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公示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学秀小学组

序号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A45 重庆大同实验学校 音乐科学先锋 一等奖
姚嘉、张旭童、陈墨抒、何姿颖、刘佳睿
彭瀚琦、侯思瀚、徐榜榆

谢高洋 文莲 洪唯娜

2 A43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奇幻旅程 一等奖 宋其霖、文俊豪、胡陈铭、向芝谊、张佳琳 陈康 万先应 —

3 A58 重庆市巴蜀小学校鲁能校区 彩云追“月” 一等奖
王知之、舒钰茗、许瑾萱、张芸熙、余胥彤
曹诗意、曹诗情、谭思名

王建年 杨小梅 —

4 A16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幽灵蛋 一等奖 陈鼎瑜、赵子越、李昶言、冯悠然 刘雪舫 牟安莉 —

5 A44 重庆大同实验学校 科学魔术秀 一等奖
张竣程、冉金星、黄仁山、管敬浩、卢政希
麻佳妮、徐以晨、罗骏一

谢高洋 文莲 洪唯娜

6 A19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法老王之蛇 一等奖
戴奕帆、简安骏、周鑫尧、陆汉霖、王睿杰
杨泽桐

杨林 廖幸 朱洪

7 A63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 鸡蛋的奥秘 二等奖
罗梓妍、李东轩、刘月馨、舒思睿、张梓轩
吴馥君、曾子涵

胡莉 季顺梅 —

8 A64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疯狂博士和他的助手 二等奖
吴向邕、陈灏羽、张子灵、陈俊豪、龙怡冰
孔一名

杨林 — —

9 A15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超级海绵宝宝 二等奖 朱子墨、周凡皓、张宇帆、曾锐杰 黄娟 — —

10 A42 重庆市云阳县杏家湾小学 伯努利与生活 二等奖 傅兰迪、万俊言、胡馨予、谭雅文 薛燕 胡冬梅 江雪

11 A59 重庆市巴蜀小学校鲁能校区 哈利波特的生日 二等奖 李尚泽、王韬为、张瀚文 黄希扬 王思宇

12 A39 重庆市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校 穿越之拯救世界 二等奖
陈思佳，刘雅涵，邓皓中，
殷浩然

王书会 胡先利 王亮

13 A41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万国城小学校 让子弹飞 二等奖
林宏浩，刘涵宇，蒙小漫，刘笛，李沂倍
邱康越

王欣 — —



14 A22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金属大作战 二等奖 卓熙智、杨语桐 林怡 黄娟 —

15 A23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珊瑚娃智斗恶巫师 二等奖
龚泓源、陈玥妙、李秋画、黄乐妍、马润苗
晏杨翕、龙俊玮

刘玲 — —

16 A52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模拟黑洞 二等奖 宁美琳、谢祉墨、唐蔓缇、鄢婷萱、李锦盈 黄李 李玲 —

17 A33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智斗 二等奖 季语珊、王紫涵、魏皓瑞、李萌盟、石浚辰 游诗敏 罗鹏 何春花

18 A47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都怪你！味道！ 二等奖
余文玥、胡楚乔、张雯砚、党明玙、袁雨嘉
王曼琪

黄李 李率帅 —

19 A24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青蛙妈妈找蝌蚪 三等奖
陈美伊、蒋妮睿、何洪宇、唐子祺、樊彦希
赵玥灵、杨子轩、罗泽涛

罗涓 — —

20 A51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火山”爆发 三等奖 秦瀚宸、周奕含 黄李 牟世旭 —

21 A21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水魔法 三等奖
杨景皓、康洪烨、贺弘扬、冯海龙、耿义泽
黄彬玥、刘浥辰

贺铮 — —

22 A30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神奇的兵乓球 三等奖 雍振轩、管梓铭、冷明航 万亚娟 谭长海 冯敏

23 A50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未来楼房 三等奖 孙乾哲、赵浚亦，万松奇、朱董弈、王瑞 黄李 黄婧媛 —

24 A32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神奇的火山爆发 三等奖 张晶晶、龚怡帆 罗鹏 何春花 游诗敏

25 A56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电的应用 三等奖 崔明浩、徐子迪、马梓清 石艳 — —

26 A38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真相只有一个—科学与迷
信

三等奖
王松颀、陈鸿瑞、吴衡、刘秉辰、徐希恩
彭培修

谭长海 冯敏 万亚娟

27 A55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神奇的魔水 三等奖 汤奕耕 黄李 严优 —

28 A31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绣花针 三等奖 陈清、代欣悦、王梓力 罗鹏 何春花 游诗敏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学秀中学组

序号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A61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神灯奇遇记 一等奖
阳诗妍，陈胤勋，李双成，石佳鹭，黎奇
鑫，黎朋贞

