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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举办 2021 年杭州市青少年寒假科普活动的通

知》（杭青少联〔2021〕1 号）要求，由共青团杭州市委、杭

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同主办的 2021

年杭州市青少年寒假科普系列活动已圆满结束。 

经公示，本次活动共产生一等奖 127 名（项），二等奖 223

名（项）,三等奖 253 名（项）。具体获奖名单见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 

1.“守望濒危动物”科学小报设计活动获奖名单 

2. “小小工程师”轨道任务挑战赛获奖名单 

3. “我的航天梦”创意制作活动获奖名单 

4. “未来月球车”模型设计活动获奖名单 

5. 飞行器设计与制作活动获奖名单 

 

 

 

杭州市青少年科普系列活动组委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2 

 

附件 1: 

“守望濒危动物”科学小报设计活动获奖名单 

中学组 

一等奖（共 10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二中树兰实验学校 贝彦铭 北极阿熊-濒危者的来信 

2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张馨怡 濒危动物 

3 萧山万向初级中学 沈伊琳 拯救藏羚羊 

4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晁艺心 守望濒危动物 

5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许宸源 保护动物共享自然 

6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朱芷菡 守护麋鹿 

7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陈语 守望濒危动物 

8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宋丹 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9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刘月辰 守望濒危动物藏羚羊 

10 杭州市弘益中学 莫子洲 蓝鲸 

二等奖（共 19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周慧宁 守望濒危动物 

2 杭州市之江实验中学 盛思越 请留我一片容身之地 

3 运河中学 袁恩琪 老虎 

4 杭州市文溪中学 何嘉铭 保护水中鲸灵 

5 运河中学 胡心妍 海洋蓝鲸的呼救 

6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徐易行 守望濒危动物 

7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程希 还动物家园，共享青山绿水 

8 杭州市四季青中学 卞子文 保护濒危动物 

9 瓶窑镇一中 陈杨凡 保护濒危动物 

10 杭州四季青中学 叶钱熙 守护国宝大熊猫 

11 杭州四季青中学 胡俊凯 守望濒危动物 

12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张婧艺 紫貂与貂皮大衣 

13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郑嘉楷 濒危动物蓝鲸 

14 杭二中白马湖学校 胡心萌 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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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5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陈玺羽 西班牙猞猁 

16 余杭区运河中学 孔语 与儒艮同在 

17 良诸第二中学 周蕾 雪豹 

18 运河中学 姚艺佳 黑颈鹤 

19 运河中学 王冉 熊猫 

三等奖（共 24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二中白马湖学校 马艺洋 保护濒危动物 

2 萧山万向初级中学 查罗楠 保护东北虎 

3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朱子仪 保护濒危动物 

4 杭州市湖畔学校 张恩嘉 守望濒危动物 

5 四季青中学 傅禹萌 守望濒危动物 

6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何培露 守护动物 从我做起 

7 杭州朝晖中学 叶周 守护麋鹿行动 

8 良渚第二中学 宋文龙 有它们才会有我们 

9 杭州观成实验中学 
李曾子

钰 
保护濒危动物 

10 杭州市紫金港中学 金奕诺 
保护穿山甲，留住人类的朋

友 

11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严予清 蓝鲸 

12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赵韵涵 保护海龟，急不可待 

13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傅靖涵 守望濒危动物 

14 良渚第二中学 严悦灵 守望濒临动物 

15 杭州观成实验中学 盛开 保护濒临灭绝动物 

16 杭州市钱学森学校 王天意 与朱鹮共舞 

17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俞诺轩 濒危动物麋鹿 

18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陆涵悦 保护濒危动物 

19 杭州四季青中学 陈雅婧 守望濒危动物 

20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胡亦萱 生命都需要善待 

21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宋菲娅 守望濒危动物 

22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陈思言 保护动物多样性 

23 杭州四季青中学 胡雨嫣 来自白鳍豚的呐喊 

24 运河中学 沈童昕 守望濒危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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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一等奖（共 45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行知小学 邵璞 守望濒危动物：朱鹮 

