园》 刘玉静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关街道北美

初级中学

王钦俊、张雨洁、

杨梦涵
《青春摆渡人》 宋德洲

山东省临沂市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石力文 《美人鱼的故事》 葛振萍

山东省临沂市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秦敏佳 《狐狸吃不到葡萄》 赵海鹏

山东省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级中学 倪志远 《中国梦》 杨文法

山东省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初级中

学
赵秀堂 王京凯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文化路小学 徐非拙 唐中轩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北关小学 卢博涵、焦梓洋 《漫漫取经路》 李冬艳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汤世琪、李然然 《一带一路》 金振家

青岛西海岸新区育才初级中学 李云婷 李平

临沂朱张桥小学 赵祥宇 《大美新临沂》 寇亚琼

临沂朱陈小学 王汶宇 《我眼中的大美临沂》 郭建磊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实验小学

张俊昊、孙立峰、

陈家齐、黄传今、

李正

《临沂——书法艺术古城》 李悦瑗

临沂湖南崖小学 王子鑫 《大美新临沂（四）》 赵桂霞

临沂湖南崖小学 黄子鹤 《大美新临沂（二）》 赵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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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湖南崖小学 房冠屹 《大美新临沂（一）》 赵桂霞

临沂光耀实验学校 程莉涵 《我眼中的大美临沂》 李海莲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周易林、李昊瑾 《清水蓝天，幸福临沂》 贾兆惠

临沂第二十中学 田柔 《我眼中的大美临沂（临沂风景好）》 张玲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刘嘉正 《我眼中的大美临沂——滨河》 王爱群

临沂第八实验学校 刘沛卓 《临沂·印象》 孙永胜

临沂第八实验学校 曾宪宝、刘宇涵 《临沂四圣》 尚晓钰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张理源、平梓璇 《蒙山风光秀 沂河欢歌畅》 平原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李乔恩 《大美新临沂》 李婷婷

莒南县第六小学 王钰涵 《我眼中的大美临沂》 宋爱华

莒南县第六小学 王晶、刘长平 《我眼中的大美临沂》 王言玲

莒南县第六小学 曹婷婷、苏思源 《我眼中的大美临沂足球》 王守梅

莒南县第一小学 王淇 《我眼中的大美新临沂》 刘兆伟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米芮希、纪致成 《牛郎织女》 刘亮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李佳薇 《厉害了，我的国》 刘亮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朱劲翼 《我运动 我快乐》 周开春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王子阳 《十二生肖》 周开春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王茹宣 《诗歌.故事》 周开春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李梵宇 《诗词荟萃》 周开春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王晨跃 黄祖防

永嘉县瓯北第五小学 张艳、陈崇楷 《咏鹅》 金海平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郑子嫣、吴昊轩、

周妍彤
《为人之道》 金建训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陈奕莱、郑聆、汤

宜颖
《六的语言》 葛海双

永嘉瓯北中心小学 金枫然 《安全出行 构筑和谐》 张晓丽

平阳县萧江镇第三小学 温 婧、胡毓琦 《我的课余生活》 温金雷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杨 画、沈若一、

张卫博
《故事场景系列》 蓝德钦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涂秋羽 《一带一路》 吴碧茹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付家佑 《把我安全，拥有明天》 林建秋

泰顺县柳峰乡中心学校
吴欣洁、陈思涵、

叶瑜珍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吴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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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七巧板“五人团体现场”竞赛获奖名单（94组）

（按团体赛编号排序）

一等奖（28组）

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中心小学
项弈皓、周树明、

戴泽豪
《改革印记 交通篇》 戴菲菲

瑞安市解放路小学 郑彬鹤 《中国梦》 王仕英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陈子墨 《大好河山》 陈小娜

乐清市天成小学 陈逸筱 《农业发展史》 倪秀珍

乐清市虹桥镇第一小学
陈禹畅、黄煜展、

方语萱
《欢庆十九大》 蔡园园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李柯柯 《科技伴我成长》 郑君

