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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22 年江苏省青少年天文主题征文

暨书画大赛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江苏省天文学会、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

心联合主办、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协办的“2022年江苏省青少年天文主题

征文暨书画大赛”评选工作已经圆满结束。经评委会各评审组严格评审，并经主

办单位审定、公示，本次大赛评选出征文类、书法类、绘画类共469件作品分获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同时评选出优秀指导教师奖和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单

见附件）。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繁荣科

学文化，创作更多高质量天文科普资源，助力全民科学素质不断提升。

附件：2022年江苏省青少年天文主题征文暨书画大赛作品获奖名单

江苏省天文学会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2022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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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江苏省青少年天文主题征文暨书画大赛

作品获奖名单

一、征文类

（一）小学组

作品编号 主创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XZ0046 王俊哲 阜宁师范附属小学香港路校区 火星登陆畅想曲 一等奖

XZ0043 王俊哲 阜宁师范附属小学香港路校区 小火箭承载飞天梦 一等奖

XZ0021 刘珺瑶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小学 我和嫦娥有个约定 一等奖

XZ0041 王俊哲 阜宁师范附属小学香港路校区 一粒月壤的故事 一等奖

XZ0019 李正曦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镇守南天门 二等奖

XZ0022 刘林曦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天宫之上 二等奖

XZ0012 郭今然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夜观星象 二等奖

XZ0024 陆致嘉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勋章闪耀 温暖你我 二等奖

XZ0063 杨郁清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第二实验小学 坚持不懈 永记心中 二等奖

XZ0028 茹琪雯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 筑梦天宫 二等奖

XZ0020 刘畅 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泰逢星球历险记 二等奖

XZ0018 李蔚然 南京市考棚小学 喜迎二十大 童眼看航天 二等奖

XZ0025 马梓萌 南京市金陵小学 奇遇 二等奖

XZ0036 孙振齐 苏苑实验小学 太阳 二等奖

XZ0042 王俊哲 阜宁师范附属小学香港路校区 寻找新家园 二等奖

XZ0016 李尔享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实验小学校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二等奖

XZ0066 赵顾伊 苏州高新区彭山实验小学 小小的我大大的梦想 二等奖

XZ0038 陶锦辰 南京未来科技城小学 宇宙梦想家 三等奖

XZ0029 茹煜雯 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 超级月亮 三等奖

XZ0059 薛方睿 泰兴市鼓楼小学教育集团 “寻找星星”的人 三等奖

XZ0053 姜奕帆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仰望星空 三等奖

XZ0034 宋伟铭 盱眙县铁佛中心小学 魔幻科学秀 三等奖

XZ0039 王晨轩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 独行月球 三等奖

XZ0002 曹六一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星空与希望 三等奖

XZ0033 沈柚希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天润城分校 捕梦网里天空的小故事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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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0017 李唐萱
苏州市金阊教育集团留园中心小学

校

铭记家国梦想，锤炼少年志

气
三等奖

XZ0049 王烁宇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中秋节的月亮 三等奖

XZ0027 任雅菲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附属小学）
带着谦逊，探寻科学 三等奖

XZ0007 翟若宸
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口外国语学校高

新小学
未来，你好 三等奖

XZ0064 俞思李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奇妙的太空旅行 三等奖

XZ0061 杨壹辰 南京市银城小学

学以致用 报效祖国———

读科学家钱三强的故事有

感

优秀奖

XZ0005 陈昱宁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航天梦 优秀奖

XZ0065 袁新一
瑞金北村小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

属小学)
阁楼上的灯光 优秀奖

XZ0003 陈宣彤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梦 优秀奖

XZ0032 赵泽宇 苏州高新区文昌实验小学校 “大师兄”的“火眼金睛” 优秀奖

XZ0044 王俊哲 阜宁师范附属小学香港路校区 神奇的星际飞船 优秀奖

XZ0037 唐炜智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航天梦 优秀奖

XZ0011 龚恒谦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如果我是天文学家 优秀奖

XZ0006 戴奥宇 南通海门实验学校附属小学
读《你的眼睛能看多远》有

感
优秀奖

XZ0004 陈艺璇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实验小学 夜空中最亮的星 优秀奖

XZ0009 张若凡 南京市鼓楼实验小学 南方有仁东，追寻天星梦 优秀奖

XZ0040 王俊哲 阜宁师范附属小学香港路校区 月球，我来了 优秀奖

XZ0067 俞诚庆 泰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 逐梦新征程，奋斗创未来 优秀奖

