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学秀小学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作品名称 队伍编号 学生 教师 奖项

1 渝中区 德精小学 导体和绝缘体 D12(小) 肖涵笑、李宗原、周靖超、郭诗琪、赖彥希、刘曌 谢忠明、杨薇、巫天艺 一等奖

2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神奇小镇 D31(小) 全芯逸、杨雨辰、白一帆、钱芸嘉、罗焰一 刘雪舫、杨建军、江晓麟 一等奖

3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神奇的热电效应 D22(小) 邹治铭、唐浩蓝、胡清华 林怡、石玉、徐娟 一等奖

4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知识创造力量 D16(小) 许家喻、雷钦智、陈宇航、林渔钦 杨小梅、王建年 一等奖

5 南岸区 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 水娃娃的奇妙之旅 D11(小) 韦凯瑞、陈思佳、刘雅涵 王书会、邵春、钟莉 一等奖

6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卖火柴的小女孩 D28(小) 许锐敏、刘玥希 石玉、江晓麟 二等奖

7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神奇的醋 D30(小) 钟科宇、孙文伯、李尚颜、罗杨智霖 刘雪舫、江晓麟 二等奖

8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魔法鬼屋 D44(小) 冉恒渝、谢雨宸、马鑫、高熙雅 徐娟、周晓琳、王俪嘉 二等奖

9 南岸区 青龙路小学 七彩魔法棒 D10(小) 冯靖雅、程天渝、谢天 万婉霞、陈丽、尹婧源 二等奖

10 渝中区 石油路小学 奇妙世界 D2(小) 罗靖轩、冯铖、蒋汶峻 王恒娟、邹安安 二等奖

11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多彩化学 D14(小) 田地仁合、谢雨彤、胡久智 刘莹、杨小梅 二等奖

12 渝中区 重庆市人民小学 火山爆发 D3(小) 戴子尧、徐嵩瀚 刘芳、杨建军 二等奖

13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一飞冲天 D26(小) 戴奕帆、熊奕程、黄芝涵、陆汉霖、杨泽桐 杨林、江晓麟 三等奖

14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水—神奇的力量 D32(小) 戴子尧、徐嵩瀚 刘芳、杨建军 三等奖

15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神秘信件 D24(小) 陈灏羽、孔一名、石哲佑、莫译淇、郭桂岑 杨林、徐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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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渝中区 重庆市人民小学 彩虹之旅 D7(小) 李昕樾、谢欣彤、廖晋渝 付洁瑶、郑岚、张志伟 三等奖

17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神奇的压力 D15(小) 葛宸溪、张云熙、吴予涵、舒钰茗、文俊尧 杨小梅、王建年 三等奖

18 渝中区 重庆市人民小学 神奇的科学 D8(小) 邓语童、杜芋霏、李卓然 付洁瑶、郑岚、张志伟 三等奖

19 南岸区 人民融侨小学 匹诺曹历险记 D17(小) 杨捷、谈一葭、杜芊与、王子硕、李梓锐 刘婷 三等奖

20 南岸区 珊瑚中铁小学 水火相容 D1(小) 瞿艳玲、程钰炘、谭琬真、蔡文煊、周正 许华、樊捷 三等奖

21 南岸区 重庆市人民小学 让可乐飞 D5(小) 刘禹辰、吕文哲 付洁瑶、林袁培、张志伟 三等奖

22 渝中区 重庆市人民小学 我们的身体VR show D9(小) 曾信杰、唐鹏智、吴俊霖、兰紫阁、冯圣灵 林袁培、郑岚、张志伟 优秀奖

23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看电影妙招 D13(小) 张航瑞、王璐瑶、何易轩、刁可卓、杨易林 张黎明、蒋丽萍 优秀奖

24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送给妈妈的礼物 D25(小) 赵浩、王睿杰、卜星博、侯焱婷、龙怡冰 杨林、朱洪、徐娟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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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学秀中学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作品名称 队伍编号 学生 教师 奖项

1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天宫玉酿 D37(中) 刘思言、邓吴唯熙、余佳 陈凤、周宗敏 一等奖

2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水火合调 D36(中) 覃宇时、夏湑茗、李乘旭、周煜喆 杜文敏、许明 二等奖

