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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杭青少联〔2020〕10号 
 

 
各区、县（市）社发局科协、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场馆、

科普基地： 

根据《关于举办 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科技活动的通知》

（杭青少联〔2020〕6 号）要求，由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同主办的 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科技

活动已圆满结束。 

经公示，本次活动共产生一等奖 195 名（项），二等奖 301

名（项）,三等奖 554 名（项）,优秀指导教师奖 105 名。（获

奖名单见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 

1.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趣味编程活动获奖名单 

2.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智能机器人竞技活动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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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科学影像征集评选活动获奖名

单 

4.2020 年杭州青少年天文科普系列活动获奖名单 

5.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活动获奖名单 

6.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航空模型活动获奖名单 

7.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无人机编程活动获奖名单 

8.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计算机三维设计活动获奖名单 

 

 

 

 

 

 

 

 

 

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0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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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杭州市青少年趣味编程活动获奖名单 

初中组 

一等奖（共 19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陈星宇 

2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陈泽楷 

3 杭州市下沙中学 胡文涛 

4 学正中学 王张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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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杰豪 

6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余博炀 

7 杭州市银湖实验中学 杨光江南 

8 学正中学 石尚瑞 

9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吴斯革 

10 杭州市下沙中学 景欣宜 

11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卢毅 

12 长阳中学 李晟博 

13 杭州市下沙中学 施博韬 

14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厉景天 

15 杭州市青春中学 姜力豪 

16 新安江第三初级中学 马祥哲 

17 学正中学 黄凯铭 

18 学正中学 江浩宇 

19 学正中学 徐瀚 

二等奖（共 29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苏子轩 

2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汪子轩 

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钱宇涵 

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廖腾瑞 

5 学正中学 王浩楠 

6 浙江师范大学笕桥教育集团笕桥实验中学（笕文实验学校） 俞哲涛 

7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黄天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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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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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9 文溪中学 傅文栋 

10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郭毅 

11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徐晨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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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子涵 

13 杭州市余杭区星华实验学校 高强 

14 杭州市余杭区东澜外国语学校 宋方彦 

15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肖杭 

16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李文杰 

17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莫珂 

18 春蕾中学 林李翔 

19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张文涛 

20 大关中学 朴世明 

21 浙江省杭州长河中学 瞿凯霖 

22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俞樾 

23 长阳中学 陈晗宇 

24 杭州市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徐翊宸 

25 杭州市清河实验学校（初中部） 姚陈柳鑫 

26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赵一豪 

27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寿俊皓 

28 杭州长河中学 平凯文 

29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马梓萱 

三等奖（共 49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夏衍初级中学 丁勇皓 

2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戴家睿 

3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钟欣宇 

4 春蕾中学 韩秋实 

5 杭州市春蕾中学 朱奕晨 

6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赵航 

7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卓延 

8 杭州市长阳小学 裘晋祺 

9 景成实验学校 高晨恺 

10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尹杭杭 

11 学正中学 鲁明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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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睿芯 

13 杭州市长阳中学 裘晋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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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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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15 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 黄锦鹏 

16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景芳中学 洪哲荣 

17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蹇呈然 

18 学正中学 周全 

19 新安江第三初级中学 裘博允 

20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周金铭 

21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杨然 

22 杭州长河中学 夏懿 

23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陈思滔 

24 杭州钱塘新区景苑中学 黄可尔 

25 浙江师范大学笕桥教育集团笕文实验学校 周知谦 

26 学正中学 蔡建宇 

27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毛逸婷 

28 杭州市下沙中学 钱程 

29 杭州市长阳中学 罗程 

30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陶俊颐 

31 杭州长河中学 封昊 

32 杭州长河中学 张云坤 

33 景成实验学校 范家男 

34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王一平 

35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王一凡 

36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董博文 

37 杭州市江城中学 庞懿哲 

38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徐恺鑫 

39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吴子西 

40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王泽瑞 

41 春蕾中学 周芷羽 

42 钱塘新区学正中学 季宇轩 

43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单育辰 

44 景成实验学校 赵雨睿 

45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周易 

46 杭州市夏衍初级中学 朱鹏宇 

47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朱严非 

48 大关中学 曲艺馨 

49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徐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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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一等奖（共 34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天水小学 孔逸鸣 

2 杭州市西溪实验学校 方翌辰 

3 富阳区永兴学校小学部 华哲文 

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陶震轩 

5 杭州市西溪实验学校 李峰 

6 建德市明镜小学 陈元玉 

7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杜烨 

8 新安江第二小学 童震 

9 杭州市江心岛小学 徐如意 

10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陈天行 

11 萧山区闻堰小学 戴硼俊 

12 杭州市文理小学 章洋 

13 萧山区高桥小学 杨书霖 

14 杭州市西溪实验学校 孙宇轩 

15 天水小学 刘鸿萱 

16 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郑欣悦 

17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陈锃 

18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林新迪 

19 翠苑一小翠苑校区 刘时昊 

20 胜蓝实验小学 阮旭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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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佳睿 

22 永兴学校小学部 张睿阳 

2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林杰夫 

24 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胡懋诚 

25 星桥第一小学 胡宵 

26 萧山区高桥小学 沈则祎 

27 学正小学 刘予煊 

28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陈奕涵 

29 杭州市西溪实验学校 李星烨 

30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章宵睿 

31 杭州市省府路小学 万朝绮 

32 永天实验小学 陈毅涵 

33 省府路小学 柯皓元 

34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谢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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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共 53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陈梓恒 

2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金易帆 

3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西湖小学 叶陈仕霖 

4 杭州市余杭区育才实验小学 张盛开 

5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黄显涵 

6 永天实验小学 黄逸云 

7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濮家校区 邹国辉 

8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王馨悦 

9 杭州市滨文小学 陈家哲 

10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李梓涵 

11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任志翔 

12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武哲睿 

13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王逸聪 

14 杭州贝赛思国际学校 吴卓楷 

15 杭州市博文小学 张开悦 

16 江湾小学 张思宇 

17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景和小学 周倚泽 

18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蓝海贝 

19 青蓝小学 王炣钰 

20 杭州市丁荷小学 姚晔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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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彦豪 

22 杭州市澎博小学 吴昊 

2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徐振轩 

24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张承悦 

25 星桥第二小学 方颢涵 

26 景苑小学 姜谷靓 

27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邵子赫 

28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沈雯萱 

29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孔茉欣 

30 杭州市西溪实验学校 刘梓程 

31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杭州市彩虹城小学） 杨涵坤 

32 杭州市澎博小学 谢奕轩 

3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谢子涵 

3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姚棋瀚 

35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周雅轩 

36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景华小学 高正 

37 行知小学 王晨毅 

38 新安江第一小学 徐若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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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39 新安江第一小学 诸葛宇锐 