XZ0047 王柯媛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星空 优秀奖

XZ0008 丁子翔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为太远代言的勇士——哥

白尼
优秀奖

XZ0035 孙煜轩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 星语心愿 优秀奖

XZ0051 王星燃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未来世界 优秀奖

XZ0045 王俊哲 阜宁师范附属小学香港路校区 神奇的“沙里波夫”星球 优秀奖

XZ0026 乔梓睿 苏州工业园区文萃小学 梦想从星空升起 优秀奖

XZ0014 郭正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天狗食日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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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学组

作品编号 主创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ZZ0076 王鑫晨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北斗，我把你追寻 一等奖

ZZ0042 刘明耀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向着星辰大海再出发 一等奖

ZZ0043 刘青和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走向星辰大海 一等奖

ZZ0059 沈梦婷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科技·航天·未来 一等奖

ZZ0036 兰翔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奇幻之旅 一等奖

ZZ0032 季闻轩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驾科技轻舟 凌万顷星河 一等奖

ZZ0098 仇嘉琪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星河灿烂，梦启九州 二等奖

ZZ0035 柯哲南 常州市清潭中学
探索星空星座，无限希望，

回报祖国
二等奖

ZZ0066 王家乐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未来科创新生活 二等奖

ZZ0060 孙成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逐梦太空 二等奖

ZZ0040 刘华钰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弘扬科学家精神，做新时

代追梦人
二等奖

ZZ0077 王子文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星光灿烂逐梦九天 二等奖

ZZ0080 徐健家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核”与“氢” 二等奖

ZZ0010 陈怿佳 常州外国语学校
仰望星空读古诗——略谈

古诗中的天文学
二等奖

ZZ0099 宋功鑫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星空 二等奖

ZZ0073 王睿晗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科技强国，筑梦未来 二等奖

ZZ0091 姚星宇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我的梦——航天梦 二等奖

ZZ0031 嵇子扬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试探苍穹 二等奖

ZZ0075 王馨妍 徐州市西朱中学 为实现中国梦而踔厉奋斗 二等奖

ZZ0006 曹奕行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飞天 三等奖

ZZ0025 贺常凯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科技铸就美好 三等奖

ZZ0008 陈帅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对火星移民计划的畅想 三等奖

ZZ0052 毛诗涵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科技未来，创造美好 三等奖

ZZ0047 刘芷竹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创新无畏时间，科学永不

止步
三等奖

ZZ0007 陈静怡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三等奖

ZZ0001 包馨怡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未来梦 三等奖

ZZ0034 解逸凡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三等奖

ZZ0096 章安琪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 三等奖

ZZ0097 赵心悦 徐州市西朱中学 征途漫漫，创新者跃 三等奖

ZZ0079 谢泽雅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科技创造未来 三等奖

ZZ0027 侯欣妍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逐科学精神，书奋斗青春 三等奖

ZZ0016 高扬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航天之路，步步生花 三等奖

ZZ0011 陈瑜琦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飞天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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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0041 刘柳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科技创新，闪耀世界 三等奖