陈凤 许明 聂铄

2 A62 重庆市巴川中学 科学魔法师 二等奖 孟煜骁 、张健坤 刘松 胡召平 —

3 A70 重庆市巴川中学 奇妙的伯努利 三等奖 杨洋、 旷雯文 刘松 胡召平 —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学秀幼儿组

序号 编号 组别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A11 幼儿组 宫廷选秀记 一等奖
何朗宁、彭子涵、刘俊呈、陈澳葵、贾翔淇
瞿诗玺

张小娜 — —

2 A10 幼儿组 色彩王国历险记 一等奖 胡馨亿、彭弈博、齐振云、白云天、杜艺宣 杨娟 杨曼莎

3 A7 幼儿组 魔幻科学秀 一等奖
黄涵彦、龙艺萱、王若冰、龙鋆潇、朱雨辰
叶瑾儿

林奉琴 魏静 周娟

4 A13 幼儿组 拯救枯萎的花 二等奖 莫涵瑞、唐子晴、赵艺涵、徐诗雨 岑中梅 — —

5 A12 幼儿组 神奇的二氧化碳 二等奖 杜滨佑、胡荣轩、罗梓语、冯馨瑶、傅思语 文萍 — —

6 A8 幼儿组 奇幻的森林派对 二等奖 高悦芸、陆彦均、唐子恒、王鑫琳、魏艾 苏丹 陈璐 —

7 A14 幼儿组 森林历险记 三等奖
许镱腾、刘思妤、谭麟可、吴佳芮、朱佑宁
陈昶竣

文萍 — —

8 A6 幼儿组 魔力气泡 三等奖 赖乙丹、付俊羲、丁玥希、谭翔尹、陆雨晨 薛燕 黄度华 —

9 A9 幼儿组 缤纷世界 三等奖 何扬、王思衡、黄可伊、胡峻尧、孙铭辰 段明利 — —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普剧小学组

序号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B6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爱的电磁波 一等奖
许家喻、牟天昊、雷钦智、聂余曦、吴予涵
章琳菡、潘妍伶、冉昕妍