40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李雨泽 

41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刘睿 

42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刘元皓 

43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章翊飏 

44 永兴学校 李奕昕 

45 杭州市澎博小学 沈倪杰 

46 青蓝小学 王稼曦 

47 杭州市闻涛小学 傅子牛 

48 云谷学校 刘致远 

49 杭州市西兴实验小学 陶俊磊 

50 新安江第一小学 胡圯雨 

51 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曹云一 

52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杭州市彩虹城小学） 张笑瑄 

53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张致远 

三等奖（共 85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朱笛优扬 

2 省教研室附属小学北校区 诸葛梓涵 

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刘星 

4 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 葛文畅 

5 行知小学 龚宸熙 

6 杭州钱塘新区景苑小学 李家豪 

7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正小学 庞静雯 

8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孙聪 

9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朱建峰 

10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陈轩 

11 萧山区高桥小学 潘伽诺 

12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王颢杰 

13 杭州市青蓝小学 夏梓墨 

14 学正小学 张芸舒 

15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景华小学 桂侨鸿 

16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邵文浩 

17 学林街小学 朱杰 

18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何啸晨 

19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蒋雨晨 

20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濮家校区 段煜祺 

21 杭州市西兴实验小学 杭天泽 

22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濮家校区 谢思杰 

23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南肖埠小学 蔡子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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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24 杭州维翰学校 李威廉 

25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包辰冲 

26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舒腾岳 

27 杭州市长寿桥小学 陈语新 

28 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附属小学 邵子越 

29 杭州市高银巷小学 赵艺达 

30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黄泽聿 

31 杭州市胜利小区（钱塘校区） 茅展齐 

32 杭州市萧山区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 郑琅 

33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张隽涵 

34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沈海潮 

35 胜蓝实验小学 徐向前 

36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张瑞宸 

37 杭州市长寿桥小学 陈彦博 

38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侯天宇 

39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 宣成烨 

40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景和小学 陈涵中 

41 杭州市胜利小学（钱塘校区） 陈昊阳 

42 英特西溪外国语学校 阮凯俊 

43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宋伟硕 

44 大成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文松坡 

45 永天实验小学 高陆嵘玮 

46 景苑小学 郭蒋帅 

47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杨亿豪 

48 杭州市江心岛小学 高铂峻 

49 行知小学 何知娫 

50 西兴实验小学 黄致远 

5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李依冉 

52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马一博 

53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石成俊 

54 杭州维翰学校 汪轩宇 

55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姜炫尔 

56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苏承熙 

57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华子谦 

58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王泽凯 

59 杭州市滨江第一小学 王子航 

60 景苑小学 郭书琪 

61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李学森 

62 杭州崇文实验小学 李卓恩 

63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袁颢文 

64 杭州维翰学校 Aidan Xu 

65 育才外国语学校 历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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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66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李平天 

67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赵寅墨 

68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梁景轩 

69 翠苑一小翠苑校区 秦辰旭 

70 杭州维翰学校 徐嘉辰 

71 杭州市文新小学 陈和瑞 

72 卖鱼桥小学 林典 

73 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谢宇辰 

74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学） 狄岭杭 

75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赵若轻 

76 杭州市德胜小学 方姜孟 

77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马康霖 

78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朱惊源 

79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樊想 

80 杭州市天长小学 蒋宇轩 

81 长江实验小学 杨东霖 

82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郑存希 

83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葛聿喆 

84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 刘晋宇 

85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孔德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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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共 33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天水小学 裘怡群 

2 杭州市西溪实验学校 包红香 

3 富阳区永兴学校小学部 田后胜 

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唐环环 

5 建德市明镜小学 王哲 

6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陈菁菁 

7 杭州市江心岛小学 周圆 

8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沈钢 

9 萧山区闻堰小学 刘潮 

10 杭州市文理小学 卢林云 

11 萧山区高桥小学 何婉婷 

12 天水小学 鲁亭 

13 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郭魏丹 

1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肖记侠 

15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周清清 

16 翠苑一小翠苑校区 宋艳莉 

17 胜蓝实验小学 刘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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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 

19 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郭巍丹 

20 星桥第一小学 应超 

21 萧山区高桥小学 严志刚 

22 杭州市省府路小学 钟纯 

23 永天实验小学 李孟婷 

2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 黄杨丽 

25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杨舒雯 

26 杭州市下沙中学 许智慧 

27 学正中学 林莹莹 

28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戴培清 

29 杭州市银湖实验中学 杨思莹 

30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赵炀杰 

31 长阳中学 钟一丹 

32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李梦园 

33 杭州市青春中学 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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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杭州市青少年智能机器人竞技活动获奖名单 

高中组 

一等奖（共 1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艮山中学 蔡京 

二等奖（共 1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学军紫金港 陈泓冰 

三等奖（共 2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源清中学 胡霆奕 

2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丁兰校区 王海睿 

参与奖（共 11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源清中学 吴浩凡 

2 杭州学军中学 戴子轩 

3 杭州学军中学海创园学校 冯弈天 

4 杭州市源清中学 李泽诚 

5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王元石 

6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教育集团艮山中学 倪恭驰 

7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教育集团艮山中学 马晨凯 

8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羊智凯 

9 杭州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 张璟华 

10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教育集团艮山中学 王瀚锋 

11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郑宇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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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一等奖（共 12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吴斯革 

2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姜凯元 

3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邹茗栎 

4 春蕾中学 陶思宇 

5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吴晔 

6 浙工大附属实验学校中学部 朱成臻 

7 杭州文海实验学校 肖尧 

8 杭州市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徐翊宸 

9 杭州闻涛中学 张赵瑞 

10 十五中教育集团浙大附初 陈禹同 

11 启正中学 丛金鹏 

12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卢旖飞 

二等奖（共 13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仇博 

2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郑皓翔 

3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王泽瑞 

4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吕昱辰 

5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胡熙桓 

6 保俶塔实验学校 刘宁徽 

7 杭二中树兰实验学校 陈彬烨 

8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朱锴文 

9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朱宇慧泽 

10 保俶塔实验学校 褚懿宸 

11  杭州滨和中学 王芷杭 

12 杭州市开元中学 张睿 

13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王启钧 

三等奖（共 18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孔越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杭州橄榄树学校 贾宗锜 

3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张天逸 

4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张亦弛 

5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杭州橄榄树学校 王祺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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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6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孙来显 

7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何军成 

8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张赫冉 

9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吴若萱 

10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马姝笑 

11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王子琦 

12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来韵瑶 

1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中学（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蔡正阳 

14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杭州橄榄树学校 钱高杭 

15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赵航 

16 浙江师范大学笕桥教育集团笕桥实验中学（笕文实验学校） 俞闻佳 

17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姚乐怡 

18 长阳中学 胡泽 

参与奖（共 32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王慧宜 

2 保俶塔实验学校 陈余岳 

3 杭州外国语学校 赵子云 

4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李未央 

5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周雷轶 

6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杜家昊 

7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王家桢 

8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中学（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王杭徽 