ZZ0093 张晨晨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夜空中最亮的星 三等奖

ZZ0030 嵇冉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三等奖

ZZ0044 刘杨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陨石与地球故事 三等奖

ZZ0056 钱思文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星辰大海，逐梦九天 三等奖

ZZ0028 胡子恩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仰望那篇璀璨的星空 三等奖

ZZ0051 马玟玟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激发潜能，超越自我 三等奖

ZZ0009 陈文语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创新筑梦想，科普向未来 三等奖

ZZ0033 蒋文艳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古月今照 今朝古想 三等奖

ZZ0054 潘静茹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三等奖

ZZ0049 刘梓润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 日新月异 三等奖

ZZ0074 王彤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创新精神，生生不息 三等奖

ZZ0081 徐俊成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国梦浩瀚，星海无垠 三等奖

ZZ0002 包芸瑶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筑梦太空，遨游九天 优秀奖

ZZ0048 赵怡茜 北郊初中分校明德实验中学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优秀奖

ZZ0018 顾金虎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黑洞探秘 优秀奖

ZZ0088 杨南利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手可揽月摘星辰，不负青

春而有为
优秀奖

ZZ0045 刘亦笑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 优秀奖

ZZ0029 黄莉莉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勇担强国使命，奔赴万里

长空
优秀奖

ZZ0039 梁建瓴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太阳系诞生史 优秀奖

ZZ0053 缪宜轩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星空广袤 梦想远航 优秀奖

ZZ0024 张思博 南京市高新区中学 星球漫游记 优秀奖

ZZ0069 王静怡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科技盛强，国家复兴 优秀奖

ZZ0026 洪以心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利剑筑梦深蓝，壮志镌刻

国魂
优秀奖

ZZ0038 李阳阳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喜迎党的二十大 优秀奖

ZZ0067 王家兴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置身银河 优秀奖

ZZ0061 孙飞扬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优秀奖

ZZ0086 杨灿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将未来种在星空里 优秀奖

ZZ0089 朱怡琳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冲破引力，奔赴星海 优秀奖

ZZ0020 郭皓宇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科学向未来 优秀奖

ZZ0012 崔子林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弘扬科学精神 优秀奖

ZZ0037 李飞龙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人人都晓中国梦夜夜点亮

航天灯
优秀奖

ZZ0015 高欣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月上人间 优秀奖

ZZ0050 鹿佳慧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航天梦 我们的梦 优秀奖

ZZ0072 王瑞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优秀奖

ZZ0046 王晨曦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航天梦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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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0023 国歌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汶川汶川 优秀奖

ZZ0017 耿春月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科技成就未来 优秀奖

ZZ0092 袁宇豪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科技创新改变生活 优秀奖

ZZ0090 杨梓谦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优秀奖

ZZ0057 秦妍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科技成就未来 优秀奖

ZZ0085 许晓芹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跟党走，向未来 优秀奖

ZZ0095 张宇宸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我的航天梦 优秀奖

ZZ0021 郭俊彤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 优秀奖

二、书法类

（一）小学组

作品编号 主创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XS0014 蒋承一 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观沧海 一等奖

XS0002 陈希源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筑梦百年奋斗路，启航伟

大新征程
一等奖

XS0033 魏皓楠 南京市金陵小学 星如人生 一等奖

XS0043 张希宥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问天 探月 一等奖

XS0009 伏秋筱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暮江吟 一等奖

XS0008 高腾 常州市钟楼区昕弘实验学校 科技创新联 二等奖

XS0003 陈依柔 南京市南化第三小学 九歌 二等奖

XS0021 钱汉宁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致敬航天工作者 二等奖

XS0051 许子乐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 仰望星空 二等奖

XS0047 赵海峰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柳洲东路分校
探索浩瀚星空，逐梦航天

未来
二等奖

XS0019 牛子萌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星月皎洁 明河在天 二等奖

XS0049 周淼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 弘阳天文精神 二等奖

XS0035 伍彦姝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 飞天之梦 二等奖

XS0040 张景翔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 二等奖

XS0053 张颂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芙蓉池作诗 三等奖

XS0039 张吉宁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贺嫦娥五号发射成功 三等奖

XS0032 杨雨彤 常州市新北区泰山小学
弘扬科学精神，做时代追

梦人
三等奖

XS0041 张沁心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马府街分校 天宫第一联 三等奖

XS0026 陶锦辰 南京未来科技城小学 天路行舟 三等奖

XS0028 王澜词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一起向未来 三等奖

XS0027 田馨 盐城市盐渎实验学校 科学家精神主要内涵 三等奖

XS0046 赵畅 江苏省东台市实验小学红兰校区 楹联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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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0016 刘艾淇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航天科技强 三等奖

XS0055 陈羽佳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弘扬航天，中华崛起 三等奖

XS0013 吉宇斐 扬州市邗江实验学校 扬帆起航，逐梦九天 三等奖

XS0023 石欣渝 常熟市琴湖小学 喜迎二十大，科技兴中华 三等奖

XS0025 唐蕾 常州市冠英小学 喜迎二十大，童心永向党 三等奖

XS0012 刘艺薰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实验学校 扬帆起航逐梦九天 三等奖

XS0015 李言博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花园学

校
扬帆起航 逐梦九天 三等奖

XS0048 赵柳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神州腾骧 优秀奖

XS0050 王懿晗 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小学校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优秀奖

