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趣味编程活动

现场赛通知

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趣味编程活动网络赛环节已完成。根据大赛规则，从

网络赛中部分选取小学组 175 名同学和初中组 98 名同学参加现场赛环节。具体

通知如下：

一、现场赛环节形式及要求

1．每位选手紧紧围绕现场公布主题，利用 scratch 语言离线版（scratch3.0

或 scratch2.0）在 120 分钟时间内完成作品创作，作品形式不限。

2．作品评价标准围绕思想性、技术性、作品的完整性和艺术性展开。

3．请名单内选手务必准时参加，不到的同学视为弃赛。已收到通知并知晓

复赛要求请填写表单：https://f.wps.cn/form-write/oMq9CVVi/ 进行确认。

4．现场竞赛环节需每位选手自带笔记本电脑、耳机话筒和 1.5 米以上长度

的接线板。现场竞赛不使用网络。

5．参加现场活动的少先队员请佩戴红领巾。

https://f.wps.cn/form-write/oMq9CVVi/


二、具体安排

1．地点：滨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多功能厅（滨江区建业路 950 号）

2．初中组时间：2020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报到和入场时间：8：30~9：20

制作时间：9：30~11：30

3． 小学组时间：2020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报到和入场时间：12：30~13：20

制作时间：13：30~15：30

三、补充说明

1．应疫情防控需求，请及时了解杭州市政府的防疫要求（如核酸检测报告、

健康码），并携带足够的口罩和相关防疫用品。

2．请进入个人账户核查个人信息，确保个人信息正确，与学校老师核对准

确的学校名。

3．所有组队单位和领队老师必须保证参赛选手和其他成员在整个比赛期间

的安全，组织选手按规定参加比赛。

四、现场赛名单

初中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区/县

J01 蔡建宇 学正中学 钱塘新区

J02 陈晗宇 长阳中学 拱墅区

J03 陈思滔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江干区

J04 陈星宇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J05 陈泽楷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江干区

J06 戴家睿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富阳区

J07 单育辰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J08 丁勇皓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初级中学 江干区

J09 董博文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富阳区

J10 范家男 景成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下城区

J11 封昊 杭州长河中学 滨江区

J12 傅文栋 文溪中学 西湖区

J13 高晨恺 景成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下城区

J14 高强 杭州市余杭区星华实验学校 余杭区

J15 郭毅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江干区

J16 韩秋实 春蕾中学 下城区

J17 何子涵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滨江区

J18 洪哲荣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景芳中学 江干区

J19 胡杰豪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滨江区

J20 胡文涛 杭州市下沙中学 钱塘新区

J21 黄锦鹏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江干区

J22 黄凯铭 学正中学 钱塘新区

J23 黄可尔 杭州钱塘新区景苑中学 钱塘新区



J24 黄睿芯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滨江区

J25 黄天宁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J26 季宇轩 钱塘新区学正中学 钱塘新区

J27 蹇呈然 文海实验学校 钱塘新区

J28 江浩宇 学正中学 钱塘新区

J29 姜力豪 青春中学 下城区

J30 景欣宜 杭州市下沙中学 钱塘新区

J31 李晟博 长阳中学 拱墅区

J32 李文杰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中学 江干区

J33 厉景天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J34 廖腾瑞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中学（东城第二实验学

校）
江干区

J35 林李翔 春蕾中学 下城区

J36 卢毅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富阳区

J37 鲁明烨 学正中学 江干区

J38 罗程 杭州市长阳中学 拱墅区

J39 马祥哲 新安江第三初级中学 建德市

J40 马梓萱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J41 毛逸婷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J42 莫珂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江干区



J43 庞懿哲 上城区

J44 平凯文 杭州长河中学 滨江区

J45 朴世明 大关中学 拱墅区

J46 钱程 杭州市下沙中学 钱塘新区

J47 钱宇涵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中学（东城第二实验学

校）
江干区

J48 裘博允 新安江第三初级中学 建德市

J49 裘晋祺 杭州市长阳小学 拱墅区

J50 裘晋轩 杭州市长阳中学 拱墅区

J51 曲艺馨 大关中学 拱墅区

J52 施博韬 杭州市下沙中学 钱塘新区

J53 石尚瑞 学正中学 钱塘新区

J54 寿俊皓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滨江区

J55 宋方彦 东澜外国语学校 余杭区

J56 苏子轩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J57 陶俊颐 文海实验学校 钱塘新区

J58 汪子轩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钱塘新区

J59 王浩楠 学正中学 钱塘新区

J60 王一凡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J61 王一平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J62 王泽瑞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西湖区



J63 王张珺 学正中学 钱塘新区

J64 王孜欣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滨江区

J65 王梓滕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西湖区

J66 韦俊绮 杭州长河中学 滨江区

J67 吴斯革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J68 吴子西 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西湖区