9 杭州启正中学 王帅 

10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 王传槦 

11 保俶塔实验学校 蒋煜栋 

12 杭州市三墩中学 姚子曦 

13 弘益中学 周逸哲 

14 观成武林中学 诸浩然 

15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濮东校区 钱致远 

16 杭州市钱学森学校（初中部） 葛向容 

17 长阳中学 张瑞桓 

18 杭州橄榄树学校 吕琪圣 

19 慧兴中学 王哲也 

20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俞钦浩 

21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沈昕蕾 

22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庄子炎 

23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张清岚 

24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李宇哲 

25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华宇恬 



15 

 

序号 学校 姓名 

26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吴天祈 

27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谢赜希 

28 杭州市十三中 周子彬 

29 杭州市勇进实验学校（初中部） 马利飞 

30 学正中学 陈果 

31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汪奇霏 

32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孟佐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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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一等奖（共 14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廖子阳 

2 杭州市滨和小学 周敏乐 

3 杭州市滨和小学 梁家恺 

4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潘薇舟 

5 杭州市星洲小学 董言熙 

6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紫萱小学 唐肖逸 

7 古荡一小 蒋立文 

8 杭州市文理小学 王晟江 

9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西湖小学 毕家铭 

10 杭州市滨和小学 来添奕 

11 杭州市滨和小学 吴宜韩 

12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紫萱小学 裴冠奕 

13 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王睿晨 

14 杭州市星洲小学 卢以涵 

二等奖（共 16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绿城育华翡翠城学校 苏义杭 

2 大关小学 范馨泽 

3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王秋里 

4 杭州市树人小学 张子瑞 

5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港小学 周思远 

6 杭州市滨和小学 余政阳 

7 绿城育华小学 夏从哲 

8 杭州娃哈哈双语学校 陈天泽 

9 杭州文澜未来科技城学校 杨瑞轩 

10 绿城育华小学绿城 傅和丞 

11 行知小学 张豫杭 

12 杭州市星洲小学 周子尧 

13 杭州市大学路小学 陶泽桐 

14 文三教育集团文苑小学 张越涵 

15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叶千寻 

16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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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共 26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保俶塔实验学校 董周周 

2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刘知恒 

3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叶宸轩 

4 杭州市大关小学 张天祺 

5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许子秋 

6 行知小学 周俊道 

7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叶承函 

8 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 朱睿琨 

9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谢一恺 

10 萧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梁宇轩 

11 杭州市文海实验小学 裘立诚 

12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陈笑宇 

1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呙泰然 

14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朱彭宇 

15 杭州市天长小学 庄毅然 

16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方舟 

17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黄日新 

18 卖鱼桥小学 邬炜航 

19 杭州采荷三小 李一之 

20 杭州市新华实验小学 王亦濛 

21 杭州市滨和小学 张铖晟 

22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柏戈 

23 杭州英特西溪外国语学校 符英皓 

24 安吉路实验学校 胡彦诚 

25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周轩宇 

26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三小 黄子瀚 

参与奖（共 97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吕哲萌 

2 萧山区高桥小学 吕泽航 

3 淳安县实验小学 吴曾羽 

4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徐博来 

5 高桥小学 王烁寒 

6 文澜实验学校 沈睿泽 

7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陈培煌 

8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吴靖 

9 萧山区高桥小学 蔡智博 

10 萧山区高桥小学 王俊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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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11 萧山区高桥小学 沈悠航 

12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西湖小学 王晅仡 

13 杭州市新华实验小学 林涵 

14 文三教育集团文三街小学 胡昀颢 

15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陈翼臻 

16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徐启轩 

17 卖鱼桥小学 邵逸晨 

18 崇文实验学校 韩一墨 

19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秀水校区 刘子衡 

20 省府路小学 李乾成 

21 申花小学 边恒 

22 长寿桥小学 赵嘉睿 

23 杭州市天长小学 朱屹东 

24 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陈鼎元 

25 安吉路实验学校 王腾 

26 江干区教育发展研究院附属澎博小学 郭越 

27 杭州市勇进实验学校 马利豪 

28 青蓝小学 王孝懿 

29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黄奕玮 

30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秀水校区 田启祺 

3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赵泽轩 

32 杭州市滨和小学 姚思未 

33 杭州市滨和小学 龚语熹 

34 文澜实验学校 郑景羿 

35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龙品丞 

36 杭州市凤凰小学 顾徐曈 

37 安吉路实验学校 潘之周 

38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张沐泽 

39 杭州景成实验学校 姜懿轩 

40 杭州丹枫实验小学 富泽杭 

41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余廷浩 

42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朱一言 

43 申花小学 余梓晨 

44 求是教育集团和家园小学 朱寻逍 

45 天杭实验学校 王语麟 

46 浙江大学华家池子弟小学 龚宥元 

47 文三教育集团文苑小学 王烁杰 

48 钱塘外语小学 万锦宸 

49 省府路小学 黄启翔 

50 省府路小学 方高勤 

51 求是教育集团杭州市竞舟小学 赵雅星 

52 学军小学紫金港校区 陈闻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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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53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嵇予涵 

5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郭子墨 

55 杭师大东城小学 徐浩然 

56 崇文实验学校 秦睿之 

57 杭州市树人小学 娄鹤骞 

58 卖鱼桥小学 谭啸 

59 杭州市滨和小学 徐一乔 

60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陈冠行 

61 文澜实验小学 卢熙安 

62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李艾澄 

63 杭州市树人小学 朱浩源 

64 杭州市树人小学 卢梁怀 

65 杭州市树人小学 周俊超 

66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黄柯淇 

67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丁信小学 张益弛 

68 金沙湖实验学校 伍睿远 

69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张轶舟 

70 杭州英特西溪外国语学校 杨政九 

71 杭州市余杭蔚澜学校 蒲子忻 

72 杭州绿城育华小学 沈至善 

73 杭州绿城育华小学 徐翊宸 

74 长寿桥小学 郑梓桐 

75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傅子翔 

76 杭州市大关小学 方嘉豪 

77 长寿桥小学 钟煜宸 

78 卖鱼桥小学 冯云骏 

79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方婧雯 

80 文三教育集团文苑小学 曾朱璨 

81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余璟添 

82 崇文实验学校 钱思丞 

83 长寿桥小学 陈丞 

84 江心岛小学 王韶楠 

85 杭州市萧山区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 杨培琳 

86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许戡迪 

87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李彦璋 

88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胡嘉昊 

89 杭州市下城区文龙巷小学 张照轩 

90 文三教育集团文苑小学 王钧可 

91 杭州市省府路小学 林逸南 

92 长青小学 袁梓铭 

93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王莫天 

94 杭州崇文实验小学 施健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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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95 安吉路实验学校 吕丹捷 

96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南肖埠小学 马钰皓 

97 杭二中白马湖学校 于曜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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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共 18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滨和小学 包爽 