XS0017 刘若清 南京市凤凰花园城小学
“喜迎二十大”，习爷爷

的话儿记心中！
优秀奖

XS0001 查依锘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 创

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优秀奖

XS0042 张若骞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实验学校 扬帆起航逐梦九天 优秀奖

XS0045 张馨月 常州卜弋小学 科普——精彩每一天 优秀奖

XS0022 秦艺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

飞
优秀奖

XS0007 范锦熙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树凌云之志攀航天高峰

建丰功伟绩创世纪辉煌
优秀奖

XS0020 祁晗之 扬州市邗江区邗江实验学校 扬帆起航，逐梦九天 优秀奖

XS0029 王洛萱 邗江实验学校 扬帆起航，逐梦九天 优秀奖

XS0038 徐梓辰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实验

小学
同心齐心联 优秀奖

（二）中学组

作品编号 主创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ZS0022 朱致远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鹊桥仙 一等奖

ZS0014 王庭一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天文经 一等奖

ZS0012 侍小琪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千字文（节选） 二等奖

ZS0023 胡子恩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仰望那篇璀璨的星空 二等奖

ZS0016 王卓然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天文岂易述，徒知仰北辰。

何时重握手，星聚应天文。
二等奖

ZS0015 王艺潼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天文梦 三等奖

ZS0021 章璐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沁园春·长沙 三等奖

ZS0009 倪文一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三等奖

ZS0006 李愔菲 苏州市立达中学 赞美中国航天诗（节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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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0018 徐健家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咏怀古迹五首 (其二) 三等奖

ZS0002 翟怀远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求学筑梦 三等奖

ZS0011 申熙可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航天英雄 三等奖

ZS0008 鲁馨 扬州市翠岗中学 扬帆起航逐梦九天 三等奖

ZS0001 曹思远 南京商业学校 一心中国梦 三等奖

ZS0004 候思嘉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鸿鹄之志 三等奖

ZS0007 刘希维 东台市实验中学 七律•送瘟神 三等奖

ZS0010 瞿杰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卜算子·咏梅 三等奖

ZS0020 张雨童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辉煌 三等奖

ZS0005 金天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三等奖

三、绘画类

（一）小学组

作品编号 主创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XH0269 沈祺翔 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 我的太空梦 一等奖

XH0002 卜之妍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梦的种子 一等奖

XH0051 高景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一等奖

XH0006 常沐辰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天润城分校 最美中国，我的航天梦 一等奖

XH0030 丁培琳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 龙腾华夏 科向未来 一等奖

XH0155 苏梓铭 南京市中山小学 空间穿越 一等奖

XH0134 平语萱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无尽寰宇 一等奖

XH0003 蔡易珈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一等奖

XH0018 陈奕安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遨游太空 一等奖

XH0060 郭玙菡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党旗下的星空梦 一等奖

XH0150 史米可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太空星河 一等奖

XH0260 何若谷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 星空下的祝愿 一等奖

XH0005 查夕涵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点亮未来 一等奖

XH0173 王启合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一等奖

XH0007 陈安阁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航天梦 一等奖

XH0014 范本涵 泰州医药城实验小学 筑梦未来 向太空出发 一等奖

XH0221 薛书妍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会向未来 二等奖

XH0181 周丰宁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太空遨游 二等奖

XH0016 陈思月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天空之旅 二等奖

XH0234 杨哲然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探索月球 二等奖

XH0017 陈添琦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去太空上学啦 二等奖

XH0031 丁润捷 南京市金陵小学 中国北斗领航全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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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0050 付亦涵 南京市金陵小学广志路校区 飞向太空，宇宙无限 二等奖

XH0165 汪芷伊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畅想未来 二等奖

XH0249 祖梓涵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科技未来 二等奖

XH0131 牛锦瑜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仙鹤门分校 探秘新世界 二等奖

XH0151 宋天辰 南京芳草园小学 飞天少年 二等奖

XH0232 杨益涵 南京市小行小学 新中国.新时代 二等奖

XH0046 张嘉芮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梦太空·创未来 二等奖

XH0039 杜偲铭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附属小学）
浩瀚星空 最美中国红 二等奖

XH0262 王子轩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 二等奖

XH0015 陈思颐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登陆火星 二等奖

XH0252 李星浩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畅想未来 二等奖

XH0253 陈玲珺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筑梦苍穹 喜迎二十大 二等奖

XH0107 张子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紫东江宁学校 我的祖国 二等奖

XH0056 顾冯媛 苏州市吴江区花港迎春小学 科技创造未来新世界 二等奖

XH0132 牛锦泽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仙鹤门分校 向上的祖国 二等奖

XH0231 杨壹辰 南京市银城小学 我们的航天梦 二等奖

XH0277 董薇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爱天文 二等奖

XH0220 许子乐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春小在行动
二等奖

XH0009 陈晟曦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迎接“星”