2 杭州市翠苑第一小学文华校区 汪宇辰 鹰隼 

3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丁书澄 中华穿山甲 

4 杭州巿育才外国语学校 马栎杨 
它不应该被残害，它应该被

关爱 

5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胡韵 穿山甲 

6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附属小学 胡雅忠 保护濒危物种--朱鹮 

7 杭州市时代小学 李锦洋 
守望濒危动物（保护狗獾 

拒绝野味） 

8 学军小学求智校区 韩怡霖 
少吃一口榴莲 拯救一只马

来虎 

9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毛语墨 请和动物做朋友 

10 杭州市长青小学 陈左宜 守望濒危动物 

11 杭州市学军小学之江校区 韩静苒 守望濒危动物 

12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陈倾城 守望海陆空濒危动物 

13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吕一 守护朱鹮 美好明天 

14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曹旖珂 保护中华穿山甲 

15 行知小学 陈若晗 穿山甲 

16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丁荷小

学 
王腾熙 蜂鸟 大自然的精灵 

17 杭州市时代小学 陈学熠 保护蓝鲸 

18 杭州市滨江第一小学 冯筠婷 保护濒危动物非洲象 

19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楼鑫睿 保护濒危动物 

20 萧山区北干小学 王瑜哲 拥抱海洋 保护海龟 

21 瓜沥镇第三小学 沈圣杰 守望濒危动物 

22 杭州市和家园小学 曹一晰 丹顶鹤 

23 萧山区瓜沥镇三盈小学 姚浩宇 善待动物，和谐生存 

24 杭州市省府路小学 宣岩 关爱生命保护野生动物 

25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茅以升实验学校 李兆骏 守望海中熊猫 

26 杭州市余杭区英特西溪外国语学校 余睿菡 
保护野生动物，与大自然和

谐相处 

27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陆姜子

珊 
守望濒危动物马岛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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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28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马鑫涵 善待生命，保护野生动物 

29 杭州市大禹路小学 朱晨韵 我是人类的好朋友 

30 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胡方懿 守护濒危动物 

31 杭州市行知第二小学 倪文昊 请善待它们 

32 杭州市行知小学 葛一诺 北非白犀牛 

33 杭州市时代小学 方雨婧 守望濒危动物（白鳍豚） 

34 杭州市行知小学 施予涵 中国吉祥鸟朱鹮 

35 乔司杭海路小学 姚凌 保护濒危动物 

36 杭州市行知小学 章晏宁 保护湿地，让麋鹿不迷路！ 

37 行知小学 吕姝辰 
自由的奔跑吧，美丽的高原

精灵 

38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九年一贯

制） 
徐木三 

狼王有梦 请给我们合适的

生活空间 

39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李怡 守望濒危动物 

40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干雨萱 守望濒危动物 

41 杭州市三墩小学 胡诗颖 
不要让后代子孙只能在博物

馆里才能看到今天的动物 

42 学军小学 鲍蕊佟 
保护濒危动物，共建和谐生

态 

43 杭州市翠苑第一小学文华校区 毛晓菁 北极熊 

44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叶茗哲 保护濒危动物，你我同行 

45 天杭实验学校 张爇薪 保护濒危动物玳瑁海龟 

二等奖（共 84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尚楚越 保护东方宝石朱鹮 

2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李正杭 同在地球上、人鸟共家园 

3 乔司杭海路小学 胡彩薇 保护麋鹿 

4 杭州市行知小学 梁昕诚 守护濒危动物之犀牛 

5 杭州行知第二小学 赵岑洁 保护穿山甲 

6 杭州市时代小学 张艺涵 马达加斯加陆龟 

7 杭州市时代小学 王艾然 神奇的角鲸 

8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朱正 天山上的活化石：伊犁鼠兔 

9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陶昱辰 每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 

10 育才登云小学 姚若萱 用爱呵护东方宝石朱鹮 

11 瓜沥三小 郭婷月 保护濒危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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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2 萧山区瓜沥镇光明小学 周千惠 
关爱濒危动物，共建和谐家

园 

13 杭州市天杭实验教育集团 柴子易 守望濒危动物 

14 杭州市西湖区育才外国语学校 阴悦 黑与白的世界正在消失 

15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宁萌 保护蓝鲸 

16 杭州市学军小学 赵函瑞 穿山甲 

17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陆珺 汤氏瞪羚 

18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胡逸欢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自己的孩