2 杭州市星洲小学 边成峰 

3 杭州市星洲小学 陈环环  

4 启正中学 单俊 

5 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范洁 

6 古荡一小 葛华祥 

7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楼巍 

8 杭州市文理小学 卢林云 

9 艮山中学 陆澄 

10 十五中教育集团浙大附初 彭晓敏 

11 杭州市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钱昕余 

12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紫萱小学 裘海玥 

13 杭州闻涛中学 汪咏晓 

14 春蕾中学 王京京 

15 杭州文海实验学校 余刘鸿 

16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赵炀杰 

17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西湖小学 郑松松 

18 浙工大附属实验学校中学部 朱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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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杭州市青少年科学影像征集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科学探究纪录片 

高中组 

二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第七中学 余佳林 《跟脚臭说再见》 

三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浙大附中丁兰校区 章泽城 《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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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一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十五中教育集团崇德中学 任羽斓 《夜幕下的温度》 

二等奖（共 6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紫金港中学 李响 季嘉元 楼琳 
《关于东环河竖井式地下智

能停车场选址与建设规划》 

2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周雷轶 许景涵 《音乐与声音》 

3 杭州市丰潭中学 金振轩 《蛋壳消失实验》 

4 紫金港中学 沈晨果 《茶水大变身》 

5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李璟 《鸡蛋脱壳的影响因素》 

6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赵宣宇 
《影响鸡蛋壳与食醋反应速

率的因素》 

三等奖（共 11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俞皓中 《海上自行车——木海马》 

2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徐亦晨 《壳内膜的发现之旅》 

3 杭州市锦绣中学 袁铭鸿 《“袁”来视觉差是这样的！》 

4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蔡启林 《消失的蛋壳》 

5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吴坦睿 《小吴实验室之鸡蛋泡醋》 

6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梅晨 《鸡蛋壳内膜探究实验》 

7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陈烁 童叶 《你的眼睛欺骗了你》 

8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马可然 程俊涵 涂晨光 《燃糖成蛇》 

9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程俊涵 马可然 涂晨光 《阿基米德原理》 

10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李知恒 《额温枪工作原理》 

11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罗翊嘉 《秋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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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一等奖（共 5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周秞 于喆广 李昆达 《探寻电力节能减排》 

2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王璟钰  孙骏熙 崔灿 
《肥皂、洗手液、免洗洗手

液，哪种杀菌效果好？》 

3 行知小学 吕宸烨 吕睿  
《早睡早起晚睡晚起的牵牛

花》 

4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俞权航 潘亭佐 沈琳涵 《小细节，大学问》 

5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紫萱小学 金天 《神奇的蛋清打发》 

6 翠苑一小文华校区 张闻夕 蒋书锦 
《水中霸王的奥秘——福寿

螺》 

二等奖（共 8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朱绎可 
《花开的力量——毛细现

象》 

2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方何凝 李张博 黄俊源 《电梯来了》 

3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林孜屹 李欣澍 
《梅雨及盛夏季节杭州西溪

河水质调查》 

4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陈诺 
《可乐+曼妥思，真的能引发

喷泉吗？》 

5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付悦泽 李奕乐 
《桑蚕丝成分探究及对比实

验》 

6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紫萱小学 毛梓瑄 
《毛细现象——发现与实

验》 

7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王文羽馨 
《科学探究纪录片之浙江省

农业科学院》 

8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包一言 《深海幽灵——核潜艇》 

三等奖（共 75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程泽楷 《指间火焰》 

2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洪昱硕 《有趣的喷泉》 

3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张少白 《电是怎么来的》 

4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任熠辰 
《我们看到的都是月亮的同

一面吗?》 

5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吴林峰 《可乐大喷发》 

6 大禹路小学 宋泽凯 《杭州市常见植被叶片滞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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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能力》 

7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魏源 《领悟洗洁精的原理》 

8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赵子睦 《阿基米德螺旋泵》 

9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二附小 赵佳文 
《科普之路——如何区分生

鸡蛋和熟鸡蛋》 

10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小学部 毛沉音 郑舒喆  
《病毒传播模拟实验和洗手

的正确方法》 

11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余骏浩 
《关于市面上常见消毒水消

毒效果的测试》 

12 求是教育集团和家园小学 石文心 陈奕杭 
《野外植物——可食用的野

外植物》 

13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汪宇帆  何俞昊   张峻

奕 
《种子发芽是否需要阳光》 

14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张钰涵 《水穿玻璃杯实验》 

15 文一街教育集团秀水小学 王恺鑫 《棉线环为什么会变圆》 

16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金宇哲 《消失的花朵》 

17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陆姜子珊 
《关于青菜种植的科学方

法》 

18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江浩诚 姜语桐 潘盛瑶 《知了》 

19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夏添 《绿豆的一生》 

20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徐瑞卿 《孵小鸡》 

21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李子墨 《百日草生长全记录》 

22 杭州维翰学校 王恬 《彩虹》 

23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赵语涵 《杠杆原理探究》 

24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吴丰慧 《苹果抗氧化方法》 

25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岑弘毅 《冷热水会混合吗？》 

26 翠苑一小翠苑校区 陶朱婕 《沉与浮》 

27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李嘉铭 《虹吸实验》 

28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徐子懿 《一亿粒米的重量和体积》 

29 九莲小学 吕瑞萱 《晶莹剔透的雪花》 

30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金弈天 《我的一日营养餐》 

31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方炯超 《科学实验之醋泡蛋》 

32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潘泽宇 《生活中的科学》 

33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蔡诚成 《隐身术》 

34 翠苑一小翠苑校区 邱恬 《一叶莲生长记录》 

35 九莲小学 马韵雯 《彩色喷泉》 

36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曹随之 《水中火山喷发实验》 

37 杭州市星洲小学 周浩宇 《我们一起来认豆》 

38 杭州市之江外语实验学校 王简 程奕豪 《探秘紫甘蓝》 

39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陈胤铭 黄舒铭  朱腾 
《TMT 科学小组之气的力

量》 

40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朱鸣谦 《科学探究水中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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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41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陈雨潼 《安然无恙的纸》 