J69 夏懿 杭州长河中学 滨江区

J70 肖杭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钱塘新区

J71 徐晨朗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拱墅区

J72 徐高涵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江干区

J73 徐瀚 学正中学 钱塘新区

J74 徐恺鑫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富阳区

J75 徐翊宸 杭州市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西湖区

J76 杨光江南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富阳区

J77 杨然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滨江区

J78 姚陈柳鑫 杭州市清河实验学校（初中部） 上城区

J79 尹杭杭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中学（东城第二实验学

校）
江干区

J80 余博炀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江干区

J81 俞樾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富阳区



J82 俞哲涛
浙江师范大学笕桥教育集团笕桥实验中学（笕文实验学

校）
江干区

J83 张文涛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中学（东城第二实验学

校）
江干区

J84 张云坤 杭州长河中学 滨江区

J85 赵航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J86 赵一豪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江干区

J87 赵雨睿 景成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下城区

J88 郑宇轩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滨江区

J89 钟欣宇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中学 江干区

J90 周金铭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江干区

J91 周全 学正中学 钱塘新区

J92 周易 杭师大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J93 周知谦 浙江师范大学笕桥教育集团笕文实验学校 江干区

J94 周芷羽 春蕾中学 下城区

J95 朱鹏宇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初级中学 江干区

J96 朱严非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中学 江干区

J97 朱奕晨 杭州市春蕾中学 下城区

J98 卓延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钱塘新区

小学组：



编号 姓名 学校 区/县

P01 AidanXu

P02 包辰冲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03 蔡子煊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南肖埠小学 江干区

P04 曹云一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钱江苑校区 江干区

P05 陈涵中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景和小学 江干区

P06 陈昊阳 杭州市胜利小学（钱塘校区） 上城区

P07 陈和瑞 杭州市文新小学 西湖区

P08 陈家哲 杭州市滨文小学 滨江区

P09 陈天行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P10 陈轩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钱塘新区

P11 陈彦博 长寿桥小学 下城区

P12 陈奕涵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P13 陈毅涵 永天实验小学 下城区

P14 陈语新 长寿桥小学 下城区

P15 陈元玉 建德市明镜小学 建德市

P16 陈锃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17 陈梓恒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江干区

P18 戴硼俊 萧山区闻堰小学 萧山区

P19 狄岭杭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

学）
滨江区



P20 杜烨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江干区

P21 段煜祺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濮家校区 江干区

P22 樊想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23 方颢涵 星桥第二小学 余杭区

P24 方姜孟 德胜小学 拱墅区

P25 方翌辰 西溪实验学校 西湖区

P26 傅子牛 杭州市闻涛小学 滨江区

P27 高铂峻 杭州市江心岛小学 下城区

P28 高陆嵘玮 永天实验小学 下城区

P29 高正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景华小学 江干区

P30 葛文畅 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 萧山区

P31 葛聿喆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富阳区

P32 龚宸熙 行知小学 西湖区

P33 桂侨鸿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景华小学 江干区

P34 郭蒋帅 景苑小学 钱塘新区

P35 郭书琪 景苑小学 钱塘新区

P36 杭天泽 杭州市西兴实验小学 滨江区

P37 何啸晨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上城区

P38 何知娫 行知小学 西湖区

P39 侯天宇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小学 江干区



P40 胡懋诚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钱江苑校区 江干区

P41 胡宵 星桥第一小学 余杭区

P42 胡圯雨 新安江第一小学 建德市

P43 华哲文 富阳区永兴学校小学部 富阳区

P44 华子谦 杭州崇文实验学校 滨江区

P45 黄显涵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江干区

P46 黄逸云 永天实验小学 下城区

P47 黄泽聿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48 黄致远 西兴实验小学 滨江区

P49 姜谷靓 景苑小学 钱塘新区

P50 姜炫尔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上城区

P51 蒋宇轩 杭州市天长小学 上城区

P52 蒋雨晨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上城区

P53 金易帆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江干区

P54 柯皓元 省府路小学 西湖区

P55 孔德屹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滨江区

P56 孔茉欣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江干区

P57 孔逸鸣 天水小学 下城区

P58 蓝海贝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上城区

P59 李峰 西溪实验学校 西湖区



P60 李家豪 杭州钱塘新区景苑小学 钱塘新区

P61 李平天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西湖区

P62 李威廉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余杭区

P63 李星烨 西溪实验学校 西湖区

P64 李学森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江干区

P65 李依冉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江干区

P66 李奕昕 永兴学校 富阳区

P67 李雨泽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68 李卓恩 杭州崇文实验小学 上城区

P69 李梓涵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中学（东城第二实验学

校）
江干区

P70 历润 育才外国语学校 西湖区

P71 梁景轩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江干区

P72 林典 卖鱼桥小学 拱墅区

P73 林杰夫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江干区

P74 林新迪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P75 刘鸿萱 天水小学 下城区

P76 刘晋宇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 西湖区

P77 刘睿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江干区

P78 刘时昊 翠苑一小翠苑校区 西湖区

P79 刘星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江干区



P80 刘予煊 学正小学 钱塘新区

P81 刘元皓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上城区

P82 刘致远 云谷学校 西湖区

P83 刘梓程 西溪实验学校 西湖区

P84 马康霖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P85 马一博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P86 茅展齐 杭州市胜利小区（钱塘校区） 钱塘新区