3 铜梁区 巴川中学 玩转神秘气球 D39(中) 胡俊杰、韩东迅 刘松、胡召平、李坤瑗 三等奖

4 南岸区 110中学 奇特反映 D38(中) 欧阳妤姝、罗靖文、吴卓庭、黄怡茹、罗蕊 肖莉丽 三等奖

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学秀幼儿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作品名称 队伍编号 学生 教师 奖项

1 南岸区 青龙路小学 拯救即将枯萎的花 D41(幼) 赵晨皓、冉淏、玄书丞、谢锦天、谢依含 万婉霞、陈丽、尹婧源 一等奖

2 机构 齿轮儿童科学馆 神奇的紫甘蓝 D40(幼) 何婷、朱俊豪 夏倩、赵力娟 二等奖

3 南岸区 青龙路小学 声、光、电协奏曲 D42(幼) 李牧知、胡雨萌、何慕游、玄书丞 万婉霞、陈丽、尹婧源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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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普剧小学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作品名称 队伍编号 学生 教师 奖项

1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现形记 E36(小)
武斯翰、李江韵、李文博、罗郅杰、刘致嘉、曾鸿杰

、刘宸麟
李友琴、吴凤君、姜畅 一等奖

2 江北区
江北新村.同创国际

小学
青春痘之谜 E2(小)

文译梓、陈昱鸿、王颢然、张佑琳、王鹏琛、墙镪、

吴彦潇
王亚林、曾俊杰、钱婷婷 一等奖

3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萌宝变形记 E34(小) 张硕、喻靖涵、冯嫄媛、犹沛祺、梁诗畅 程嬿、牟玉萍 一等奖

4
两江新
区

童心小学 雨滴旅行记 E17(小)
王艺霖、邓尚恩、高雨含、吴俊辰、刘怡静、王励鑫
、何兆恒

杨雨黛、王江东、谯尧 一等奖

5 南岸区 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 奇妙的天气 E27(小)
韩子韩、杨若煊、谭静萱、金爻胧珑、张渭淇、王楷
瑞、吴远恒

姚慧、徐魏、唐子猗 一等奖

6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牛顿和三定律 E14(小)
周彦谷、彭思齐、余熙媛、罗启元、孙于涵、王乐欣

、余灏洋
王思宇、王萍 一等奖

7 南岸区 人民融侨小学 万能气候控制器 E26(小) 王一茹、韩雨葭、任胥坤、周安彤 刘婷 一等奖

8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寻找“AI” E35(小) 张秀菡、李芮涵、杨梓涵、何彦秋、张嘉芮、刘译萱 李友琴、牟玉萍 二等奖

9 江北区
江北新村.同创国际

小学
非典型性肺炎 E4(小)

何宛芸、卢俊辰、蔡忻芮、吴紫莹、李芊艾、杨丰宁
、向珈彤

王亚林、曾俊杰、代亚伦 二等奖

10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奇异的植物 E38(小)
林玉涵、金子涵、朱玥熹、蒋坤锦、李君莱、邓又琳
、陈思帆

李学莉、牟玉萍 二等奖

11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取经奇遇记 E12(小)
鄢川东、李南臻、苏渝洪、王翰立、万子玄、周子栋

、张峻齐
张黎明、蒋丽萍 二等奖

12 南岸区 天台岗（南湖） 深海绝境 E29(小)
刘思彤、冯唯曾、谭锦琦、黄诗桐、孙嘉潞、杨维恺

、邱浩淋
唐巧、蒋佳玲、钟云霞 二等奖

13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人与自然—小蝴蝶与

含羞草
E9(小)

许思漪、郑雅匀、王靖宇、何睿、林子馨、曹洪瑞、

徐梓菲
王思宇、穆玲玲 二等奖

14 南岸区 人民融侨小学 茧宝宝奇遇记 E19(小) 雷博文、左函睿、孙甄、朱珩瑀 黄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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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北区
江北新村.同创国际

小学
我的飞行梦 E3(小)

彭鱼绚、喻梓玲、刘彦希、单衍吉、夏子婷、张馨月

、胡杏雨
曾俊杰、王亚林、唐溢蔓 二等奖

16 南岸区
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

学
丛林历险记 E15(小) 文俊浩、彭秋凯、刘思语、蔺书铭、熊玉书 史琴、吴世芳、袁姝 三等奖

17 南岸区 重庆熹也艺教传媒 博物馆奇妙夜 E30(小)
廖伟君、何恬羽、黄一宸、边辰阳、谯阳、陈星锐、
雷雅岚

李海川、陈斌 三等奖

18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童心护地球 E39(小) 陈嘉琳、赖思澄、曹郡格、裴科齐、潘奕文 康艺、段亚 三等奖