42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黄雯馨  《神奇的牛奶》 

43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张序言 《鸡蛋浮盐水》 

44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陈禹衡 
《探究唾液淀粉酶分解淀

粉》 

45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阮杭语 《探究植物的一生》 

46 杭州市星洲小学 张济川 《会拐弯的光》 

47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王梓乐 《神奇的紫甘蓝》 

48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戴弘毅 《点水成冰实验》 

49 九莲小学 邵翊雪 江奕祯 《火山爆发》 

50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黄瑞霖 《生态瓶中的小世界》 

51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朱君昊 《冰雪奇缘之点水成冰》 

52 文一街教育集团秀水小学 赵炘磊 《虹吸现象》 

53 杭州市之江外语实验学校 宣雨杭 林逸涵 《覆杯与彩虹桥》 

54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陈子彧 
《科学探究电流是否有方

向》 

55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张楚阳 《会爬升的水》 

56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胡肖尧 《蟹秘记》 

57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何霖瑞 《叶绿素的提取》 

58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柴贞媛 《紫甘蓝变色实验》 

59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洪若熙 《闹宅脑海》 

60 杭州市三墩小学 钱昱佳  冯铄  《鳄龟的小小探究》 

61 杭州市之江外语实验学校 朱安盛 潘张弛 陈齐家 《蜡烛抽水机》 

62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第二小学 傅晨希 《流星雨》 

63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黄家鑫 《无字天书》 

64 杭州市大禹路小学 刘雨杭 《蚕宝宝吐丝结茧》 

65 杭州市之江外语实验学校 张闻豪 《物理学四大神兽》 

66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尹昊 《电路图》 

67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郭子优 《探索火星》 

68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申子骞  《一叶莲的美丽人生》 

69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汤钰淼 《生命之初》 

70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周嘉奕 
《探索古建筑里的神兽装

饰》 

71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毛语墨 《医疗科技拯救世界》 

72 行知小学 林语心 姜可涵 《面包增肥剂——酵母》 

73 求是教育集团和家园小学 石文心 陈奕杭 《可食用的野外植物》 

74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田子芥 《神奇消失的针尖》 

75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叶同周 王越 王哲瑜 《中药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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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微电影 

高中组 

一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第七中学 陆天一 《科技，使失误不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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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一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十五中教育集团崇德中学 任羽斓 任语弈 《弗莱明和青霉素》 

二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紫金港中学 项枫 项楠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清道夫》 

三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吴坦睿 《小吴实验室之鸡蛋泡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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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一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董易卓 《气压那点事》 

二等奖（共 3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三墩小学 蔡张泫 
《 鱼 刺 卡 喉 咙 喝 醋 管 用

吗？》 

2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张丹维 王梓乐 《能发电的苹果》 

3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苏瑞妤 
《杭州常见植被滞尘能力科

学微电影》 

三等奖（共 15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小学 王辰浠 吴怡萱 《智慧护齿从我做起》 

2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沈子昂 杜颖 《蚕的一生》 

3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赵予歌 李晚琦 《变压器和交流电》 

4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李斯羽 陈浩学 《电从哪里来？》 

5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钟胤全 《电磁风扇》 

6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方何凝 李张博 黄俊源 《如何分离盐和水》 

7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胡申远 田妙涵 
《震惊！可乐和雪碧居然是

一个味道》 

8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张钰涵  《水穿玻璃杯实验》 

9 行知小学 吕宸烨 《花开一叶莲》 

10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孙逸涵 《肥皂自动力船》 

11 杭州市三墩小学 吕朱博 《火山爆发》 

12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张亦扬 《移动的小船》 

13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陶禹 《红绿灯制作》 

14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蒋梵尘 《论漂白剂的功效》 

15 杭州三墩小学 张佳圆 张佳钰 《盐水托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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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动画组 

中学组 

三等奖（共 3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景荷校区 陈果 江梓萌 《维生素的秘密》 

2 紫金港中学 蒋绮 《走进自然》 

3 十五中教育集团崇德中学 任羽斓 《看得见的空气》 

小学组 

三等奖（共 9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蒋欣怡 
《植物也有好朋友科普动

画》 

2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张煜弢 张紫苜 《关于碳的那些事》 

3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二附小 王子瑜 王子玥 《好的细菌和坏的细菌》 

4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二附小 王张飏 王雅萱 
《宇宙小课堂之太阳系的行

星》 

5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石茗杰 
《会说话的新冠肺炎抗疫小

报》 

6 育才外国语学校 赵芯澄 
《宇宙科普——为什么人类

要移民火星》 

7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付墨萱 《自然界生物链的循环》 

8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金辰奕 《叶子绿色的秘密》 

9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董子昱 《太阳系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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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共 10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王碧青 

2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寿佳欣 

3 行知小学 潘婷 

4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许允 

5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紫萱小学 孙倩 

6 翠苑一小文华校区 孔小燕 

7 十五中教育集团崇德中学 胡若楠 

8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李俞妍 

9 十五中教育集团崇德中学 胡若楠 

10 杭州第七中学 王周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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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杭州青少年天文科普系列活动获奖名单 

杭州市青少年天文知识与技能大赛 

高中组 

一等奖（共 6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尹海博 

2 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唐佳杭 

3 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沈浩阳 

4 杭州市塘栖中学 庄鸿韬 

5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茅李阳 

6 浙江省萧山中学 林浩宇 

二等奖（共 8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二中 徐星野 

2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戴桢 

3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张言俊 

4 塘栖中学 姜来 

5 杭州市塘栖中学 吴宇欣 

6 杭州市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周珏 

7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王浩楠 

8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罗思杭 

三等奖（共 15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丁兰校区 朱茵 

2 塘栖中学 戴乐阳 

3 浙江省萧山中学 李倬加 

4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徐刘涵 

5 杭二中东河校区 俞焕杭 

6 杭州市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张嘉乐 

7 杭州市塘栖中学 闻啟晨 

8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蔡佳琪 

9 杭州第二中学 范启航 

10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徐志康 

11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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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12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王佳佳 

13 杭州市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胡晓芸 

14 塘栖中学 方凡 

15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 王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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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一等奖（共 16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公益中学 高青和 

2 杭州高级中学附属启正中学 宋致远 

3 杭州橄榄树学校 张政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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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可为 

5 临平第五中学 沈天叶 

6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赵海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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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沐阳 

8 杭州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陆一畅 

9 学正中学 金晟曦 

10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周阅行 

11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吕淇奥 

12 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解奕锴 

13 杭州市西溪中学 谢瑞平 

14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王子康 

15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顾武韬 

16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陆煜新 

二等奖（共 27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崇贤中学 诸丽娜 

2 杭州市江南实验学校 徐振轩 

3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何明睿 

4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柴依依 

5 杭州公益中学 周楮文 

6 杭州橄榄树学校 陈梓铖 

7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徐晨轶 

8 杭州公益中学 曾翰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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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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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睿 

11 江南实验学校 方羿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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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畅 

13 杭州市西溪中学 马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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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14 仁和中学 侯锦程 

15 太炎中学 余俊洋 

16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徐子杭 

17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胡天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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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以鉴 

19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朱子颜 

20 江南实验学校 应豪 

21 学正中学 薛宪斗 

22 中泰中学 马钰程 

23 中泰中学 郭蕊 

24 学正中学 何梓烨 

25 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 王泽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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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承远 

27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顾梓骞 

三等奖（共 47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熊泽力 

2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未来科技城学校 石皓文 

3 杭州市西溪中学 钱思媛 

4 学正中学 刘高远 

5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李多姿 

6 杭州市西溪中学 侯乐毅 

7 仁和中学 徐欣 

8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余家谦 

9 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 钭梓轩 

10 杭州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潘昊扬 

11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杜沂轩 

12 崇贤中学 宋子若 

13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中学 李璟 

14 仁和中学 丁娇怡 

15 杭州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梁诗恬 

16 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朱奕轩 

17 杭州市风帆中学 倪开 

18 杭州师范大学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刘宇梵 

19 杭州市第十三中学 王楚泓 

20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刘一丁 

21 杭州市东澜外国语学校 姚忱妤 

22 杭州市第十三中学 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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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23 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 孟想 