王建年 杨小梅 —

2 B49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逆时密码 一等奖
谈一葭、韩雨葭、许橼月、肖子博、邱浩伦
周安彤

刘婷 — —

3 B13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博物馆的神奇之旅 一等奖
谭博文 张珂睿 范清源 刘骐萌 路云姗 
杨子骞 何思熠 姚茹馨 王思琪 肖听洛

王思宇 李晓云 马磊

4 B9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神“机”妙算 一等奖
许胤萱、丁可欣、马慧文、万柯麟、叶雨桐
周诗涵、汤棵婷、谯轩来、刘闿朾、阳卓壮

杨小梅 陈艳 邓勤

5 B33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地球的灾难与重生 一等奖
饶馨丹 全芯逸 董云兮 罗焰一 钱芸嘉
白一帆 刘族煊

刘雪舫 徐娟 —

6 B17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南湖校区
酒虽好，但千万别贪杯
哟！

一等奖
陈叙延、丁奕杰、赵子娴、胡颖涵
李乐秋彦、陈映燃、刘汪凌

唐巧 卢柳娟 —

7 B32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科学家来访 一等奖
李芳菲 赵悦然  周芮羽  陈彦希 赵浩
石哲佑 郭桂芩 刘梓琪 李蕊黛聿 莫译淇

杨林 贺丽璇 程嬿

8 B7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地球在哭泣 二等奖
龙雨辰、吴长晏、唐玥涵、万朗辰
蒲星宇、李林轩

魏涛 杨小梅 —

9 B2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遥远的他 二等奖
唐梓豪 张庭浩 陈珈乐 袁帅 秦浩然
 彭科莹 陈柯文 李思蔓 毛爱熙 郭恺玲

胡雪莹 — —

10 B11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穿越千年探寻“你”之将
军奇遇记

二等奖
杨焙晶、彭思齐、周彦谷、邱一鸣、王巍桦
罗振航、欧阳乐骐、黄瑞霖

王思宇 王静 马磊

11 B14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姐妹寻声记 二等奖
罗启元 何松桦 何智鑫 梁景辰 雷郡寒
 周昱彤 黄力扬 朱航睿 王乐欣 伍欣妍

王思宇 王萍 李珊珊

12 B55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你的世界 我的梦 二等奖
吴羽橦 何思雪 王辰予 赵浠妤 吴俊和 
赖禹衡

史俊飞 — —

13 B20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穿越时空遇见你 二等奖
苏美琪，黄崧霖，刘於镶，谭鑫，杜雨桐，
谭子轩，洪翔，周彦希，郭一璠，耿齐羚，

付余娟 徐春容 刘珂

14 B16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南湖校区 一眼万年 只为等你 二等奖
赵跃然、何晓周、黄诗桐、傅佳佳、陈馨瑶
、陆柯成、陈泓含、高艺迅、徐嘉轩

周蓉 钟云霞 李丹



15 B12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神奇可爱的多功能百变童
帽

二等奖
郑雅匀 陈  晨 徐梓菲 文靖翔 陈泫西 
温濮毓 曹洪瑞 杨子萱 刘卓航 李泓慷

王思宇 周龙芬 马磊

16 B31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稻田奇遇 二等奖 李宜欣、汪峻宇、谢林芸、周怡冰、夏晨栩 江海洋 — —

17 B8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教授侦探所 二等奖 陈露萌、叶籽淳、张嘉晋、蒋弈天、李嘏 陈启敏 刘莹 —

18 B52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穿越时空遇见牛顿 三等奖 曾子宸、周倍丞、韩煜森、黄奕凌 石艳 — —

19 B27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追光岁月 三等奖
李欣妍、雒珈旋、杨婉渝、李雨恒、何贞臻
喻靖涵、喻曦、彭铃月

程嬿 — —

20 B3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白色回忆 三等奖 张雨鑫 王韵涵 黄文睿 冷思佳 王梓恩 胡雪莹 — —

21 B18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雅居乐小学校 嘀嗒嘀 三等奖
欧阳熠轩、王诗琪、刘子豪、陈奕阳
徐艺玮、方语绮、黄奕嘉、朱芸可

曾韵如 王艺霖 陈静雯

22 B24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穿越时空遇见你—当李春
遇见桥都

三等奖
李君莱、邓又琳、陈怡诺、谭笑、代峻熙
刘懿天、曾  甄、郑博文

李学莉 — —

23 B28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穿越时空遇见你 三等奖 朱玥熹、赵雨萌、金子涵、陈思帆、张浩轩 李学莉 — —