19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地震报警器 E41(小)
袁子程、刘书豪、艾子涵、王艺霖、王洪瀚、石余果

儿
杨洪建 三等奖

20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信息技术的前世今生 E37(小) 田雯馨、李熙蕾、杨凯伊、蒋卓成、谢官诺 林怡、杨春梅、王远容 三等奖

21 大足区 龙水第三小学 西瓜籽的旅行 E31(小)
童佳好、吴佳欣、杨欣怡、敬文渲、李青霞、唐渝竣
、覃德鸿

李燕、雷月 三等奖

22 南岸区 怡丰小学 丰盛的晚餐 E42(小) 沈彬骜、郑宇娟、杨蕊雨、梁悠、于子博、周子皓 陈康、万先应 三等奖

23 南岸区 人民融侨小学 世界前面的光 E22(小) 胡程俊杰、冯曼婷、杨净淞、施睿、田海莹 刘婷 三等奖

24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小胖梦境奇遇记 E8(小)
张珂睿 谭博文 范清源 杨子骞、刘骐萌、肖听洛、何

思熠
李晓云、王思宇 三等奖

25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逐梦太空 E33(小)
何昊霖、胡恒瑞、雷雅涵、李宸宇、尹梓珩、赵思齐

、钟岱仪
赵阳红、杨建军 三等奖

26 机构 重庆河马戏剧社 地球妈妈的绿衣裳 E18(小) 贾芮菡、马梓淳、唐启锋、汤翼琳、庞雅文、彭昱霏 周攀攀、杨瀚 优秀奖

27
沙坪坝
区

高滩岩小学
倡导文明养狗 共建

和谐家园
E5(小)

李泓岑、文皓、赵顺成、犹淳锴、王宝珠、杨越粤、
邢瑞琪

段凌梅、翁武娟、刘昱伽 优秀奖

28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柠檬发电厂 E13(小)
李圣和、王维佳、施如意、罗悦升、任宇恒、徐胡凯

文、冉思源
张黎明、蒋丽萍 优秀奖

29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科学学渣 来到科技

王国
E11(小)

董思彤、韩青佑、卢柯宇、陈佳多、于卓妍、王宇轩

、刘恬依
张黎明、蒋丽萍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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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普剧中学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作品名称 队伍编号 学生 教师 奖项

1
九龙坡

区
重庆市育才中学 药丸的神奇之旅 E56(中)

彭艺璇、谢孟杰、熊凝澜斓、杨博瑞、刘睿、程浚桔

、王艺铮
吴佛红、吴娟、周浩 一等奖

2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我的机器人朋友 E50(中)
邱彦兮、何森洋、张航、郑云朵、高琪、文婷、郎玉

然
许明、彭薇 一等奖

3 铜梁区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 趣味科学大争功 E55(中) 杨洋、童越、刘凌志、刘芯言、张健坤 刘松、胡召平、李坤瑗 一等奖

4 南岸区
重庆南开（融侨）中

学
家乡的泉水 E47(中) 冉家瑶、程启昊、盛钰婷、李琬冰、杨喆涵 刘慧琪、王勇、张悦 二等奖

5 渝北区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被遗忘的冯·诺依曼 E51(中)
李雨桑、王婧年、邱雨欣、陈九彰、朱應焜、秦子渐
、夏颖一、严偲宁、张乐夷、石潍溪、江明洋、宋易
桓、程无为

许莎、肖杰、吴知恒 二等奖

6 南岸区 110中学
创玩科技大学，教授

的考验
E45(中)

罗彩灵、刘彭集、杨康、唐清清、刘伟、刘瑞、高斌

斌
向艳、朱国中 二等奖

7 南岸区 玛瑙学校 地球保卫队 E1(小)
江小岚、雷越翔、唐镜深、张慧盈、梁小琴、刘莉、

陈曹诗雨
李艳燕、马雄 三等奖

8 北碚区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未来人格之谜 E52(中)
左浩然、唐熙睿、王翊鉴、唐雯洁、李沁瑶、谢玥同