征程
二等奖

XH0162 田静熙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童心向党——星辰大海 二等奖

XH0191 吴若琳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开发未来能源 二等奖

XH0170 王婧琪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中国实验室 二等奖

XH0200 夏婧瑗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探秘宇宙 二等奖

XH0019 陈俞霏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人工智能 二等奖

XH0026 程如煊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 探索宇宙奥秘 二等奖

XH0074 花号程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太空旅行 二等奖

XH0174 郑钰龙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 我心中的星辰大海 二等奖

XH0084 姜云升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黑夜里的光 二等奖

XH0148 石峻昊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中心小学龙岸校

区
峻昊飞船 二等奖

XH0247 朱子瑜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美好生活 二等奖

XH0199 武佳逸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加油，我的国·航天梦 二等奖

XH0037 董玟希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航天梦 二等奖

XH0036 董泉雅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科技走向未来 二等奖

XH0235 杨峥 南京市古平岗小学 我们的中国芯 二等奖

XH0124 卢瀚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神秘的宇宙 二等奖

XH0023 袁茹伊 南京市四方小学 星际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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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0128 孟诗蕊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梦中我成了宇航员 二等奖

XH0129 闵睿 南京市金陵小学广志路校区 新的家园 二等奖

XH0095 居高睿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探索太空、逐梦航天 三等奖

XH0204 夏语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齐心协力造飞船 三等奖

XH0141 任雅菲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附属小学）
喜迎二十大 科创未来 三等奖

XH0178 王一涵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中国，加油 三等奖

XH0004 曹羽丰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看见了未来 三等奖

XH0190 周一诺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逐梦太空 三等奖

XH0207 谢瑞堂 南京郑和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火星家园 三等奖

XH0248 庄灵犀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冲向太空 三等奖

XH0098 李博霖 苏州高新区文昌实验小学校 我的航天梦 三等奖

XH0194 吴宇桐 栖霞区实验小学尧和路校区 探密月球 三等奖

XH0135 浦奕扬 昆山市周庄中心小学校 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 三等奖

XH0233 杨昀晔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太阳系的巨无霸—木星 三等奖

XH0171 王沐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

校区
共筑中国天文梦 三等奖

XH0138 钱乐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神秘的太空 三等奖

XH0195 吴语桐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沙漠星空 三等奖

XH0228 杨沁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宇航员发现新的生存星球 三等奖

XH0020 郁梓言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中华与宇宙》 三等奖

XH0072 张新奕 南京市金陵小学广志路校区 “羲和”探日 志在长空 三等奖

XH0083 姜兴语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 未来太空 三等奖

XH0101 李沁宸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梦 三等奖

XH0049 张莫函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牙膏太空梦 三等奖

XH0122 刘雨欣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永远跟党走，迈向新征程 三等奖

XH0163 田茹妍 南师附小方山分校 遨游宇宙 三等奖

XH0059 郭佳艺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太空欢迎你 三等奖

XH0130 缪欣妍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外太空家园—宇宙基地 三等奖

XH0045 范思哲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瞭望宇宙 三等奖

XH0133 彭寓可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爱我的祖国 三等奖

XH0209 朱锦恒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 童心永向党 三等奖

XH0254 孙睿希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奇幻之旅 三等奖

XH0077 季小涵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附属小学）
外太空飞行梦 三等奖

XH0038 董正翔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飞天梦 三等奖

XH0065 何麦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遨游太空 三等奖

XH0055 龚予铭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一起向未来 三等奖

XH0152 宋天煜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在奇异星球漫步 三等奖

XH0267 汤圆儿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中国航天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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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0057 顾妙凡 南京市银城小学 中国空间站 绽旋太空 三等奖