温州市经开区海城第二小学
何亿剑、邱祺昊、

沈加睿
《汽车畅想曲》 钱丽芳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赵浩哲 《愚公移山》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张维逍 《中国传统文化》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汪奕辰 《童眼看世界》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刘珂瑜 《港通天下》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李睿 《端午节》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高淏泽 《国之粹》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岑柯瑜 《小镇生活》 邵抒晓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小学 何冰雪 《校园生活》 张芬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小学 曾莲凤 《星期天下午》 张芬

团体编

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T001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小学 何冰雪、陈紫燕、曾莲凤、陈桂琴、唐星 张芬

T002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小学 鲁梦晴、彭联欢、周婉妮、朱丹虹、符发晶 毛益利

T003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宁锋小学 陆可宁、丁梦怡、张玮、廖铭桢、瞿颖 钱明珠

T005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江杭芝、蒋青楚、陶沈欣、朱思瑶、刘语晨 朱英英

T006 宁波市江北区新城外国语学校 姚芊、冯思晨、黄佳妮、叶潇涵、王奕雯、 罗佳蓓

T008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汪奕辰、赵浩哲、孙子萱、刘珂瑜、李 睿 邵抒晓

T011 宁波至诚学校 徐豪、张子楠、赵俊梅、钟丽楠、宋杰然 王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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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12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

校区
胡品臻、王晨语、王玲玲、周鑫辰、葛佳玥 金威洁

T022 浙江省温州市经开区代表队

温州经开区海城第二小学 邱祺昊

温州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汪家蕊

温州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戴子轩

温州经开区沙城镇第三小学 王楠新

温州经开区沙城镇第一小学 章馨予

邱珠弟

T023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南承见、陈柏伊、黄瑜亮、林奕佐、赵斯宸 郑晓春

T025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代表队

温州市建设小学 毛奕璇

温州市岠江小学 戴欣宇

温州市鹿城区实验小学 王一诺

温州市南浦小学 黄优优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吴邵佳妤

程习颖

T026 温州市瓯海区丽岙华侨小学 郑伊霞、韩佳雯、阮加倍、任可盈、蓝可 蔡倩倩

T028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二队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黄婕浠

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学 余亦翔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小学 林雅舟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潘 晨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小学 陈 晗

沈玲飞

T029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刘艺萱、戴熙曈、陈智涵、张镱婷、戴鑫悦 郑秀

T032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张艺雪、崔元赫、柳绪睿、王天硕、王昊 姜沛佩

T033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小学 石家和、郑致平、刘子辰、张竹韵、李蕊君 唐军

T034 临朐外国语学校 王潇润、马溪钒、冯兆平、付柳清、高锦坤 赵优美

T037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郎红、郎文韬、徐传龙、刘春卉、郎佳乐 郝金明

T039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郑睿琪、汤世琪、赵一喆、李然然、陈梦如 张涛

T056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朱劲光、卢姝凝、李文铎、王淇、苏小丹 惠金龙

T061 莒南县第六小学 杜丽、陈一霏、孙辰熙、宋骐帆、臧梅婷 宋爱华

T063 山东省临沂市代表一队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梁诗雨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刘子祺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徐美好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郭丹丹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李洋

赵高岭

T066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张思雨、孟祥爱、赵贵乐、魏昊晨、李恩泽 梁付国

T074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陈艺文、李昊瑾、李昊骏、周易林、张奕帆 钱恒龙

T076 临沂朱陈小学 孙艺辉、周广润、齐梓安、翟羽涵、颜廷菲 郭建磊

T084 永嘉县代表二队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董丁睿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 林子涵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谢依妍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杨璐霄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潘雅琦

金建训、陈

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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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29组）

T087 永嘉县代表五队

永嘉瓯北中心小学 金枫然

永嘉瓯北中心小学 林洛西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吴昊轩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周妍彤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潘安琪

金建训、廖

蓓蓓

T089 温州市龙湾区代表一队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陈了了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李彦彤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叶一娴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韩青璇

温州市龙湾区永兴第一小学 丁莎珊

池定惠、张

华、周雯

雯、黄美盈

团体编

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T004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夏雨晴、朱勤、周博文、冯溢超、郑骐钧 朱英英

T007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 戴于程、姚博文、盛嘉懿、王昱瑞、应函真 陈科军