24 B54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梦遇科学“疯子” 三等奖
濮依依，毛婧轩，张译爻，谭颖雯，许芳菲
李璐妍

史俊飞 — —

25 B50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给力”嘉年华 三等奖
杨捷、卢叶、杜芊与、张烜恺、殷子涵、
李梓锐、王子硕

刘婷 — —

26 B35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神奇的火药 三等奖 蓝子钦 李汶峻 罗迪文 雷霖 陈刚 —

27 B51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问天者 三等奖
杨奥、张海芮、陈思睿、陈美杉、丁奕霏
杨凯钦、朱勇霖、赵育可、高源、杨靖童

刘婷 — —

28 B4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梦 三等奖 徐沅芯 吴彦睿 贾垚瑶 董曜铭 罗梓函 胡雪莹 — —

29 B25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扭曲时空带，经历不可思
议的“你”

三等奖
赵梓含、应佳瑜、文静茹、向丽格、唐靖博
舒钰童

周蓉 — —

30 B5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居里夫人的梦想 三等奖 王新颜 王若妍 曾彦熹 陈鹏越 胡雪莹 — —

31 B38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穿越时空遇见居里 三等奖 冷宛臻、江书瑶、刘惟昔、陈梓甜 黄李 罗冬梅 —



32 B72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蝴蝶效应之细胞因子风暴 三等奖 茅隽萁、张雅雯 牟静 — —

33 B1 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小学涂山校区 遇见阿基米德 三等奖 周依曼，李丹佚，向星谕，李松蔓 曹鹰 周蜜

34 B21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 穿越时空，遇见科学 三等奖 王煜轩，黄子恒，吴远恒，王楷瑞，杨若煊 唐子猗 雷云静 —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普剧中学组

序号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B63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爱迪生的非凡之旅 一等奖 董正东、郑楠、王兵、张弦 蓝娅 范毛军 —

2 B70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流年的留恋 一等奖
陈柯利 贾西贝 秦晨阳 黎奇鑫 江信鑫 唐世雄 
江梓豪 杨诗媛

许明 杨静 杨学珍

3 B68 重庆市南岸区观塘初级中学校
穿越时光遇见你-糖丸爷
爷，谢谢你

二等奖 王钦、张立丹、刘小荧、陈科甫、熊伟杰 周鑫 — —

4 B65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科学家奇遇记” 二等奖
胡桢煜，邓洪莉，张文迪，杨筱，周渝
唐欢，曾馨

蓝娅 — —

5 B69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梦回侏罗纪 二等奖
印婧业 蒋艾杉 尹耀冉 卢博文 季怡灵 张秋豪 
刘思言 王普仑

许明 杨静 聂铄

6 B57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跨时空合作 三等奖
罗彩灵，高紫芸，唐清清，杨雁铃，刘彭集
冯浩杰，李佳顺，韦书杰

谢汶欣 蹇瑶 朱国中

7 B64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游唐记 三等奖
辜滟、冯雪莲、刘露、符怡红、赵雪林
聂宇、王洁、邓惠心，贺宝仪

胡亚娟 — —

8 B66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虚拟机器人 三等奖
周诗琪、谢香琳、杨茂琳、郭林莉、邓吉祥
刘雕

肖丽莉 — —

9 B62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穿越时空遇见“你” 三等奖
郑秋宏、杨明芸、赵宗瑶、谭亭、韩亿
陈倩

陈娟 — —

10 B67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环境.机器人.人类 三等奖
刘炫姿、严泽塬、罗蕊、欧阳妤珠、黄怡茹
吴卓婷

肖丽莉 — —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普剧幼儿学组

序号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B22 珊瑚青青幼儿园 偶遇星球 一等奖 穆妍昕 申沛欣 宋欣悦 陈远欣 陈阳 — —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英文科普演说小学组