、鲜思埊
付晓妮、赵威竣、来泽 三等奖

9 南岸区
重庆南开（融侨）中

学
一滴芳香油的精彩旅

程
E48(中) 李思源、游骐羽、刘思慎、杨咏希、宋浩涵、谭梓君 刘慧琪、张悦、张志荣 三等奖

10 南岸区
重庆南开（融侨）中

学
拯救北极熊 E49(中)

樊苏渝、刘力睿、彭涵依、张天宇、何沛轩、申苏楠
、杜怡霖

刘慧琪、王勇、张悦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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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英文科普演说小学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作品名称 队伍编号 学生 教师 奖项

1 南岸区 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
The Bats and the 

Radar
C16(小) 陈霏宇、李梓箫、罗茜、陈弘昕、肖靖瑄 李林林、胡雪湄、韦妍宇 一等奖

2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让我们乘着科学的翅

膀
B31(小) 李艾蒙、陈牧之、蓝煜涵、蒋定轩 王思宇、潘亚杰、胡玉婷 一等奖

3 南岸区 南坪四海小学 live on Mars C14(小) 陈滢楠、余嘉倬、张至诚、陈睿卿、蒋旻彧 许威 一等奖

4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The body and the 

senses  
A9(小) 刘轩昂 程嬿、廖兴梅 一等奖

5 南岸区 江南小学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ublic bike-

C3(小) 曾子渊 赵静 一等奖

6
两江新

区

巴蜀小学（蓝湖郡校

区）
The air we breathe B51(小) 伍承汉、石俊豪、曹梦绮 刘俐宏、刘俊 一等奖

7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奇妙的四季 A14(小) 邹含章 胡翠霞、胡小梅 一等奖

8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我眼中的AI B33(小) 傅小棵 张黎明、魏聪颖 一等奖

9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

区
人工智能下的机器人

学
B13(小) 杜思颖、廖俊钦、魏皓瑞、田舒月 肖婧、彭元、王定芝 一等奖

10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

区
"AI" is coming B14(小) 龚灵竹、吴姗姗、李卓珂 张欢、李娟、易雪梅 一等奖

11 南岸区 江南小学 Hot air balloon A41(小) 李文瑾、吴佳蔚 熊瑶 一等奖

12 南岸区 江南小学
低碳生活，关爱地球

母亲
C8(小) 乔小寒、雷可施 赵静 一等奖

13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光 A15(小) 邹含章、王一茜、王子佩、江与承、吴思睿 胡翠霞、黄  鹂、范英子 一等奖

14 渝中区 石油路小学 Telling time C15(小) 周彦冰、刘汉立、李佳羲、汪子熙 朱封莉、朱丹、许力丹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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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岸区 怡丰小学 科学与我 B21(小) 张语彤、黄壹轩、郭一璠 陈康、万先应 一等奖

16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When Machine can 

learn, what will 
happen?

A12(小) 王诗雨、简鹏、杨又宾、周佳琪 王芳、顾沁麟、徐娟 二等奖

17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无尘粉笔擦 A11(小) 冯冠钦、张晋源、董应涵、张藜耀 杨圣梅、徐娟 二等奖

18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

区
Food Chain B16(小) 何梓豪、张浩楠、秦婉瑜、汪语童 官礼兰、王定芝、冉宇 二等奖

19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空气污染的形成和预

防
B30(小) 张瀚文 王思宇、潘亚杰、黄希杨 二等奖

20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未来已来 B32(小) 罗艺萱 蒋丽萍、张黎明 二等奖

21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谈谈重力 C11(小) 王婧睿、曾子芩、曾越满、周芮羽 贺丽璇、杨林 二等奖