T009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徐也琼、高淏泽、彭依晨、张维逍、郑博允 邵抒晓

T015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柳铃飞、陶依然、胡一涵、方璐璐、周子睿 严皎

T016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张毓珏、黄逸轩、杨 恒、张圣钰、唐小慧 方菲菲

T020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三队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林杉依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周俊廷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陈 栋

苍南县马站小学 李沐蹊

苍南县钱库小学 温合溢

吴彩平

T024 浙江省温州乐清市代表一队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朱家源、徐智瑞、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王思奕、郑以晨、

乐清市虹桥镇第九小学 胡晋维

陆海珍

T027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一队

平阳县鳌江小学 姜皓哲

平阳县鳌江镇钱仓中心校 赵子欣

平阳县昆阳镇第五小学 童 妍

平阳县水头镇实验小学 陈思涵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小学 郭子渊

沈玲飞

T031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邵雯杰、潘立恒、石 佳、丁 翔、吉姜硕 张洪波

T036 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 申洪嘉、许俊海、刘家林、赵延豪、张馨月 付勇

T038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刘小艺、杨浩宇、杨静雯、刘煜雪、刘美怡娜 黄晨

T042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王中艺、徐伟诚、徐葛昊、王奕心、刘宸萱 宋红红

T047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彭紫萱、高银卿、蔺梦雨、马晨光、李绅 梁淑慧

T048 沂水县实验小学 刘圣洁、吕祺、王蒙、马源、高浩然 孟庆玲

T050 山东省沂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沅泽、孙臣希、赵虹程、王力达、王耀晨 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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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53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任丽丽、周 佳、邱 悦、张 婧、李兴扬 刘娟

T057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徐文婕、孙菁、陈炳志、韩美玉、李相正 聂影

T062 莒南县第六小学 张那、聂子涵、王虹杰、徐增文、李涵 昝秀娟

T065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孟帆、李乔恩、谢浩宇、魏毅、刘沛卓 孙永胜

T068 临沂第二十中学 阚荣至、钱立森、钱景昊、王涵智、王珩 阚志勇

T075 临沂湖南崖小学 陈秀彬、房冠屹、吕睿程、黄子鹤、张涵 赵桂霞

T078 临沂第二十八中学 毛晓菲、翟秀秀、杨奕轩、张振兴、孙烁硕 刘中华

T083 永嘉县代表一队

永嘉少年艺术学校 金博超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余伯特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卢诗洁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季子涵

永嘉县桥下镇第一小学 邹紫轩

金汇慧、金

建训

T085 永嘉县代表三队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潘际丞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吴俊凯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赵诗言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池欣怡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王梓烨

金建训、李

明哲

T088 永嘉县代表六队

永嘉县瓯北第一小学 章陈宇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 潘怡彤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赵育祥

永嘉县瓯北第四小学 赵峻毅

永嘉县瓯北中心龙桥校区 李郑哲

潘海燕、金

建训

T090 温州市龙湾区代表二队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韩佳桐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冯乐阳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张力尹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项梓茜

温州市龙湾区上江小学 陈雅蝶

叶郁葱、张

敏捷、陈小

秋

T092 温州市代表一队

苍南县龙港五小 高旭

苍南县龙港七小 陈佳琪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叶忠恺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高曼绮

泰顺县东溪乡中心小学 曾何知菲

毛淑荣、华

青华、杜丽

君

T093 温州市代表二队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苏舒妤

瑞安市第二实验小学 郑菲菲

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孔维洛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林泽君

洞头区实验小学 陈艺浓

谢洁、郑

秀、林丽芬

T094 浙江省温州乐清市代表二队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杨景睿、汤力维

乐清市北白象第一小学 姜昕睿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薛炜婷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陈毅锦

郑晓春、张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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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7组）

团体编

号
学校 姓名 指导老师

T010 宁波至诚学校 金果、姚雨欣、周子皓、曾子琪、花慧琳 王志远

T013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

校区
张珂依、周愉玥、邬依翎、华妍慧、麻安予 金威洁

T014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

校区
黄俊然、曹 然、周欣融、张昊然、徐子宸 金威洁

T017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黄鑫帅、张湘浦、傅佳雯、蒋筱菀、张雨婷 马晓晓

T018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一队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陈佳佳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高心怡