序号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C29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智能校园，个性教学——
未来校园我做主

一等奖 胡熙晨 赵阳红 顾沁麟 徐娟

2 C46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Future school 一等奖 章秀阳 宋亚恒 — —

3 C21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关于未来校园的设想 一等奖 魏皓瑞，杜思颖，廖俊钦，田舒月 肖婧 王定芝 李娟

4 C26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四海小学校 遇见智慧校园 一等奖 伍丽洁 周灵 赵颖 —

5 C83 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小学 神奇的VG School 一等奖 王启懿、胡涵钧 庹颖 — —

6 C88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最美学校，我们遇见 一等奖 曹渝歌、文浚尧、陈宇航 王建年 杨小梅 —

7 C90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未来的校园 一等奖 龙艺月 杨小梅 陈艳 —

8 C27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四海小学校 穿越时空，遇见未来课堂 一等奖 沈昊阳、蒋旻彧、李璋妍、甘思皓 周灵 赵颖 —



9 C44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未来的学校 一等奖 万星言 向纳民 — —

10 C52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A magic campus in the 
future

一等奖 邵冬旭 谢承志 罗丁一 柏欣怡 — —

11 C54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Amazing future school 一等奖 伍家铖 宋亚恒 — —

12 C19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The Future Campus 一等奖 戴汶君 李娟 王丽 易雪梅

13 C17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My School in 2060 二等奖 屈诗涵 李娟 陈燕 彭元

14 C39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One Lesson in Future 
Campus

二等奖 杨森皓 王婧睿 曾子芩 曾越满 杨林 — —

15 C91 巴蜀小学鲁能校区／川益小学
What will our school be 
like in the future

二等奖 唐馨予 蒋梓菱 王建年 杨小梅 蒲敏

16 C57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Magic Campus 二等奖 胡家源 柏欣怡 — —

17 C74 小外交官英语 Super School 二等奖 刘润锦、黎宛庭 宗家宇 李莹 —

18 C22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未来校园的饮食设想 二等奖 梁雨欣、傅煜昕、伍思宇 肖婧 李娟 王定芝

19 C97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 5D幻像 二等奖 岳江铭、吴秋颖 沈庆波 廖立新 黄欢

20 C24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未来校园之魔幻教室和智
能课桌

二等奖 肖婷妤、江星翰、吴思萁、刘翌霖 彭元 蒲新春 肖婧

21 C38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智慧校园 二等奖 杨子渝 江海洋 — —

22 C70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雅居乐小学校 flying bee 二等奖 王思茼、朱芷谊、蒋艾辰 冷倩 王艺霖 —

23 C28 重庆市南岸区青龙路小学校 校园新世界 二等奖
周梓璇
谢士博

陈丽 万婉霞 —

24 C94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校 梦境般的校园 二等奖 倪鑫悦、刘雨杰 龚亚利 — —

25 C82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School for tomorrow 二等奖 张语彤、唐园林 姚德君 — —



26 C16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欢迎来到未来学校 二等奖 袁浩瑜 李娟 王丽 蒲新春

27 C50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Our Future School 二等奖 王乐萱 余晗梦 — —

28 C73 小外交官英语 Fantastic School 二等奖 娄方明、李欣霖 宗家宇 李莹 —

29 C11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校 我们的未来校园 二等奖 赵于贤、翁宇贤、翁怡杰、陈佳怡、谢蕊韩 陈怡 — —

30 C81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Electronic desks and 
chairs

二等奖 郑思源 何懿思 张藜 — —

31 C3 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小学一天门校区 未来的校园 二等奖 朱玺，李霄鹏，卢冠宇 蒋文朗 易靓 王海绮

32 C49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来来的智慧校园 三等奖 张译心 罗莲 许华 —

33 C45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未来校园 三等奖 姜俨轩 宋亚恒 — —

34 C48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黑洞 三等奖 陆小蝶 宋亚恒 — —

35 C89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未来校园 三等奖 宋兴宸 王建年 杨小梅 —

36 C179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The principle campaign
of shanhu elementary 

三等奖 魏宇喆 杨洋鑫晨 陈刚 雷霖 —

37 C75 小外交官英语 DFA Future School 三等奖 吴雨檀、王舒艾、支鸿乐 李丹 李莹 —

38 C62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融创小学 未来的学校 三等奖 曾昭博 周洋 刘丽华 荆生

39 C18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未来学校 三等奖 陈曹月 李娟 王丽 蒲新春

40 C58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The Future Campus 三等奖 周思辰 谯亚莉 — —

41 C69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雅居乐小学校 the museum school 三等奖 张杨子茵、雷雅寒、王紫涵 冷倩 陈静雯 —

42 C25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The Ideal School in the 
Future

三等奖 冯昱萱、肖芯蕊、李承炫、何慕楼 易雪梅 — —



43 C43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The magical school in 
future

三等奖 彭昱坤 谢雨霏 — —

44 C55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Future School 三等奖 罗鑫妍 曾妍璐 — —

45 C68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上海城校区 未来校园 三等奖 何梓瑜 蒋正艳 — —

46 C9 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小学一天门校区 未来的3D校园 三等奖 谭虞朦、曾玉秋、张洁妮、唐晨慜 蒋文朗 易靓 王海绮

47 C34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Future Campus 三等奖 赵梓馨 黄昊 — —

48 C51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Future Campus 三等奖 张颢瀛 徐杭 — —

49 C63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融创小学 未来的学校生活 三等奖 张宸语 周洋 刘丽华 荆生

50 C98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 未来校园 三等奖 朱英铭、兰诗琪、郑英烁、赵良蘅 沈庆波 屈洁 王运莲

51 C41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Pressure Campus 三等奖 肖尧 文舒涵 张雪梅 — —

52 C96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 梦乡 三等奖 何雨霏、王倩佶 沈庆波 王婷婷 —

53 C65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融创小学 未来的学校 三等奖 田沁燃 周洋 陈茂华 田雪梅

54 C86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The school in the future 三等奖 龚焕然、何思雪、赵成彬 张苏嵋 张婷婷 —

55 C47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未来学校 三等奖 赵修潼 宋亚恒 — —

56 C66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万国城小学校 A school that grew up 三等奖 温晨琰 王欣 — —

57 C12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artificial  school 三等奖 吴姗姗   邱亦心   蒲丽羽  万雨欣    余欣悦 张欢 王定芝 王丽

58 C78 江北新村同创国际小学 未来学校 三等奖 邱敏轩、毛贝恩、袁子叶 林莉 — —

59 C30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未来校园 三等奖 郭昊烨 王江丽 — —



60 C60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融创小学 大自然中的高科技学校 三等奖 张乐颐 周洋 李琛琛 孙帅

61 C33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畅游未来校园 三等奖 潘思羽 杨涛 温琴 —

62 C1 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小学涂山校区 My future school 三等奖 娄原源 程燕燕 — —

63 C14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Immersed in the Scene 三等奖 赵翊珈 李娟 王定芝 肖婧

64 C31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未来校园 三等奖 何峻屹 杨涛 温琴 —

65 C36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My Pride 三等奖 刘轩昂 廖兴梅 程嬿 —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英文科普演说中学组

序号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C169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Future School 一等奖 张莉皎，李珍珍，刘倩，董正东，刘福阳 蓝娅 — —