22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

区
"Copy"  me！ B15(小) 王智贤、欧昱歆、胡浩翔 张欢、肖婧、陈燕 二等奖

23 南岸区 教师进修小学
科技创新，我们在动

手
B20(小) 周于涵、赵于贤、谭雨竹、张贵柏、淦浈城 陈瑶、陈怡、郭婷婷 二等奖

24 南岸区 江南小学
保护冰川（Glaeier 

Protection）
B8(小) 刘姝妤、陈子涵、张皓玥、蒋欣言 张洁莹 二等奖

25 南岸区 江南小学 保护环境 B44(小) 王灏晨、但然、张峣淇、张语、曾爱雯 张丽媛 二等奖

26 南岸区 江南小学
How does the 

rocket lift off?
A7(小) 王俊杰 王庭娟 二等奖

27 渝中区 鹅岭小学
PM2.5 Air Quality 

Detector
B19(小) 周洛冰、周洛汀、王晓薿、王晓芃、李颜淇 龚庆庆、蒋晓 二等奖

28 南岸区 江南小学
One world, One 

Dream
C5(小) 许博为、张煜澔 赵静 二等奖

29 南岸区 江南小学 吸盘的启示 A42(小) 任思颖、王亦可、汤寓淇 赵静 二等奖

30 南岸区 江南小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1(小) 罗靖菡、罗靖蕾 赵静 二等奖

31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

区
Smart School B18(小) 肖钧文、陈子墨、朱思诺 李娟、冉宇、彭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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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How much water do 
you drink every 

day?

C12(小) 雷雨航、段彦希 李旭霞 二等奖

38 南岸区 龙门浩小学一天门 机器人的发展 B27(小) 吴珩玉、彭俊雄、宋沁洪、聂昕怡 易靓 二等奖

33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the solar system 
you don't know A16(小) 魏宇喆 陈刚、姜畅 二等奖

34 南岸区 江南小学
Paper or 

Plastic?(要纸袋还

是塑料袋?)

B7(小) 陈子墨、莫皓然 张洁莹 二等奖

35 南岸区 江南小学 Private Car C10(小) 邓西岑、余昕垚、余李玉椿 赵静 二等奖

36 南岸区 江南小学 水轮车:水力的证明 A43(小) 肖喻心、卢俊辰 熊瑶 二等奖

37 南岸区 江南小学
Clean Energy清洁能

源
B40(小) 李芊贝 赵艳丽 二等奖

39 南岸区 江南小学
鸟儿，我们张着双翼

的朋友
A50(小) 周梦瑶、梅廉福、周栀汶、穆岑汐、蒋林佚 陈玥婷 三等奖

40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Animal’s 

adaptation
A18(小) 李芳菲、陈彦希、赵悦然 杨林、贺丽璇 三等奖

41 南岸区 江南小学
A smell action 
protect the big 

plant

B10(小) 李彦颖、温敏孜、彭妍淋 张洁莹 三等奖

42 南岸区 江南小学 《什么是天气》 B46(小) 黄靖涵、陈浩天 张丽媛 三等奖

43 南岸区 江南小学
你知道地球的两极

吗?
B4(小) 尹彦皓、周城南、胡晋宁、屈远杭 张洁莹 三等奖

44 南岸区 江南小学 垃圾分类 B42(小) 王艺霖 赵艳丽 三等奖

45 南岸区 江南小学 极端天气 B43(小) 程楚乔 赵艳丽 三等奖

46 南岸区 江南小学 Modern Technology A4(小) 何星月、魏明杰、周语辰 王庭娟 三等奖

47 南岸区 江南小学 假如没有灰尘 B9(小) 刘奥星、黄缨淄、曾玺霖 张洁莹 三等奖

48 江北区 华新实验小学 To be conformed B35(小) 黄佳琪、彭子曦 何方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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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南岸区 江南小学
Garbage 

Classification
C9(小) 赵珩妤、陈星合 赵静 三等奖

50 南岸区 江南小学
爱护心灵的窗户--我

们的眼睛
B39(小) 丁熙雅、马睿、王钰妍 赵艳丽 三等奖

51 南岸区 江南小学 巧克力 B47(小) 李晋维、曾浩添、李贝贝 张丽媛 三等奖

52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The Story of Blue 

Whales
A10(小) 代正、侯谭丰悦、高翰宸、刘于琪 邱红、姜畅 三等奖

53 南岸区 江南小学 神奇的鸡蛋 B1(小) 俞瀚杰、李雨萌 阎宇 三等奖

54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

区
Smart Life B17(小) 刘昱舟、顾妙菡 张欢、李娟、王丽 三等奖

55 南岸区 江南小学 The Computer A6(小) 王晨宇、罗康瑞 王庭娟 三等奖

56 南岸区 江南小学
为什么我们不能将水

放在阳光下
A23(小) 任彦涵 张洁莹 三等奖

57 南岸区 江南小学
Low Head Family -

Mobile Phone 

Disease?