24 崇贤中学 袁晓笛 

25 杭州蕙兰未来科技城学校 陈铭硕 

26 崇贤中学 赵子轩 

27 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 洪图 

28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未来科技城学校 徐喆 

29 杭州橄榄树学校 赵一霖 

30 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陈知博 

31 学正中学 张许蕾 

32 杭州第十三中学 曾韵晗 

33 临平第五中学 徐欣 

34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刘轩宇 

35 杭州市西溪中学 朱熠 

36 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鲁子健 

37 良渚第二中学 郭振豪 

38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蒋卓衡 

39 仁和中学 高宇辰 

40 良渚第二中学 杨希昂 

41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中学 许天杨 

42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刘佳琪 

43 仁和中学 莫璐鑫 

44 学正中学 陈幔利 

45 杭州橄榄树学校 李名哲 

46 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房成龙 

47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 胡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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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一等奖（共 17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江南实验学校 夏鑫妤 

2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杨子宸 

3 仓前中心小学中心校区 陈彦茹 

4 杭州市学军小学（求智校区） 林煦雄 

5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赵立甫 

6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章立成 

7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熊远 

8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朱子豪 

9 星桥第一小学 黄闻天 

10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曹一凡 

11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张湛锐 

12 临平第三小学 张子萱 

13 杭州余杭信达外国语学校 茹钰旻 

14 仓前中心小学 沈熠阳 

15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施栋诚 

16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鲍启泉 

17 杭州市天长小学 顾凯风 

二等奖（共 25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陈飞扬 

2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沈灏然 

3 江南实验 蔡瑾宸 

4 余杭区金成外国语小学 吴雨航 

5 杭州市学军小学 高一元 

6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费凡 

7 杭州市余杭信达外国语学校 顾元齐 

8 杭州市学军小学 李明轩 

9 杭州市余杭区金成外国语小学 王悦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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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以忱 

11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姚晓宝 

12 杭州市学军小学 杨烁行 

13 星桥第一小学 郜彦程 

14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茅赫伦 

15 云会中心小学西山校区 莫泽恺 

16 余杭区临平第三小学 马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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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17 星桥第一小学 孙肇炜 

18 乔司中心小学永西校区 胡瀚 

19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肖子弋 

20 仓前中心小学中心校区 朱雅璇 

21 东园小学 杨子 

22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马宇程 

23 瓶窑镇彭公中心小学 祁奕涵 

24 杭州市长青小学 骆凡诚 

25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张祺杭 

三等奖（共 45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俞欣宁 

2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王柯涵 

3 星桥第一小学 莫文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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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诚越 

5 江南实验学校 徐歆芮 

6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学） 余镇洋 

7 临平第一小学将军殿校区 周辰楠 

8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叶航语 

9 星桥第一小学 袁野 

10 杭州市学军小学 冯兆熙 

11 良渚第一小学 樊知君 

12 良渚第一小学 沈朕曦 

13 长青小学 陈静宸 

14 瓶窑北湖中心小学 杨梓轩 

15 良渚古墩路小学 张羅 

16 江南实验 张智励 

17 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陈王鼎 

18 余杭区文正小学 汪大昊 

19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余骏浩 

20 江南实验 单尤洋 

21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孙宇喆 

22 仓前中心小学中心校区 田欣雨 

23 杭州橄榄树学校 秦柳萱 

24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王昭一 

25 良渚第一小学中心校区 裘子彦 

26 采荷三小（笕正校区） 倪子康 

27 崇贤第一小学 余正翔 

28 杭州市学军小学求智校区 金尚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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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29 杭州市东园小学 边雍盛 

30 乔司中心小学永西校区 朱逸聪 

31 临平第三小学 肖然 

32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杨悦聪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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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悠扬 

34 杭州钱塘外语学校 陈泰延 

35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学） 姜力源 

36 余杭区凤凰小学 谌星宇 

37 星桥第一小学 袁艺 

38 乔司杭海路小学 陈淑婷 

39 杭州市翠苑第一小学 王泽邦 

40 余杭区云会中心小学 冯雨泽 

41 杭州市学军小学 吕晨赫 

42 杭州钱塘外国语学校 王亦涛 

43 乔司中心小学永西校区 油乐 

44 余杭区文正小学 高源 

45 瓶窑镇北湖中心小学 王奕晨 

 

 

 

                                                                                                                                                                                                                                                                                                                                                                                                                                                

 

 

 

 

 

 

 

 

 



40 

 

附件 5:  

杭州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活动获奖名单 

中学组 1/10 电动四驱房车竞速赛 

一等奖（共 8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采荷中学 汤笔铖 

2 杭州市保椒塔实验学校 周至涵 

3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丁彦博 

4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应弈辰 

5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陈亦萌 

6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初级中学 胡柴卿 

7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黄智洋 

8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 吴宇轩 

二等奖（共 10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人大附中 孙牧 

2 杭州市西子实验学校 周凯 

3 杭州采实教育集团钱江新城实验学校 沈跞 

4 浙师大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 陈与同 

5 杭州公益中学 俞哲轩 

6 杭州市朝晖中学 朱霄凌 

7 杭州市锦绣中学 黄钟泽 

8 杭州市采荷中学 马宏亮 

9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 沈卓岩 

10 浙江省杭州市第十四中学教育集团艮山中学 汪瑞宁 

三等奖（共 14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春蕾中学 祝子麟 

2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陈尚乐 

3 杭州市风帆中学 夏博文 

4 十五中教育集团杭州市西溪中学 李正扬 

5 杭州市开元中学 王邵哲 

6 杭州第十中学 金晨瑞 

7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黄乐诣 

8 杭州市大关中学 徐唯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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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9 杭州市惠兴中学 章吉奥 

10 杭州市夏衍初级中学 陆泓超 

11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李宇翔 

12 杭州市朝晖中学 何峻 

13 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 彭杰 

14 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 周谱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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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 1/10 电动两驱公路车竞速赛 

一等奖（共 3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公益中学 田浩宇 

2 杭州市建兰中学 杨骁涵 

3 杭州维翰学校 朱逸 

二等奖（共 5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浙师大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王佳睿 

2 杭十五中教育集团浙大附属初中 周乐琰 

3 杭州市惠兴中学 崔皓天 

4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钱焜 

5 杭州市惠兴中学 吴棣文 

三等奖（共 9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采荷中学 晏飞 

2 杭州市开元中学 金玺 

3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 赵翊廷 

4 杭州市之江实验中学 金孜轩 

5 杭州市嘉绿苑中学 郑皓元 

6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王宇翔 

7 杭州市之江实验中学 范亦轩 

8 杭州市采荷中学 蒋林昊 

9 杭州市朝晖中学 姚昱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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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1/18 电动两驱平路遥控车竞速赛 