苍南县钱库小学 陈诗瑜

苍南县钱库小学 方文婷

苍南县宜山小学 潘志宸

陈春晓

T019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二队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赵章喆

苍南县灵溪镇第二小学 林克熹

苍南县龙港一小 方子墨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朱钰钰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陈艳艳

陈春晓

T021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四队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陈 刚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薛智琦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项海洋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 陈文娴

苍南县龙港镇第四小学 汤子鉴

吴彩平

T030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张泽鑫、罗紫萌、赵思源、康博文、王江玺哲 马雪艳

T035 山东省临朐县代表队

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级中学 倪志远

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级中学 李瑞豪

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级中学 迟润泽

临朐县新华中学 衣润晗

临朐县新华中学 赵雅琳

杨文法、孙

建民

T040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米芮希、张蓝齐、王振阳、纪致成、全孝峻 刘亮

T041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张美好、任君泽、陈曦然、毛靖雯、郭旭扬 王芳

T043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姚治宇、卫子轩、徐世瑞、周沐辰、宋欣珂 王芳

T044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王子阳、赵紫涵、李政菡、温子萌、赵同泽 周开春

T045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巴学士、王晨跃、孙子涵、王俊雅、张珈硕 黄祖防

T046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温浩宸、薛继玉、梁展赫、邵玉青、梁金阳 黄祖防

T049 沂水县实验小学 孙绍恒、刘家宁、李梓歌、张小涵、王佳怡 赵新娜

T051 山东费县费城西关小学 李金子、刘家志、林圣涵、刘雪莹、李浩羽 李善飞

T052 费县马庄镇初级中学 姜 振、姚文强、张书斌、周天泽、张晓杰 王庆明

T054 费县杏坛学校 孔祥灏、周雨馨、王厚达、徐梓恒、滕佳琪 孔凡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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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辅导老师（213 名）

学校名称 姓名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金晓燕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倪步虎

苍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徐一志

T055 费县杏坛学校 刘 奇、杨宇宸、韩瑞、杨昕泽、吴柏 滕凤强

T058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孙小茹、严彩萍、秦莉铭、王一凡、刘思妍 周晨

T059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吴书毅、石绍璋、李钰博、赵兰诚、刘健 林宏

T060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陈庆瑞、杜昊龙、孙怀宇、孙冉、崔璨 刘倩妤

T064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张晓鹏、刘宇涵、张理源、王琨、徐铭阳 孙宏强

T067 临沂第二十一中学 王天琦、薛远见、厉东霖、吴义铭、上官久泰 李文波

T069 临沂第二十中学 于满江、吴晓宇、郑皓文、马跃、冷新禹 孙大伟

T070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马莹莹、刘浩然、陈成刚、季钰成、李佳展 汤运敏

T071 山东省临沂市代表二队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陈芊一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陈俊昊

临沂河北小学 张齐心

临沂河北小学 高慧

临沂河北小学 杨绍泽

张鉴涛

T072 临沂第七实验小学 孙茗尧、赵善浩、马彬峰、黄旭、孙明阳 刘志刚

T073 临沂第四十中学 李秋含、金子灿、徐鲁豫、张校萌、曹子宜 张艳利

T077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中心小学 王天意、杨茂润、姜超、张永康、陈向阳 李玉皓

T079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李欣、刘思甜、文红宇、林佩颖、焦梓洋 李士果

T080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王思涵、朱玥锦、秦敏佳、吴烁、田子涵 赵海鹏

T081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黄保国、公家慧、傅君蕙、徐书墨、石力文 徐亮

T082 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陈雨菲、刘曜辉、杜文景、刘雨康、林 菲 张丽莎

T086 永嘉县代表四队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李秉成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吴柯剑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金佳颖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余依纯

永嘉瓯北中心小学 夏书涵

金建训、

周荣燕

T091 温州市龙湾区代表三队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郑皓严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王文烨