子 

19 杭州市大禹路小学 徐之恒 白鱀豚 

20 良渚七贤小学 陈弈可 保护濒危动物 

21 杭州市时代小学 潘芮司 守望扬子鳄 

22 塘栖二小 凌艺春 守望濒危动物 

23 萧山区北干小学 应昉桦 不要让一切成为回忆 

24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肖宇哲 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 

25 杭州三墩小学 朱烜平 守望濒危动物 

26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沈锌彤 守望濒危动物 

27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文熙翘 美丽的东方宝石朱鹮 

28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张歆愉 不因一时精彩痛失黑白 

29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谢意 
拒绝藏羚羊绒，还大自然温

暖！ 

30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陈奕宽 共同保护人类的朋友蓝鲸 

31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方炯超 守望濒危动物 

32 长青小学 徐以勒 保护动物敬畏生命 

33 杭州市时代小学 
王邵熠

轩 
保护国宝大熊猫 

34 杭州市勇进实验学校 李沁源 保护野生动物 

35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江和韵 东方宝石朱鹮 

36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苏以勒 朱鹮 

37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郑亦辰 濒危 麋鹿 

38 光华外国语学校 史怡柠 守望濒危动物 

39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郑禹彤 长江之豚，长江之魂 

40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苏周聪 守望濒危动物 

41 星桥第一小学 袁艺 守望濒危动物 

42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王语弦 最后一只中华穿山甲 

43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学院路校区 陈婧 守望濒危动物梅花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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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44 杭州市时代小学 傅馨颜 保护濒危动物 

45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沙一丁 保护濒临灭绝动物 

46 茅以升实验学校 章茹雪 濒危动物藏羚羊 

47 时代小学 李欣怡 保护濒危动物大熊猫 

48 杭州市行知小学 王子芃 保护穿山甲，从你我做起 

49 星桥第一小学 郭涵逸 保护濒危动物 

50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陈逸泽 等待冰雪降临 

51 杭州市行知小学 杨哲丞 请不要扼杀我们的祖先 

52 瓜沥镇第三小学 徐梓睿 保护濒危动物 

53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许湙澜 多彩地球由我守护 

54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杨欣荧 保护动物世界 

55 学军小学（求智巷） 曹沁宜 保护白鳍豚 

56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朱伊彬 爱护动物 

57 崇文实验学校 陈康悠 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58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李梓垚 保护濒危动物 

59 杭州锦绣·育才中学附属学校 贺佳宜 我不是药神 

60 杭州市三墩小学 来书卉 大熊猫--我们的国宝 

61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覃高进 保护狮子 

62 杭州天杭实验学校 张轩喆 守望东北虎 

63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蒋依珊 一路向北拯救北极熊 

64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刘羿 鹤立潮头，鸣萃天下 

65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韦紫依 守护濒危物种 

66 学军小学之江校区 何启杭 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园 

67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周之夏 菲律宾鳄鱼 

68 良渚七贤小学 屠许芮 保护濒危动物 

69 娃哈哈小学 张译文 保护家园珍爱濒危动物 

70 杭州市时代小学 何卓镁 濒危动物华南虎 

71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杨子娴 藏羚羊 

72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黎雨轩 为穿山甲发声 

73 瓜沥镇第三小学 许奕哲 守望濒危动物 

74 行知小学 汪欣怡 守护濒危动物 

75 杭州市行知第二小学 张鐘元 丹顶鹤 

76 瓜沥三小 杨欣斐 守望濒危动物 

77 杭州市学军小学之江校区 刘以沫 保护白鳍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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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78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东城实