XH0251 马梓淇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遨游太空 三等奖

XH0108 张子轩 苏州高新区文昌实验小学校 爱国·爱党·爱科学 三等奖

XH0136 祁梓瑜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喜迎二十大—心中的未来

音乐之城
三等奖

XH0210 熊悦宁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飞天 三等奖

XH0121 刘星宇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快乐星球 三等奖

XH0154 郑家炎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小小少年郎 大大航天梦 三等奖

XH0008 陈昶翰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航天员的太空之旅 三等奖

XH0058 顾子墨 南京市金陵小学广志路校区 环保机器人小分队 三等奖

XH0149 石睿梁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未来的海洋城市 三等奖

XH0208 辛恩雨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壮丽祖国的天空 三等奖

XH0259 李馨霖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宇宙探险 三等奖

XH0177 王栩焓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星空无垠，梦想更远 三等奖

XH0197 吴月汐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月满人间，航天梦圆 三等奖

XH0073 张馨月 常州卜弋小学 星际旅行 三等奖

XH0176 王昕瑞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 童心共筑航

天梦
三等奖

XH0250 张家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飞天逐梦 三等奖

XH0068 胡静好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航天万象 三等奖

XH0180 王易萌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瞭望星空 三等奖

XH0110 章奕萱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航天梦 三等奖

XH0070 胡清涵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胡清涵-天和 三等奖

XH0127 赵雅彤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共创未来 三等奖

XH0216 徐伟宸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科技未来 三等奖

XH0156 孙方佑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少年梦航天梦 三等奖

XH0043 范乔予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点亮中国航天梦 三等奖

XH0166 王安琪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超越梦想一起飞 三等奖

XH0028 张博文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遨游太空 三等奖

XH0206 谢承佑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探索 三等奖

XH0188 翁玮辰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盛世中华 三等奖

XH0012 杜泽鑫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天文小世界 三等奖

XH0029 翟敬尧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浩瀚宇宙 三等奖

XH0186 魏哲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抗震救灾 UFO 优秀奖

XH0044 范晴冉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祖国的美好未来 优秀奖

XH0027 程音棋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程音棋+星际畅游 优秀奖

XH0048 冯奕茹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感恩.时代.铭记 优秀奖

XH0097 孔令轩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遨游太空 优秀奖

XH0263 单羽彤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共筑中国梦，远航向未来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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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0111 李子衿 南京市金陵小学
硬核中国，砥砺奋进，天

上地下，文明跃进
优秀奖

XH0013 陈隽尧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未来之星传送门 优秀奖

XH0157 孙妙言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和谐星球 优秀奖

XH0225 朱芊羽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航天梦中国梦 优秀奖

XH0064 韩芝偕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深蓝中国红 优秀奖

XH0275 朱小希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逆行者 优秀奖

XH0109 李雨诺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 优秀奖

XH0246 朱子瑾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奇妙太空 优秀奖

XH0268 霍睿祺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航空梦 优秀奖

XH0021 陈玥汐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星空的梦 优秀奖

XH0119 刘若清 南京市凤凰花园城小学
“喜迎二十大”让我们飞

向太空
优秀奖

XH0140 钱思羽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优秀奖

XH0205 项嘉诺 南京市齐武路小学 探索未来 优秀奖

XH0257 董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美丽的外太空 优秀奖

XH0067 张湉婧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附属小学）
遨游太空 优秀奖

XH0123 刘禹泽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科技改变生活 优秀奖

XH0217 徐屹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傲游星河 优秀奖

XH0244 俞书菀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以梦想遥望宇宙 优秀奖

XH0265 陈蒽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美好的未来 优秀奖

XH0010 陈慧泉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 宇宙一家亲 优秀奖

XH0099 李承乾 如皋泗阳相文路实验小学 喜迎二十大，科学向前进 优秀奖

XH0033 丁依依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祖国新时代 优秀奖

XH0061 郭梓沫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时代的楷模 优秀奖

XH0164 万彦李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航天梦 优秀奖

XH0222 薛宇辰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在太空行走 优秀奖

XH0239 叶锦涵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飞向太空的梦想 优秀奖

XH0063 韩润怡 南京市金陵小学 天文瑞景 优秀奖

XH0125 陆伯卿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优秀奖

XH0243 余夏天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神奇的太空 优秀奖

XH0032 丁峣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爱祖国 优秀奖

XH0120 刘歆雨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汤山小学 畅游太空 优秀奖

XH0169 王璟湉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伟大的中国宇航员 优秀奖

XH0104 李思齐 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北校区 探索太空 优秀奖

XH0047 封筝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太空梦 优秀奖

XH0261 胡叶萱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童心向党 优秀奖

XH0106 张卓文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中国航天 优秀奖

XH0185 魏伊菡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逐梦星河，探索未来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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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0264 张书翌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太空旅行 优秀奖