温州市龙湾区状元镇第三小学 唐俊熙

温州市龙湾区上江小学 陈银燕

温州市龙湾区永兴第二小学 尹兴露

张怡、黄伟

伟、王晓

珍、缪慧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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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陈春晓

苍南县龙港一小 方晶晶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陈荷叶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徐少玲

苍南县龙港镇第六小学 陈素园

苍南县钱库小学 金小清

苍南县宜山小学 周 碧

慈溪市龙山镇龙山小学雁门校区 冯维红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刘新爱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付小燕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田茂艳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王芳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宋红红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王芳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周开春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刘亮

费县马庄镇初级中学 张子儒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王法文

费县杏坛学校 孔凡振

费县杏坛学校 滕凤强

莒南县第六小学 刘钦玲

莒南县第六小学 宋爱华

莒南县第六小学 崔宝群

莒南县第六小学 李莉

莒南县第六小学 吴翠铃

莒南县第六小学 昝秀娟

莒南县第三小学 刘倩妤

乐清市北白象第一小学 王丽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 黄小丹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马德芹

乐清市虹桥镇第二小学 张丹霞

乐清市虹桥镇第九小学 崔素珍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解文莉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郑晓春

临朐外国语学校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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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外国语学校 赵优美

临朐县城关街道北苑初级中学 王中国

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小学 解庆娟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李菲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安美霞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陈晓敏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王秀营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赵新

临朐县新华中学 孙建民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张庆福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孙宏强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邵泽雨

临沂第八实验小学 孙永胜

临沂第二十八中学 刘中华

临沂第二十二中学 孔凡荣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王爱群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梁付国

临沂第二十三中学 刘成霞

临沂第二十一中学 杜经纬

临沂第二十中学 阚志勇

临沂第二十中学 孙大伟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白文凤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龚爱美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肖筱

临沂第六实验小学 尤梅

临沂第七实验小学 刘志刚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李士果

临沂第四十中学 孟令忠

临沂第四十中学 密钰梅

临沂第四十中学 张艳利

临沂第四十中学 主锋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贾兆慧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钱恒龙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陈丽丽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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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汤运萍

临沂高都小学 段艳丽

临沂高都小学 王清凤

临沂光耀实验学校 孙 杰

临沂河北小学 周玉农

临沂湖南崖小学 魏淑娟

临沂湖南崖小学 赵桂霞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实验小学 李悦瑗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高凤菊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唐爱刚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中心小学 赵高岭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中心小学 刘祥鹏

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中心小学 徐希彩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徐亮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赵海鹏

临沂朱陈小学 郭建磊

临沂朱陈小学 张志玲

宁波市宝幢幼儿园 周春亚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小学 毛益利

宁波市奉化区居敬小学 杨静静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小学 张芬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中心小学 张琳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宁锋小学 钱明珠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朱英英

宁波市江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盼盼

宁波市江北区外国语艺术学校 俞倩

宁波市江北区新城外国语学校 罗佳蓓

宁波市江北区育才实验学校 陈千钧

宁波市江北区中心小学 陈超颖

宁波市江北区中心小学 吴荧飞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金威洁

宁波市四眼碶小学 陈科军

宁波市怡江小学 许周伟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实验小学 史婵桢

宁波市鄞州区首南第一小学 周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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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宣志平

宁波市镇海蛟川街道中心幼儿园 黄雪波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严皎

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黄佳敏

宁波市镇海区中心学校 邵抒晓

宁波市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陈长红

宁波至诚学校 王志远

宁波至诚学校 王兰芳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小学 唐军

平阳县鳌江小学 白焦萍

平阳县鳌江镇第五小学 季小希

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沈玲飞

平阳县水头镇第二小学 林 颖

平阳县水头镇第一小学 金小蓉

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小学 谢海霞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小学 许孔捷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王媛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方菲菲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俞文英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姜沛佩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卢连双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张洪波

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谢洁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刘岳平

瑞安市塘下实验小学 郑秀

山东费县费城西关小学 李善飞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马雪艳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黄祖防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金振家

山东省济南槐荫中学 张涛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林宏

山东省莒南县第三小学 尹相普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第二小学 聂慧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郭红卫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惠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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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李芳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刘兆伟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孙钦娜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黄山镇蔡村小学 乔秀利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黄山镇蔡村小学 滕学锋