P87 潘伽诺 高桥小学 萧山区

P88 庞静雯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正小学 钱塘新区

P89 钱彦豪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滨江区

P90 秦辰旭 翠苑一小翠苑校区 西湖区

P91 任志翔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江干区

P92 阮凯俊 英特西溪外国语学校 余杭区

P93 阮旭铭 胜蓝实验小学 下城区

P94 邵文浩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P95 邵子赫 杭州滨江实验小学 滨江区

P96 邵子越 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附属小学 下城区

P97 沈海潮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江干区

P98 沈倪杰 江干区教育发展研究院附属澎博小学 江干区

P99 沈雯萱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江干区



P100 沈则祎 萧山区高桥小学 萧山区

P101 石成俊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江干区

P102 舒腾岳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拱墅区

P103 宋伟硕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江干区

P104 苏承熙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江干区

P105 孙聪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江干区

P106 孙宇轩 西溪实验学校 西湖区

P107 陶俊磊 杭州市西兴实验小学 滨江区

P108 陶震轩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109 童震 新安江第二小学 建德市

P110 万朝绮

P111 汪轩宇 杭州维翰学校 余杭区

P112 王晨毅 行知小学 西湖区

P113 王颢杰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江干区

P114 王稼曦 青蓝小学 下城区

P115 王炣钰 青蓝小学 下城区

P116 王新毅 近江崇文实验小学 上城区

P117 王馨悦 杭州采实教育集团钱江新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118 王逸聪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滨江区

P119 王泽凯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滨江区



P120 王子航 杭州市滨江第一小学 江干区

P121 文松坡 大成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下城区

P122 吴昊 江干区教育发展研究院附属澎博小学 江干区

P123 吴卓楷 杭州贝赛思国际学校 江干区

P124 武哲睿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P125 夏梓墨 青蓝小学 下城区

P126 谢思杰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濮家校区 江干区

P127 谢奕轩 江干区教育发展研究院附属澎博小学 江干区

P128 谢宇辰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钱江苑校区 江干区

P129 谢子涵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130 谢子涵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江干区

P131 徐嘉辰 杭州市余杭区维翰学校 余杭区

P132 徐如意 杭州市江心岛小学 下城区

P133 徐若凯 新安江第一小学 建德市

P134 徐向前 胜蓝实验小学 下城区

P135 徐振轩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136 宣成烨 省教研室附属小学北校区 西湖区

P137 杨东霖 长江实验小学 下城区

P138 杨涵坤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杭州市彩虹城小学） 滨江区

P139 杨书霖 高桥小学 富阳区



P140 杨亿豪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江干区

P141 姚棋瀚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江干区

P142 姚晔华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丁荷小学 江干区

P143 叶陈仕霖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西湖小学 西湖区

P144 袁颢文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西湖区

P145 张陈琛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西湖区

P146 张承悦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萧山区

P147 张佳睿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初中部、

杭州市滨和中学）
滨江区

P148 张隽涵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江干区

P149 张开悦 杭州市博文小学 滨江区

P150 张瑞宸 杭州滨江实验小学

P151 张睿阳 永兴学校小学部 富阳区

P152 张盛开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余杭区

P153 张思宇 江湾小学 钱塘新区

P154 张笑瑄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杭州市彩虹城小学） 滨江区

P155 张芸舒 学正小学 钱塘新区

P156 张致远 文海实验学校 钱塘新区

P157 章景天 永兴小学 富阳区

P158 章宵睿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西湖区

P159 章洋 杭州市文理小学 西湖区



P160 章翊飏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滨江区

P161 赵若轻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江干区

P162 赵艺达 杭州市高银巷小学 上城区

P163 赵寅墨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西湖区

P164 郑存希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富阳区

P165 郑琅 杭州市萧山区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 萧山区

P166 郑欣悦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钱江苑校区 江干区

P167 周雅轩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江干区

P168 周倚泽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景和小学 江干区

P169 朱笛优扬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余杭区

P170 朱建峰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西湖区

P171 朱杰 学林街小学 钱塘新区

P172 朱惊源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江干区

P173 诸葛宇锐 新安江第一小学 建德市

P174 诸葛梓涵 省教研室附属小学北校区 西湖区

P175 邹国辉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濮家校区 江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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