XH0276 叶紫芊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党的二十大，神舟十

四探苍穹
优秀奖

XH0062 韩宁皓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祖国万岁 优秀奖

XH0100 李慕妍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太空是什么样子的 优秀奖

XH0227 杨明烨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需求能源，探索黑洞 优秀奖

XH0238 姚庆源 南京市力学小学 中国空间站 优秀奖

XH0066 何芊卉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小小宇航员，大大爱国心 优秀奖

XH0196 吴昱欣 昆山市柏庐实验小学 喜迎二十大，我的航天梦 优秀奖

XH0094 经松哲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星际移民 优秀奖

XH0118 刘妙蕊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筑梦向太空 优秀奖

XH0193 吴予杨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仰望星空，放飞梦想 优秀奖

XH0230 朱宣伊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新时代新长征 优秀奖

XH0273 何子伊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时代奉献 优秀奖

XH0126 马子骐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中国航天全家福 优秀奖

XH0022 陈政稼 解放路小学 遨游太空 优秀奖

XH0091 金雨桐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科幻未来 优秀奖

XH0223 杨珺婼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优秀奖

XH0075 张鑫扬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遨游太空 优秀奖

XH0096 康子俊 江北新区少年宫 太空交响曲 优秀奖

XH0224 杨乐兮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宇宙星空 翱翔未来 优秀奖

XH0139 钱启凡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科技兴国 优秀奖

XH0161 陶杨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梦想的太空 优秀奖

XH0071 胡严桥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们的征途——星辰大海 优秀奖

XH0182 王芸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天文梦 优秀奖

XH0001 安一鸣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天文强国、远征星海 优秀奖

XH0137 钱君睿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 发现新星球 优秀奖

XH0219 许杨子昱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宇宙日记 优秀奖

XH0258 梁梦瑶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中国新时代 优秀奖

XH0266 叶梓童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叛逆的冥王星 优秀奖

XH0093 靳文祎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 优秀奖

XH0212 朱坤宇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探索宇宙 优秀奖

XH0142 邵淇东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我的星辰大海梦 优秀奖

XH0179 钟梓瑄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星空幻想 优秀奖

XH0184 王籽茜 苏州市金阊新城实验小学 抗疫人人有责 优秀奖

XH0103 李诗睿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国宝上太空 优秀奖

XH0034 董俊辰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科学梦想 优秀奖

XH0237 杨梓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探索星空 优秀奖

XH0144 赵奕凡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喜迎二十大，一起向未来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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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0117 刘基纬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太空五日游 优秀奖

XH0240 朱瑜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科技筑建美丽家园 优秀奖

XH0270 苏小雅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探索宇宙 优秀奖

XH0115 赵顾伊 苏州高新区彭山实验小学 摘星星 优秀奖

XH0192 吴垚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星空里的探索者 优秀奖

XH0187 周圣晗 南京仙林湖小学广志路校区 我的航天梦 优秀奖

XH0198 武佳欣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中国加油·飞天梦 优秀奖

XH0241 余浩喆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团结就是力量 优秀奖

XH0087 张雅南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逐梦 2035 遨游星辰大海 优秀奖

XH0112 李子吟 南京市金陵小学
悟空升空，火眼金睛，传

承精神，捷报频传
优秀奖

XH0160 陶泓懿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柳洲东路分校 陶泓懿 优秀奖

XH0113 梁祐宸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航天梦 优秀奖

XH0271 王玫琦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中国航天探索 优秀奖

XH0078 简皓轩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从《天问》到“天问一号” 优秀奖

XH0189 吴泊霖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火箭 优秀奖

XH0090 金羽舜 南京市金陵小学 中国二十大，北斗连天下 优秀奖

XH0159 唐煜博 江北新区少年宫 太阳系 优秀奖

XH0272 蒋心怡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时代楷模 优秀奖

（二）中学组

作品编号 主创姓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ZH0064 朱恬睿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展现新辉煌 一等奖