A3(小) 卢诗雨、蔡昔辰 王庭娟 三等奖

58 南岸区 江南小学
为什么人们吃了冰激

凌会感到口渴?
C7(小) 赖恩琦 赵静 三等奖

59 南岸区 江南小学 白花变色 B49(小) 刘昱岑、刘一丁 赵静 三等奖

60 南岸区 江南小学 无人驾驶的未来 B3(小) 梁与洲 文国琴 三等奖

61 南岸区 江南小学
Why the earth is 

round
A47(小) 陈芊伊 陈玥婷 三等奖

62 南岸区 江南小学 小海豚救鲸鱼 B5(小) 陈韵如、邓雯月、李玮桐 张洁莹 三等奖

63 南岸区 江南小学
Save paper and 

Protect homes
C4(小) 黄祉乔、宋谦 赵静 三等奖

64 南岸区 江南小学
he Clock of the 

Earth
A1(小) 朱佳阳、李思诺、张馨月 王庭娟 三等奖

65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Atlas is coming 
,where are we?》

A13(小) 李稷轩、涂煜雅、张师溢、刘博元 王芳、姜畅、匡永锋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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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两江新

区

巴蜀小学（蓝湖郡校

区）

人工智能是否能取代

人类
B52(小) 熊子涵、欧昱彤、廖心菱、董力睿 杨凌洁 三等奖

67 南岸区 龙门浩小学一天门 手机发展史 B22(小) 曾裕涵、冉旭、李精权、聂楷真、张淼燚、陈俊楠 蒋文朗 三等奖

68 南岸区 江南小学
Green China, Blue 

Planet
C2(小) 吕政宏 赵静 优秀奖

69 南岸区 江南小学 神奇的电光魔球 A44(小) 何静娴、章一然、刘雪婷 熊瑶 优秀奖

70 南岸区 江南小学
Exploring Earth 

and space
B36(小) 张元睿、涂径沄 赵艳丽 优秀奖

71 南岸区 江南小学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5(小) 王子沫、邹佳妍、杨晶 王庭娟 优秀奖

72 南岸区 龙门浩小学一天门 未来生活 B26(小) 文倩、覃博宇、吴雨航、唐文玺 易靓 优秀奖

73 南岸区 江南小学
Green Travel 

Starting From Me
C6(小) 刘代浩、黄瑞博 赵静 优秀奖

74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The Future Arrired B34(小) 宁泽同 董成武 优秀奖

75 南岸区 江南小学 Clone A49(小) 张萌瑄 陈玥婷 优秀奖

76 渝中区 重庆市人民小学 To be conformed C18(小) 艾米莉 付洁瑶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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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英文科普演说中学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作品名称 队伍编号 学生 教师 奖项

1 江北区 重庆市巴蜀中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

工智能）

C40(中) 曹斐然 杨斌 一等奖

2 南岸区 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 A speech about AI C20(中) 宾梓航 一等奖

3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

校
手机发展的七十二变 C31(中) 梁柱、韩佳利、王文富、刘晓梅、余星宇 郑阿萍、周衡南 一等奖

4 南岸区
重庆南开（融侨）中

学
把歼-20像鸟一样解

剖
C37(中) 周以庄、苏郑元、陶应之、吴所谓 刘慧琪、杨帆、黎玉斌 一等奖

5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
工智能）

C39(中) 周偌莹 刘希晶 二等奖

6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

校
未来的机器人时代 C32(中) 鲁桂利、吴梦、周佳颖、代维霞、代维凤 郑阿萍、周衡南 二等奖

7 南岸区 110中学 The Future Mall C41(中) 张凯文、王名扬、钟科宇、王钰菲、舒心蕊 陈必红、刘刚 二等奖

8 黔江区 黔江实验中学 科学小实验风力发电 C19(中) 梁豪、徐锐、周小容 张曼、王欢 二等奖

9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

校
人是被电吸住了吗 C29(中) 郑雯、马胡容、王媛媛 王阳霞、杨頔 二等奖

10 南岸区 110中学 Robots In Our life C42(中) 柏艺宁、秦磊、肖瑶 左瑜、鲁瑜 二等奖

11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

校
Magical Grafting C27(中) 任婷婷、聂鑫瑜、吕丹丹  王阳霞、谢汶欣 三等奖

12 渝中区 大坪中学
The “New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China”