2 C123 重庆市南岸区观塘初级中学校 Our Future School 一等奖 朱雯莎、胡思亦、侯景瀚、蒲家欢、王丽娜 赵俊 游娟 —

3 C168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畅想未来校园 一等奖 李盛菊、杨璐瑕、韦彦吕、胡诗杰、邓淋浪 蓝娅 — —

4 C146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Schools In 2049–Green 
Schools 

一等奖 胡凌杰、蒋艾伶 陈娟 — —

5 C103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falbe school 一等奖 李蕊廷、涂慕阳、冉佳欣、傅梦琳、江梓豪 杨静 — —

6 C173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The garden of dream 一等奖 杨露，高娇娇，周利平，陈瑜，鲜云白 蓝娅 — —

7 C121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Future Schools 一等奖 梁昕仪、兰晶、陈彦屹、白孟灵 曾晖 — —



8 C153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The future campus 一等奖 尤敏，吴唯，王纯，王雪。 陈娟 — —

9 C172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未来校园 一等奖 陈泓宇、胡耀丹、韦孙焱、金正鑫、刘杭瑜 李光琴 余福尤 —

10 C108 重庆市南岸区南开（融侨）中学 未来校园 一等奖 周以庄、李雨凡、陶应之、韦茂瑜 杨帆 杨欣 —

11 C139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未来校园 一等奖 李俊杰 周衡南 — —

12 C131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奇异园，舒适家 二等奖 聂鑫瑜  贺歆悦  刘彭集  张庭伟  冯浩杰 蹇瑶 朱国中 谢汶欣

13 C150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百变校园 二等奖 黄宁旺 龚顺意 吴雪慈 李城林 陶建伦 周衡南 —

14 C147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Future campus 二等奖 周仪 李光琴 — —

15 C167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Future campus 二等奖 何欣溢、王易洪 陈娟 — —

16 C110 重庆市大坪中学校
An ideal place for all 
the students

二等奖 李佳坤、谭博仁、刘祥赐、林蕊雨、赵琳琳 李姝姝 — —

17 C114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Future Schools 二等奖 张文凯，梅紫萱，钟科宇 刘刚 — —

18 C143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The Magic Campus in 
reality

二等奖 罗彩灵，杨雁铃，唐清清，高紫芸 蹇瑶 谢汶欣 朱国中

19 C119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Future Schools 二等奖 曾悦、刘紫涵、徐丹丹、黄洵 曾晖 — —

20 C138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未来校园生活 二等奖 何思源 周衡南 — —

21 C104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The compus of high 
technology, the home 

二等奖 余翊卡、许壤 杨静 — —

22 C133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未来的学校 二等奖 韦瑶 蓝娅 — —

23 C140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未来校园 二等奖 周豪杰，吴炬言，陈世林，李思云。 周衡南 — —

24 C164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科学校园建设，联网校园 二等奖 秦铮 王阳霞 余福尤 —



25 C124 重庆市南岸区玛瑙学校 Get Learning Moving 三等奖 陈思杨 邓夏妍 — —

26 C181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高科技校园——为师生之
幸福感

三等奖 余彦霖，罗张艺，阳茜，代琴 张丽虹 邓颖 —

27 C152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Future Campus 三等奖 余佳 陈娟 — —

28 C122 重庆市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 未来校园 三等奖 任思诺 付佳美 曾超 张鸿 冉洪春

29 C160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共建科技校园 三等奖 张思露、王雪 张丽虹 — —

30 C165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The future campus 三等奖 冯雪莲   韦虾 陈娟 — —

31 C174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future campus 三等奖 张雅渝、杨美玲、陈靖 蓝娅 — —

32 C129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巨人”肩上的学校 三等奖 黄婧宇   黄胤钦   周宏悦  韦顺洪  李轶杭 蹇瑶 谢汶欣 朱国中

33 C141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Adobe—办公狂的“巧手
天书”

三等奖 谢津津 韦贻 王文富 张渝 皮燕芸 周衡南 陶建伦 郑阿萍

34 C156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The future campus 三等奖 赵宗瑶，韩亿，谭亭 陈娟 — —

35 C158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校园生活科技化 三等奖 王冰艳、田瑜、赵杨 张丽虹 — —

36 C105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School 

三等奖 熊若冰 王俊双 — —

37 C115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Future Schools 三等奖 王名扬、杨佳豪、王钰菲、舒心蕊 刘刚 — —

38 C161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The future campus in 
our mind

三等奖 刘露 郑秋宏  陈倩 陈娟 — —

39 C112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Future Schools in My 
heart

三等奖 程浩然、罗庆宇、刘钱、杨一婧文、张馨月 左渝 高文贵 —

40 C109 小外交官英语 Wonder School 三等奖 程子霁 李莹 — —

41 C149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The Future of Qingfeng 
School

三等奖 李堃，高斌斌，冉茂璇，朱榆 霍思帆 — —



42 C128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School on Mars 三等奖 李萝莉，李杨琳，邹思雨 霍思帆 — —

43 C162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畅想校园 三等奖 胡琼之  周宇飞 陈娟 胡亚娟 —

44 C127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Scho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orm

三等奖 肖怡，雷坤炜 霍思帆 — —

45 C111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Future Schools in My 
Eyes

三等奖 柏艺宁、唐燕平、赵逸晨、刘赤然、邓红福 左渝 廖昌禄 —

46 C137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or

三等奖 高盼盼 .白霜 .冯鑫 周衡南 — —

47 C180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The Future Campus 三等奖 胡新悦 杨静 — —

48 C106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lp Build 

三等奖 张嘉芮 王俊双 — —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微型科普剧本创作小学组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星际奇幻运动会 一等奖 彭熙雅 熊绪杨 — —

2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一等奖 陈欣然 徐春容 付余娟 万先应

3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太空之运 文明驱动 一等奖 洪琦秦 张欢 — —

4 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 月球运动会 一等奖 侯容其 朱玲峣 — —

5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一等奖 范乃菡　 熊绪杨 — —

6 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一等奖 何星佑 陈宇欢 — —



7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一等奖 罗孜孜 孙玉霞 — —

8 重庆高新区兰花小学校 太空少年足球巅峰对决 一等奖 王随谦 王永厚 — —

9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一等奖 张宇翔、 何林俞 黄苏 — —

10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霍华德教授的礼物 一等奖 刘子嘉、田地仁合 杨小梅 魏涛 —