ZH0059 赵梓豪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传统·未来 一等奖

ZH0016 李佳辰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 鸟瞰地球 一等奖

ZH0021 刘志萱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可爱的宇航员 一等奖

ZH0068 朱容娴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喜迎二十大，航天向未来 一等奖

ZH0052 殷昕珺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喜迎 20 大 一等奖

ZH0020 刘原媛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科技向未来 二等奖

ZH0056 张意若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梦中的太空之旅 二等奖

ZH0046 徐艺菲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夕阳下的天文台 二等奖

ZH0002 陈佳欣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少女的太空梦 二等奖

ZH0012 何睿琪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星空下的古塔 二等奖

ZH0045 徐晓雅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宇宙里的中国 二等奖

ZH0065 朱彦臻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开启智能时代 二等奖

ZH0057 张媛昊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喜迎二十大 二等奖

ZH0001 蔡佳欣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仰望 二等奖

ZH0022 刘子杨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手可摘星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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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0023 陆博海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快乐星球 三等奖

ZH0026 沈梦婷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我的航天梦 三等奖

ZH0044 徐梦晗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九天揽月 三等奖

ZH0048 杨涵茜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有氧太空服 三等奖

ZH0069 王晟骁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中国航天 三等奖

ZH0034 王钰瑶 南京市江北新区少年宫 我的中国航天梦 三等奖

ZH0042 谢铭怡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强国有我 三等奖

ZH0013 花久顺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探索 三等奖

ZH0014 黄妍茗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中国航天 三等奖

ZH0050 杨佳妮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我与月亮有个约定 三等奖

ZH0011 谷思奇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飞天航空 三等奖

ZH0067 陈欣雨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航天科技 三等奖

ZH0041 吴梓桐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实验中学 中国未来航天城 三等奖

ZH0009 邓沫琪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掌控未来 三等奖

ZH0027 沈茹钰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翅膀” 三等奖

ZH0043 徐健家 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 “行舟号”之—星际航行 优秀奖

ZH0015 孔笑笑 常州市河海实验学校
天空上的世界——祖国未

来
优秀奖

ZH0025 彭薇婷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家中的天文望远镜 优秀奖

ZH0060 周涵秋 常州市北郊中学 拏星 优秀奖

ZH0028 史彬凝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探索太空 优秀奖

ZH0029 苏朗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开门看科技 优秀奖

ZH0003 陈泯颖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彩色的科技未来 优秀奖

ZH0018 林智博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探索未知星球 优秀奖

ZH0038 吴俊晓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天文望远镜下的世界 优秀奖

ZH0010 冯明珠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宇宙环游记 优秀奖

ZH0035 王子文 姜堰中学 星河滚烫 优秀奖

ZH0040 吴思怡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星际之城 优秀奖

ZH0031 田柯心 常州市第一中学 星空之下 优秀奖

ZH0024 倪雅楠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传承与发展 优秀奖

ZH0033 王逸 常州外国语学校 硕果累累 优秀奖

ZH0007 戴渝澄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未来高科技探星机器人 优秀奖

ZH0051 杨扬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科普向未来 优秀奖

ZH0008 戴御周 常州市正衡中学 太空奇妙夜 优秀奖

ZH0054 郁缘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地球之外 优秀奖

ZH0006 程菲儿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心路同趋 优秀奖

ZH0066 宗钰媛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天文工作者们 优秀奖

ZH0036 魏琦晔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航天梦 优秀奖

ZH0061 周沁钰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探索宇宙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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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0055 张童舒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宇宙的有趣 time 优秀奖

ZH0030 唐浩然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喜迎二十大 优秀奖

ZH0004 陈宇泽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太空生活 优秀奖

ZH0063 朱迪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来自外太空的美 优秀奖

四、优秀指导教师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1 陈圣方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2 陈艳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3 储丽媛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4 窦静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小学）

5 窦文荣 南京市江北新区少年宫

6 郝梦梦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7 何立欢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8 胡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

9 李波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10 李卓云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11 林广玲 南京民办育英第二外国语学校

12 刘薇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13 秦浩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14 沈倩 泰州医药城实验小学

15 沈中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16 施玲玲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17 孙钰婧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18 孙月娟 阜宁师范附属小学香港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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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金梅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

20 王菁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21 韦伟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22 吴艳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23 谢安 常州市天文学会

24 谢莉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天润城分校

25 徐倍 扬州市邗江实验学校

26 徐雅荟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27 余倩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28 袁家婷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29 张常乐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30 张健东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31 张潘宁 南京市中山小学

32 张书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33 张晓锋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

34 朱舒琪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五、优秀组织奖

序号 优秀组织单位

1 常州市明德实验中学

2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3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4 常州市教科院附属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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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灌云县杨集高级中学

6 南京市金陵小学仙林湖校区

7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