C44(中)
张美怡、黄钰婷、谭博仁、刘祥赐、韩雨蒙、李佳坤

、罗玛丽
杨淼琴 三等奖

13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

校
虚拟与现实 C33(中) 霍雨佳、任胜娟、韦书杰、涂黄剑、谈茂  蹇瑶、安良骥 三等奖

14
九龙坡
区

重庆外国语学校 新能源汽车 C48(中) 汪鹏飞、郭靖轩、王子语、陈楷、江斯淇 陈欢、陈翥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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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

校
technology C21(中) 李俊杰、罗翛虓、赵辛浩、李龙逍 陶建伦、马磊 三等奖

16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

校
植物的逆袭 C35(中) 苟思奇、周运红、韦博潇 范毛军、舒月桥 三等奖

17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

校
游戏与电竞 C34(中) 黄胤钦、李轶杭、韦顺洪、黄婧宇、周弘悦  蹇瑶、谢汶欣 三等奖

18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C++ C38(中) 罗烜至 刘希晶 三等奖

19 铜梁区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
AIR SURFING BY 

MAKING AND FLYING 

A TUMBLEWING

C43(中) 孟煜骁、卢俊烨 刘松、胡召平、李坤瑗 优秀奖

20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

校

Milk is really 

good for bones
C28(中) 唐清清、朱榆、赵杨 王阳霞、付小勇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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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微型剧本创作小学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作品名称 奖项 学生姓名

1 南岸区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 厉害了，我的丝 一等奖 雷博文

2 渝中区 人民小学 诺贝尔与炸药 一等奖 钱昵霜、程子芮、邓萱霖

3 江北区 华新实验小学 病毒大战 一等奖 牟明洲

4 南岸区 天台岗小学南湖校区 深海绝境 一等奖
刘思彤、冯唯曾、谭锦琦、黄诗桐 孙嘉潞、杨维恺、
邱浩淋

5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 疯狂营救 一等奖 黄姝画、王浩越、廖文渝

6 渝中区 天地人和街小学
你是我的眼-定位导

航的秘密
一等奖 汪宸印、周籽衫、文妍欢、周子潇、杨淳好

7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厨房里的较量 二等奖 孔一名、陈灏羽、赵浩

8 渝北区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

校区
危急时刻 二等奖 蒋弈天

9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小胖的逆袭 二等奖 黄昱杰

10 南岸区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 诺贝尔炸弹奖 二等奖 陶禹辰、梁宇铮、郑希瑞

11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龟兔赛跑 二等奖 卓熙智 

12 渝北区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

校区
海娃巧送鸡毛信 二等奖 项雅棋、李珈毅

13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神奇的空中列车 二等奖 莫毅琪、陈俊豪、周鑫尧、石哲佑

14 渝北区
渝北区巴蜀蓝湖郡小

学
八戒之旅 二等奖 胡宛然、王姿懿、任亮羽、万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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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你是我的小苹果 二等奖 敖华懿

16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松鼠受罚 二等奖 王骁弋

17 渝北区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

校区
火烧赤壁 三等奖 杨易林、李珈毅、罗悦升

18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都是可乐惹的祸 三等奖 尹梓珩

19 南岸区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 无辣不欢的重庆 三等奖 戴思远、王韵佳、李知鲜、严若林、易歆谚

20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四海校

区
神奇的不锈钢 三等奖 罗紫瑞、潘禹丞、胡艺添

21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

区
可爱的色色 三等奖 谢宏睿

22 江北区 华新实验小学 保护视力 三等奖 于子涵

23 渝中区 人民小学 时光机器 三等奖 罗正凝

24 南岸区 中窑小学校 摩擦的力量 三等奖 陈柯羽

25 渝北区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

校区
寻找丢失的凤凰蛋 三等奖 许家喻

26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四海校

区
手机家族的争吵 三等奖 胡艺添、罗紫瑞、潘禹丞

27 大足区 大足区龙水第三小学 西瓜籽的旅行 三等奖
童佳好、吴佳欣、杨欣怡、敬文渲、李青霞、唐渝竣
、覃德鸿

28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雾霾大作战 优秀奖 罗焰一

29 南岸区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 未来机器人 优秀奖
吴俊劼、姜昊旻、曾琪爔、宋泓毅、胡潇汿、桑娅楠
、吴思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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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微型科普剧创作中学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作品名称 奖项 学生