11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星际联盟运动会 一等奖 黄子翔 胡翠霞 — —

12 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 三OO三 一等奖 许媛童 朱岭峣 — —

13 重庆大同实验学校 未知领域 一等奖 萧智文 谢高洋 洪唯娜 文莲

14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未来太空运动会 一等奖 辛盛宇 肖宁 — —

15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高维远、李泽航 唐航 — —

16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南湖校区 宇宙运动会直播 二等奖 周子岚、梁芷嫣、李双成 唐巧 — —

17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趣味运动会 二等奖 张锦缘 廖敏 — —

18 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 相约2803 二等奖 缪一鸣 朱玲峣 — —

19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唐妃 孙玉霞 — —

20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李君莱 李学莉 — —

21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宇宙运动会 二等奖 李乙 黄晶 — —

22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飞火流星 二等奖 陈乾云尉 张丽 — —

23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洋世达校区 四维空间足球比赛 二等奖 谢澄澄、谢涵希、张翔柯 李倩 沈天静 —



24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袁婉芮 胡雪莹 — —

25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四海小学校 k星球上的高尔夫球比赛 二等奖 卢梓豪 叶春绿 田文件 —

26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四小世贸小学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包歆瑶 姚兰 — —

27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周兴宸 肖宁 — —

28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郑茜文 唐航 — —

29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卢禹辰 徐春容 万先应 付余娟

30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宇宙“星球杯” 二等奖 李彤芮 张欢 陈燕 —

31 重庆市人民小学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陈彦翔 陈伟 — —

32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李彦廷 雷霖 倪建英 —

33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雅居乐小学校 太空足球赛 二等奖 殷思恬、伍采薇、何雨涵 杨宏 陈静雯 王艺霖

34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银河系星际运动会 三等奖 刘俊玮 肖宁 — —

35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诺斯运动会 三等奖 黎籽杉 胡雪莹 — —

36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李连皓 顾晓蓉 — —

37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胡钰涵 顾晓蓉 — —

38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上海城校区 K263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许欣彤，陈品睿 蒋正艳 王燕 —

39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太空奥运会 三等奖 吴东岳 张丽 — —

40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曹恩畅  张馨月  赵麒奡 肖婧 — —



41 重庆市万州区天城中心小学 月球地球联合运动会 三等奖 崔泠柳，杨婷，骆金松 谭家坤 刘纯粹 刘延华

42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叶谦 肖宁 — —

43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张舒然 林怡 — —

44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徐晨熙 张志强 — —

45 重庆大同实验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王悦熙 谢高洋 文莲 洪唯娜

46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程思尔 李学莉 — —

47 重庆市万州区天城中心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任雨鑫、万诗怡、黄可馨 任红 冉亚玲 刘延华

48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余浩轩 邵彦杰 胡潇然 杨林 — —

49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两个人的裁判梦 三等奖 吴霖霄、秦福杉 廖敏 — —

50 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 月球运动会 三等奖 吴宇珩，方博恩，谭嘉恒 朱玲峣 — —

51 重庆市人民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潘梓萌 米鹏 — —

52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刘泽俣、唐佳玥、冯唯一 刘侠 — —

53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李佳怡 肖宁 — —

54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范璋嫒 熊绪杨 — —

55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童金钰 张志强 — —

56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高语旎 张志强 — —

57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吕文铖、吴启豪、潘星宇 黄苏 — —



58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四海小学校 月球运动会 三等奖 曹真、刘思晨、夏悠然 罗先丽 — —

59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胡钰笛 曾妮 — —

60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熊浚翔 孙玉霞 — —

61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雅居乐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熊卿彤 王艺霖 冷倩 胡笳

62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陈思睿 黄芝涵 黄园媛 杨林 — —

63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之力动寰宇 三等奖 张馨尹 陈钰曜 陶沛豪 吴世芳 史琴 袁姝

64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陈镜伊 廖敏 — —

65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顾城瑞 刘遵利 — —

66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陈奕霖 袁瑞含 赵芙莹 杨林 — —

67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文柠瑞 顾晓蓉 — —

68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刘芯汝 曾妮 — —

69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宋天悦 李学莉 — —

70 重庆市人民小学 有趣的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夏一诺 陈伟 — —

71 重庆市人民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游子吟 方媛媛 郑岚 —

72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地球运动会 三等奖 龙丹 朱梓妍 龙青 秦梅 — —

73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王子昕 肖宁 — —

74 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 天狼星运动会 三等奖 黄艾兮、何昔锾、叶子鉦 朱玲峣 — —



75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秦诗斯 张志强 — —

76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摄颖 黄苏 — —

77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姚晨昊 曾妮 — —

78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韦欣妤 孙玉霞 — —

79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孟钰涵 孙玉霞 — —

80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庞斯绮 徐春容 付余娟 万先应

81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胡恒睿、何奇原 赵阳红 — —

82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月球比赛 三等奖 张藜耀、张晋源、刘鑫朋 杨圣梅 赵国祥 —