一等奖（共 14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丁蕙实验小学 包哲恺 

2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丁蕙实验小学 方昊 

3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金泽宇 

4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樊华 

5 杭州市澎雅小学 周宇腾 

6 杭州市澎雅小学 王欣然 

7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孙翊铭 

8 杭州市胜利小学 王思宇 

9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姚凯然 

10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 周传齐 

11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徐励航 

12 杭州市澎雅小学 沈希瑞 

13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蒋子铭 

14 杭州市澎雅小学 倪瑜泽 

二等奖（共 23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胡亦宸 

2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张祺杭 

3 杭州市绿城育华小学 周子墨 

4 杭州市澎博小学 倪俊熙 

5 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小学 吴佳凝 

6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丁蕙实验小学 张传祁 

7 杭州市长寿桥小学 周泽桦 

8 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 吕昊轩 

9 绿城育华小学 傅和丞 

10 杭州市澎博小学 莫宇杰 

11 杭州市星洲小学 吕思源 

12 杭州市行知小学 李林峰 

13 杭州市行知小学 郑景天 

14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陈泽 

15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詹一扬 

16 杭州市三墩小学 王斌 

17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连周懿 

18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 倪乐天 

19 杭州市学军小学 潜昊阳 

20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张巍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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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21 杭州市澎博小学 崔明哲 

22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徐岩松 

23 杭州市胜利小学 强奕嘉 

三等奖（共 28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行知小学 施赫远 

2 杭州市学军小学 金里涵 

3 杭州市澎雅小学 徐振浩 

4 杭州市行知小学 张潇涵 

5 杭州市澎博小学 陈佳威 

6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张锦承 

7 杭州市丁荷小学 张睿哲 

8 杭州市京都小学 张竣禹 

9 杭州市星洲小学 金点 

10 杭州市澎雅小学 徐子轩 

11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曹凌天 

12 五常中心小学 徐浩然 

13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戴言 

14 杭州市三墩小学 陈杭 

15 杭州市澎博小学 吴钧航 

16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冯必扬 

17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 李鸣轩 

18 杭州市长青小学 梁好 

19 杭州市澎雅小学 祝浩轩 

20 杭州市长寿桥小学 傅予泽 

21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陈天行 

22 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文苑小学 许家齐 

23 杭州市三墩小学 金作霖 

24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张方睿 

25 杭州市学军小学 高笑笑 

26 杭州市三墩小学 林皓宇 

27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陈瀚迪 

28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刘昕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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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共 16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丁蕙实验小学 盛力康 

2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马庶原 

3 杭州市澎雅小学 宋奇波 

4 杭州市胜利小学 孙小宝 

5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叶伟敏 

6 杭州采荷第三小学 胡青海 

7 杭州市澎雅小学 宋奇波 

8 杭州市采荷中学 戴中权 

9 杭州市保椒塔实验学校 黄富春 

10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李燕杰 

11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崔卜 

12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初级中学 孔令鹏 

13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 梁华侨 

14 杭州公益中学 吴海全 

15 杭州市建兰中学 丁春钧 

16 杭州维翰学校 童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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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杭州市青少年航空模型活动获奖名单 

小学生遥控直升机障碍赛 

一等奖（共 5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文三教育集团文三街小学 程胤卓 

2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邓泓铎 

3 杭州市天长小学 陶塞渊 

4 杭州行知小学 沈祉佑 

5 杭州市滨文小学 孙炜轲 

二等奖（共 7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 汪李腾 

2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 柳逸如 

3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姚宇轩 

4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高方思凯 

5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 张浩宸 

6 杭州钱塘外语实验小学 张采谙 

7 杭州市滨文小学 车靖泽 

三等奖（共 12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滨文小学 王梓颖 

2 翠苑二小 李苳鑫 

3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 陈思涵 

4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 包宇哲 

5 杭州市大禹路小学 张培晟 

6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袁赫铭 

7 杭州市翠苑第二小学 王逸轩 

8 杭州市滨文小学 孙臻杰 

9 文澜实验学校 谢可欣 

10 大禹路小学甲来路校区 程铭浩 

11 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 黄鸿烨 

12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何潘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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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共 4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文三教育集团文三街小学 吴建鑫 

2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王丹 

3 杭州行知小学 张子蔚 

4 杭州市滨文小学 周立冬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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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青少年无人机编程活动获奖名单 

中学组 

一等奖（共 11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钱塘新区学正中学 程硕杰 

2 杭州市青春中学 蔡云葭 

3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李庆吉 

4 大关中学 龙家浩 

5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丁荷中学 吴悠 

6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王善水 

7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孙若曦 

8 学正中学 姚书杭 

9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韩文杰 

10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 孙成杰 

11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 马铭皓 

二等奖（共 18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浙江师范大学笕桥教育集团笕桥实验中学（笕文实验学校） 陈志杰 

2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宁高乐 

3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王泽瑞 

4 大关中学 徐一诺 

5 杭州市春蕾中学 周晔如 

6 杭州市青春中学 郑舒文 

7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洪子航 

8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李家悦 

9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戴睿萱 

10 杭州钱塘新区学正中学 陈泽浩 

11 杭州市青春中学 康子越 

12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 孙孟杰 

13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马恺意 

14 学正中学 李博 

15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采荷校区 张馨予 

16 杭州市青春中学 周桐宇 

17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陈易垒 

18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丁兰校区 韩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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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共 21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陈佳桦 

2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丁荷中学 祝正楷 

3 学正中学 孟科言 

4 紫金港中学 黄晨皓 

5 文溪中学 吕轩宇 

6 文溪中学 邹恩泽 

7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丁荷中学 陈肖天济 

8 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林朔 

9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丁荷中学 李子航 

10 华师大杭州附校 张鑫阳 

11 文溪中学 俞光辉 

12 浙江师范大学笕桥教育集团笕桥实验中学（笕文实验学校） 陈俊宇 

13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吕可怡 

14 学正中学 刘高远 

15 文溪中学 赵子运 

16 十三中教育集团嘉绿苑中学 李竞扬 

17 文溪中学 沈逸轩 

18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段朗 

19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丁荷中学 王晓东 

20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潘羿涵 

21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乐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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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一等奖（共 7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长寿桥小学 沈旻逸 

2 萧山区高桥小学 汤喆田 

3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小学部 金煦涵 

4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曹铭诚 

5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南肖埠小学 黄奕霖 

6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陈诺 

7 塘栖镇塘南中心小学泉漳校区 凌雨涛 

二等奖（共 12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景苑小学 张逸欢 

2  保俶塔实验学校 潘筠博 

3 萧山区高桥小学 徐硕泽 

4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王泽恩 

5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席俣涵 

6 萧山区高桥小学 李一慧 

7 长寿桥小学 蔡何璇 

8 临平第三小学 胡宇尊 

9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俞越 

10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江睿 

11 萧山区高桥小学 沈则祎 

12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何杭 

三等奖（共 35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杨圣宇 

2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胡书泽 

3 景苑小学 胡子烨 

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小学 郑鑫宇 

5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笕新小学 林乐沛 

6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张洞然 

7 萧山区高桥小学 刘宇泽 

8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学） 章怀烨 

9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卢俊池 

10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胡宇涵 

11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熊昊 

12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龚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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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13 星桥第二小学 张礼睿 