1 南岸区 南岸区第110中学校
往古来今谓之宙，四

方上下谓之宇
一等奖 冯键超

2 渝中区 渝中区大坪中学 以爱之名，止爱之殇 一等奖 王建宇

3 渝北区 渝北区两江育才中学 废电池的回收利用 一等奖 陈泽蒂

4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超工未来 二等奖 韩青州、杨钊一

5 南川区 道南中学 爱与癌 二等奖 罗彩灵、刘彭集、杨康

6 南岸区 南岸区玛瑙学校 地球保卫战 二等奖
江小岚、雷越翔、唐镜深、张慧盈 梁小琴、刘莉、陈

曹诗雨

7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科技改变未来 二等奖 叶欣滟

8 铜梁区 铜梁区巴川中学 奇妙的电磁波 三等奖 孟煜骁、刘瀚文、曹旭

9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伪装 三等奖 张煜、余易航、范俞卓

10 南川区 道南中学 八大行星 三等奖 韦贻、张渝

11 南岸区 南岸区第110中学校 不未曾想过的未来 三等奖 罗庆宇

12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卡拉 优秀奖 张蓝心

13 南岸区 南岸区第110中学校 一只企鹅的呼吁 优秀奖 邓彦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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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优秀组织奖

区域 学校及单位名称 区域 学校及单位名称

南岸区 南岸区青少年科技辅导站 渝北区 巴蜀小学蓝湖郡校区

渝中区 渝中区青少年创新学院 九龙坡区 重庆市外国语学校

南岸区 观塘初级中学 铜梁区 巴川中学

南岸区 江南小学 南岸区 青龙路小学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南岸区 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江北区 江北新村.同创国际小学

南岸区 人民融侨小学 江北区 华新实验小学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渝中区 石油路小学

江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南岸区 天台岗小学南湖校区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区 南岸区 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

渝中区 重庆市人民小学 大足区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第三小学

南岸区 110中学 渝中区 德精小学

南岸区 龙门浩小学一天门校区 渝中区 大坪中学

南岸区 南坪四海小学 南岸区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



2018年首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区域 学校 获奖老师

渝中区 德精小学 谢忠明、杨薇、巫天艺

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刘雪舫、杨建军、江晓麟、林怡、石玉、徐娟、李友琴、程嬿、牟玉萍 廖兴梅、胡翠霞

、胡小梅、黄鹂、范英子、吴凤君，姜畅

渝北区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杨小梅、王建年、王萍、王思宇、潘亚杰、胡玉婷、张黎明、魏聪颖

南岸区 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 王书会、邵春、钟莉、姚慧、徐魏、唐子猗、李林林、胡雪湄、韦妍宇

渝北区 重庆鲁能巴蜀中学 陈凤、周宗敏、许明、彭薇

南岸区 青龙路小学 万婉霞、陈丽、尹婧源

江北区 江北新村.同创国际小学 王亚林、曾俊杰、钱婷婷

渝北区 童心小学 杨雨黛、王江东、谯尧

南岸区 人民融侨小学 刘婷、黄李

九龙坡区 重庆市育才中学 吴佛红、吴娟、周浩

铜梁区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 刘松、胡召平、李坤瑗

南岸区 南坪四海小学 许威

南岸区 江南小学 赵静、熊瑶



两江新区 巴蜀小学（蓝湖郡校区） 刘俐宏、刘俊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区 肖婧、彭元、王定芝、张欢、李娟、易雪梅

渝中区 石油路小学 朱封莉、朱丹、许力丹

南岸区 怡丰小学 陈康、万先应

渝中区 重庆市巴蜀中学 杨斌

南川区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郑阿萍、周衡南

南岸区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 刘慧琪、杨帆、黎玉斌

渝中区 人民小学 付洁瑶、郑岚、张志伟

南岸区 天台岗小学南湖校区 唐巧、蒋佳玲、钟云霞

南岸区 南坪实验小学 朱艳、李茜、陈沙

渝中区 天地人和街小学 马睿、李倩倩

南岸区 南岸区第110中学校 陈西容

渝中区 渝中区大坪中学 黄金

渝北区 渝北区两江育才中学 唐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