83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众星之上·首届深空运动会 三等奖 杨阳鑫晨、魏宇喆 陈刚 雷霖 —

84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欧阳汐枘 邹小琴 — —

85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DODO冒险队之太空任务 三等奖 杨捷 刘婷 — —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微型科普剧本创作中学组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奖项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1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困难中的科技 一等奖 胡冰冰 鲁瑜 — —

2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退休联盟之太空运动会 一等奖 傅川源 刘家玮 — —

3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人类的危机 一等奖 张馨月 鲁瑜 — —

4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YL3007 二等奖 熊兴悦 鲁瑜 — —

5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太空中的创新 二等奖 颜豪 鲁瑜 — —

6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真空中的极限 二等奖 张易新 鲁瑜 — —

7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残酷的太空运动会 二等奖 陈星宇 陈西容 — —

8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李智、何嘉豪、张镔洋 袁丹 — —

9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太空浪潮 三等奖 冯健超 陈西容 — —

10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行星运律 三等奖 童年 陈西容 — —

11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前所未有的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刘艺 陈西容 — —

12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太空遨游 三等奖 罗梓睿 陈西容 — —

13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太空运动会 三等奖 徐榕蔚 陈西容 — —

14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飞来横祸 三等奖 黄茜 陈西容 — —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普剧 最佳表演奖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获奖
学生

指导教师

B3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白色回忆 冷思佳 胡雪莹

B16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南湖校区 一眼万年 只为等你 赵跃然 周蓉

B49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逆时密码 谈一葭 刘婷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普剧 最佳服装道具奖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B6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爱的电磁波 王建年 杨小梅

B33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校 地球的灾难与重生 刘雪舫 徐娟

B11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穿越千年探寻“你”之将
军奇遇记

王思宇 王静 马磊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英文科普演说 英文好发音奖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获奖
学生

指导教师

C29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校
智能校园，个性教学—未
来校园我做主

胡熙晨 赵阳红

C26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四海小学校 遇见智慧校园 伍丽洁 周灵 赵颖

C123 重庆市南岸区观塘初级中学校 Our Future School 蒲家欢 赵俊 游娟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科学秀 科学达人奖

编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获奖
学生

指导教师

A44 重庆大同实验学校 科学魔术秀 张竣程 谢高洋 文莲 洪唯娜

A58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彩云追“月” 王知之 王建年 杨小梅

A11 重庆市珊瑚实验小学 宫廷选秀记 贾翔淇 张小娜 朱丹



第二届重庆市“科学表演”大赛优秀组织奖

序号 学校及单位名称 序号 学校及单位名称

1 渝中区青少年创新学院 16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2 南岸区青少年科技辅导站 17 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小学涂山校区

3 重庆市南岸区观塘初级中学校 18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雅居乐小学校

4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19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融创小学

5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20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6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21 重庆市长生桥中学校

7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 22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8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23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英趣幼儿园

9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24 重庆市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

10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25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校

11 重庆市南坪实验外国语小学校 26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四海小学校

12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27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上海城校区

13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花园校区 28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万国城小学校

14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南湖校区 29 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小学一天门校区

15 重庆大同实验学校 30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奖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徐春容、付余娟、万先应

重庆市南坪实验金科小学校 张欢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胡翠霞、唐航、李学莉、刘雪舫、杨林、穆安莉、
廖幸、顾沁麟、徐娟、程嬿

重庆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校南湖校区 唐巧、卢柳娟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浦辉实验小学 廖敏、黄晶、张丽

重庆市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 肖宁、胡雪莹

重庆市南坪实验小学洋世达校区 李倩、沈天静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四海小学校 叶春绿、田文件

重庆市南岸怡丰实验学校 陈康、万先应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刘婷、黄李、史俊飞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小学 孙玉霞、熊绪杨、罗孜孜、黄苏

重庆大同实验学校 谢高洋、洪唯娜、文莲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四小世贸小学 姚兰

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小学 陈宇欢

重庆高新区兰花小学校 王永厚

重庆市巴蜀蓝湖郡小学 朱玲峣

重庆市巴蜀小学鲁能校区 杨小梅、魏涛、王建年、王思宇、李晓云、马磊、
陈艳、刘莹

重庆市第110中学校 鲁瑜、左渝

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 刘家玮、蓝娅、范毛军、张丽虹、蹇瑶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许明、杨静、杨学珍、陈凤、聂铄

珊瑚青青幼儿园 陈阳

南坪实验幼儿园 杨娟、杨曼莎

南坪实验小学英趣幼儿园 林奉琴、魏静、周娟



优秀裁判

王怡 张颖杰 刘渝娟

黄强 顾韩 熊春艳

陈婕 钟艳 贺丽璇

黄滟茜 黄永星 鲍晨曦

向雪 邓科 程红娟

隆良红 刘旭 冉启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