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奎子幼儿园 秦秀娟

山东省沂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丰年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康平小学 张继霞

泰顺县万排中心小学 赖晶晶

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刘青青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沈玉飞

郯城县高峰头镇初级中学 王秀珍

郯城县育才中学 刘彬

郯城县育才中学 邵金岭

天台县赤城街道第二小学 胡晓燕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郝金明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刘美芹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王琼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黄晨

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 潘璐璐

温州经开区海城第二小学 王红蕾

温州经开区海城第一小学 陈海敏

温州经开区沙城镇第三小学 邱珠弟

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 林丽芬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 夏颉

温州市建设小学 潘亦茜

温州市建设小学 王惠婕

温州市经开区沙城镇第二小学 杨莲英

温州市经开区沙城镇第三小学 皮荷荷

温州市经开区天河镇第一小学 沈肖秋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孙华芬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周雯雯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沈彩群

温州市龙湾区外国语小学 张华

温州市龙湾区永兴第一小学 黄美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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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陈小秋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叶郁葱

温州市龙湾区状元镇第三小学 缪慧静

温州市鹿城区建设小学大南校区 倪爱弟

温州市鹿城区实验小学 董智力

温州市墨池小学 何大芳

温州市瓯海区丽岙华侨小学 蔡倩倩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龙霞校区 王琦

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前汇校区 黄小飞

温州市实验小学 陈亦苏

温州市瓦市小学 陈宪乐

温州市瓦市小学 蔡潇桢

温州市新田园小学 戴建华

温州市仰义第二小学 黄谦谦

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陈蕾蕾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黄瑞珑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 池定惠

温州市籀园小学 唐慧荣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曹丽萍

沂水县实验小学 杜一丽

沂水县实验小学 马纪正

沂水县实验小学 孟庆玲

沂水县实验小学 张丽

沂水县实验小学 赵新娜

永嘉瓯北中心小学 廖蓓蓓

永嘉少年艺术学校 杜文飞

永嘉县瓯北第二小学 金汇慧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金建训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赵晓和

永嘉县瓯北第四小学 潘海燕

永嘉县千石小学 胡韶韶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岠江小学 程习颖

浙江省余姚市长安小学 毛丽君

淄博高新区华侨城小学 郑慧芝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蒋谦



47

全国优秀工作者（78名）

学校（单位）名称 姓名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二小学 王大乐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郑晓春

苍南县潜龙学校 毛一雷

苍南县第三实验小学 朱雪敏

苍南县灵溪六小 郑小林

苍南县灵溪二小 谢艺

苍南县龙港五小 陈希瑞

苍南县灵溪六小 郑星杰

苍南县江山小学 陈志丰

苍南县马站小学 华青华

苍南县龙港九小 杨德较

苍南县灵溪五小 潘孝正

苍南县星海学校 温进广

苍南县龙港四小 李其光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陈春晓

苍南县龙港九小 苏尔养

苍南县江山小学 王同霸

苍南县宜山三小 周光顶

苍南县灵溪四小 黄爱素

苍南县钱库小学 缪晓如

苍南县钱库小学 赖海军

苍南县龙港镇六小 陈荷叶

苍南县宜山小学 陈 静

苍南县灵溪一小 郑兹乾

苍南县龙港一小 方晶晶

苍南县实验二小 彭陈平

苍南县桥墩小学 林经坤

苍南县新星实验学校 胡世珍

苍南县矾山二小 郑婷婷

苍南县赤溪小学 吴秀紫

苍南县霞关小学 魏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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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金乡小学 童小丰

苍南县平等小学 潘秀

苍南县巴曹一小 黄仙仙

苍南县金乡四小 陈 惟

苍南县沿浦小学 陈青青

苍南县新城二小 陈小娜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陈蕾蕾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金建训

永嘉县瓯北第一小学 邹瑛

永嘉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杨燕燕

永嘉县桥下镇第一小学 吴晓利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马晓晓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 朱英英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金威洁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小学 张芬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姜沛佩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体局 陈希君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张洪波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小学 唐军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黄晨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王琼