14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吴裕齐 

15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学） 林笃一 

16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学） 叶家乐 

17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钟胤全 

18 临平第一小学将军殿校区 高元辰 

19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林孜屹 

20 塘栖镇第二小学 贾子一 

21 萧山区高桥小学 周晨澳 

22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学） 何逸晨 

23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月明校区、杭州市滨和小学） 叶轩辰 

24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李从嘉 

25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茅以升实验学校 胡马诺 

26 余杭区星华实验学校 章哲瑜 

27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魏子昂 

28 杭州钱塘新区景苑小学 刘紫菡 

29 卖鱼桥小学 冯泽轩 

30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许戡迪 

31 学军小学紫金港 邓哲轩 

32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顾宇泽 

33 卖鱼桥小学 蒋默言 

34 高桥小学 李诚骏 

35 景苑小学 王甚远 

 

 

 

 

 

 

 

 

 

 



52 

 

优秀指导教师奖（共 12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钱塘新区学正中学 丁晓清 

2 杭州市青春中学 徐俊 

3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邱曙逵 

4 大关中学 胡康 

5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丁荷中学 张悦欣  

6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朱宇航 

7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 高春艳 

8 长寿桥小学 施虹 

9 萧山区高桥小学 何婉婷 

10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小学部 韩华珍 

11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韦金凤 

12 塘栖镇塘南中心小学泉漳校区 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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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杭州市青少年计算机三维设计活动获奖名单 

高中组 

一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1 西湖高级中学 俞睿涵 梁珈诚 

二等奖（共 1 项）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1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申徐喆 蔡浩然 

三等奖（共 2 项）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1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潘程松 俞昊天 

2 萧山中学 彭佑 顾佳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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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 

一等奖（共 9 项）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1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任翔宇 董睿弘 

2 保俶塔实验学校 连浩景 郭子朗 

3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王宏鑫 刘羽宸 

4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方伊诺 黄书灿 

5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马泽如 李由 

6 杭州闻涛中学 詹天宇 刘晨 

7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周文凯 杨卓熙 

8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李铠汐 李文涛 

9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柳丁 陈怡婷 

二等奖（共 17 项）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1 杭州市之江实验中学 李云清 杨云琪 

2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丁荷中学 周京昊 丁铭轩 

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陆嘉越 胡诗寒 

4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潘芃有 舒亦晨 

5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葛宇婷 张欣悦 

6 翠苑中学翠苑校区 江聪儿 李林沣 

7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郎朗 傅语萱 

8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詹睿文 杨驭航 

9 保俶塔实验学校 沈是 刘天楠 

10 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陈昱安 沈子熙 

11 杭州高新实验学校 钟亦涵 张雨菡 

12 保俶塔实验学校 沈子钧 沈阅 

13 杭州长河中学 来宸睿 王忠豪 

14 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 葛轩锐 周宇轩 

15 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 郭锦轩 沈奕萱 

16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刘逸凡 金琛博 

17 杭州市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李雨宸 郑一伊 

三等奖（共 16 项）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1 保俶塔实验学校 刘容鑫 陆原 

2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何诗彤 邵翊如 

3 行知中学 吕美琳 沈舒涵 

4 杭州长河中学 胡若然 华鑫果 

5 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 王浚哲 顾国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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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6 
浙江师范大学笕桥教育集团笕桥实验中学（笕文实验

学校） 
汪浩 施佳怡 

7 学正中学 赵文皓 徐绍文 

8 杭州西兴中学 富羽桐 徐振尧 

9 杭州长河中学 殷梓诚 王子皓 

10 杭州市锦绣中学 张恒毅 袁铭鸿 

11 杭州市之江实验中学 郑开颜 郑宁瀚 

12 杭州市紫金港中学 楼琳 季嘉元 

13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陈烁 周雷轶 

14 杭州市拱宸中学 张泽瑞 罗亦 

15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俞承轩 褚亦鸿 

16 杭州长河中学 程子超 来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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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一等奖（共 8 项）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1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刘宏轩 王熠格 

2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周潘颢 王元祯 

3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秀水校区 赵陈阳 董诚 

4 建新小学 展皓烁 张逸然 

5 杭师大东城实验学校 张誉诚 郑金容 

6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谭博文 柳逸晨 

7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周钰翔 葛炳岩 

8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宁原源 俞果 

二等奖（共 17 项）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东昌校区 于雨菡 陈蓉榕 

2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王浩宇 周佳明 

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华孝磊 邬煊格 

4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唐可天 谢怡宁 

5 杭州市新华实验小学 陈蕴锋 黄哲戡 

6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周之夏 赵振杰 

7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熊泽政 周正宇 

8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李逸城 郭皓 

9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程泽楷 金妍如 

10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秀水校区 金天阳 彭佩弦 

11 杭州市新华实验小学 吕志豪 章晨悦 

12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彭煜杰 俞子信 

13 听涛小学 方皓文 杨逸航 

14 求是教育集团和家园小学 郭子仪 冯莜然 

15 听涛小学 张语函 李若兮 

16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 金芷萱 石宪 

17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朱夏齐 李昕语 

三等奖（共 25 项） 

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1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沈海潮 王帅 

2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翡翠城学校 周邦楠 竹思远 

3 行知小学 陈知涵 刘楚越 

4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谢星宇 袁子豪 

5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 李易霖 朱芾宣 

6 星澜小学 郭航飞 沈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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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队员 1 队员 2 

7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廖若霖 孙雨泽 

8 杭州天成教育集团 林豪健 李慧铭 

9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黄文杰 诸葛萌 

10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秀水校区 陈佳杰 张浩宇 

11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秀水校区 张浩轩 郑君昊 

12 听涛小学 马奥翔 杨星宇 

13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 曹正 张曹越 

14 听涛小学 傅以诺 胡书贤 

15 杭十四中附校 邱芷祺 杨泓宇 

16 星桥第一小学 张呈彦 蓝澜之 

17 杭州市闻涛小学 徐珞凌 郑琀予 

18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秀水校区 尹善楠 赵宇航 

19 听涛小学 阚博文 康宇翔 

20 卖鱼桥小学 沈屹安 于铭瀚 

21 听涛小学 胡轩浩 赵辰逸 

22 听涛小学 蒋润辞 龙嘉睿 

23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杨思锐 冯蕴乾 

24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赵寅墨 周其野 

25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焦与恒 王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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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共 12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 王珍真 

2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秀水校区 陈煜昱 

3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郭爽 

4 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马纯 

5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章吕烨 

6 保俶塔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林滢 

7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施艳 

8 翠苑中学文华校区 赵伟华 

9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徐迪 

10 杭州闻涛中学 倪梦怡 

1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验学校 黄杨丽 

12 西湖高级中学 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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