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小学 马世刚

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级中学 杨文法

临朐县城关街道月庄幼儿园 刘琴

临朐县城关街道北苑初级中学 宋德洲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安美霞

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邬卫东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王芳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刘亮

临沂市科技馆 陈亮

临沂市科技馆 张丽

临沂市科技馆 张梅萍

临沂市科技馆 颜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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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科技馆 胡波

临沂市科技馆 宋夏娟

临沂市罗庄区教育体育局 张雷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赵高岭

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解瑞华

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张丽莎

临沂第三十九中学 李士果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徐勤波

沂水县实验小学 王守峰

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 武善利

山东省莒南县第二小学 周晨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第一小学 王立华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刘娟

费县马庄镇初级中学 张子儒

优秀论文奖（18项）

学校 姓名 论文名称

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小学 毛益利 《赛出七彩童年，营造七巧人生》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班溪小学 张芬
《“玩”与“创”的艺术 ——记七巧板

拓展课程教学的点滴感悟》

神木市第五小学 王慧霞 《小板块中大智慧》

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马雪艳 《拼拼摆摆中体会创新的快乐》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王芳

《七巧板的奥秘

------小学低年级《现代智力七巧板》综

合实践活动方案》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李爱波 《魅力七巧板，引领新风尚》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王琼
《浅谈数学学习方法在“智力七巧板”中

的应用》

潍坊市临朐县朐山小学 夏丽飞
《浅谈七巧板对幼儿创造性思维模式的

影响》

潍坊市临朐县朐山小学 朱新华 《丰富学生想象力 提升学生数学思维》

潍坊市临朐县朐山小学 窦美华 《谈七巧板游戏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

临沂市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刘娟 《智力七巧板让课堂动起来》

潍坊市临朐县龙山园区樊家庙小学 朱由振 《借助七巧板培养学生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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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临朐县龙山园区樊家庙小学 于斌
《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开展小学“智力七巧

板”活动》

潍坊市临朐县龙山园区樊家庙小学 杨俊宇 《浅谈七巧板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潍坊市临朐县龙山园区樊家庙小学 申江红
《小东西见大道理—携智力七巧板谈创

造》

潍坊市临朐县龙山园区樊家庙小学 宫希友 《利用七巧板拼图培育学生的科学素养》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张庆福 《“智力七巧科技”走进社团》

临沂市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王正浩

任丽丽
《七巧板——我的好伙伴》

《校本课程》试点实践示范学校（6所）

学校名称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第一小学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永嘉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全国最佳普及奖（24所）

学校名称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永嘉县瓯北第一小学

永嘉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51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淄博高新区华侨城小学

东营市胜利第四十六中学

青岛西海岸新区易通路小学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小学

潍坊市坊子区坊安街道南流小学

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大关初级中学

临朐县城关街道北苑初级中学

临朐县第二实验小学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二小学

东营市胜利第十一中学

东营市胜利河口第二小学

临沂第三十二中学

费县马庄镇初级中学

莒南县第六小学

临沂第二十中学

临沂第五实验小学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科普示范学校（23所）

学校名称

温州市龙湾区状元第三小学

温州市龙湾区第二小学

乐清市育英寄宿学校

苍南县龙港七小

永嘉县瓯北第三小学

永嘉县瓯北第一小学

永嘉县桥头镇中心小学

永嘉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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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鳌江镇第一小学

平阳县萧江镇第二小学

浦江县黄宅镇治平中心小学

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临朐县五井镇五井初级中学

临朐县实验幼儿园

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小学

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杨庄小学

东营市胜利孤岛第一小学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莒南县第三小学

费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沂水县实验小学

优秀组织单位（19个）

单位名称

宁波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宁波市青少年科技中心

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教研室

宁波市奉化区青少年宫

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龙湾区教育局

乐清市教育局

永嘉县教育局

苍南县教育局

平阳县教育局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体局

青岛市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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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市教体局

临沂市科技馆

临沂市罗庄区教育体育局

沂水县科学技术协会

淄博市科技馆

临朐县教育局

郯城县科学技术协会

优秀协办单位

宁波至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