验学校 
陆祖煜 保护动物，与自然和谐 

79 求是教育集团和家园小学 景若涵 濒危麋鹿 

80 光华外国语学校 李奕琛 丹顶鹤 

81 育才小学 康凌萱 白犀牛 

82 杭州市三墩小学 莫赵一 
保护野生动物，共享和谐之

美 

83 杭州育才京杭小学 陈明响 太阳当空照，大熊猫对我笑 

84 余杭区塘栖镇第二小学 沈亦然 守望濒危动物 

三等奖（共 93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行知第二小学 蒋窈缘 朱鹮 

2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陈熠 保护濒危动物 

3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谢振轩 守护森林 守护你 

4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崔易 敬畏大自然 守望藏羚羊 

5 杭州市富春第五小学 白境暄 保护濒危动物朱鹮 

6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周楚涵 保护野生动物 

7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何诚浩 保护濒危动物 

8 杭州市凤凰小学 薛子峻 保护濒危野生动物 

9 育才外国语学校 方歆茹 麋鹿 

10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王梓霖 
保护濒危动物，不要让它们

只存在于书本上 

11 杭州市丁信小学 韦正谦 保护动物  敬畏自然 

12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吴潼 保护珍稀动物 

13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沈若茜 濒危动物白鳍豚 

14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郑紫艺 守望濒危动物 

15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徐孝儒 
保护黑脸琵鹭，守护美好家

园 

16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丁敏芝 与夏威夷鹅起舞 

17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李椰若 拯救远东豹，保护地球村！ 

18 杭州市行知二小 陈文权 自然时报-树龙虾 

19 大关中学附属小学 汪思辰 守望濒危动物 

20 良渚七贤小学 戴钰萱 保护濒危动物 

21 长青小学 叶糖糖 长寿仙鸟丹顶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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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22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文一校区） 
谢周佑

泽 
蓝鲸 

23 良渚七贤小学 盛欣雨 麋鹿 

24 长青小学 何宇辰 聆听自然 守护生命 

25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张浩天 东北虎 

26 学军小学之江校区 陈雪 保护动物，一起加油 

27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

校 
余添玺 大熊猫 

28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金钰熙 守望濒危动物 

29 戴村镇中心小学 廖芝依 守望濒危动物 

30 杭州市行知第二小学 王中萱 加州神鹫 

31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金宇哲 保护蓝鲸 

32 学正小学 吴歆妍 白鲸 

33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赵雨炻 
我们也是动物，请善待动物

们！ 

34 大禹路小学 田语溪 敬畏自然 

35 杭州市萧山区育才小学 
王朱佳 

烨 
守护濒危动物 

36 萧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宋鸿博 守护濒危动物 

37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黄可欣 保护南极野生动物 

38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金芷冰 麋鹿的春天 

39 采荷二小 黄新喻 保护扬子鳄-最后的活化石 

40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单芷涵 幸运的东方宝石 

41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马心悦 保护野生动物 

42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严宸希 守望濒危动物 

43 杭州市勇进实验小学 罗心怡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44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贺以诺 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 

45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林纯西 
保护濒危动物，我为动物发

声 

46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张语樵 守护濒危动物 

47 杭州市三墩小学 蔡张泫 守望濒危动物-华南虎 

48 杭州市三墩小学 钱昱佳 
守护濒危动物，爱护地球妈

妈 

49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孙逸涵 关爱生灵，共享自然 

50 杭州学军小学 张宝涵 保护长江江豚 

51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单晨玥 
保护濒危动物，共享一片蓝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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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52 杭州天杭实验学校 陈开羽 我与东方白鹳的缘分 

5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夏仪萱 神奇的国蝶金斑喙凤蝶 

5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孙骏熙 濒危动物穿山甲 

55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席俣涵 
保护动物朋友，共生蓝天之

下 

56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王文羽

馨 
保护濒危动物麋鹿 

57 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柴葭懿 守望濒危动物熊猫 

58 育才外国语 方锐欣 北极熊它化了 

59 杭州时代小学 朱紫妍 保护野生动物 

60 长青小学 宋茁 濒危动物之大象 

61 杭州天杭实验学校 陆薇 保护穿山甲 

62 杭州勇进实验学校 祁悦 保护濒危动物华南虎 

63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沈思淇 人谐共处 

64 行知小学 唐馨玮 保护北极熊计划 

65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陶梓奕 保护犀牛 

66 茅以升实验学校 章茹薇 大熊猫 

67 丁荷小学 陈可 守望濒危动物 

68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泮馨予 濒危动物之北极熊 

69 杭州市时代小学 关天祁 保护濒危动物 

70 杭州英特西溪外国语学校 朱忆林 守护濒危动物东方宝石朱鹮 

71 杭州市时代小学 胡乐其 守护大熊猫 

72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王芷悦 濒危的丹顶鹤 

73 余杭区星桥第一小学 吕薇 守望濒危动物 

74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王静轩 保护濒临灭绝动物 

75 杭州采荷中学教育集团丁荷中学 解佳诺 守望濒危动物 

76 育才外国语学校 李斯羽 保护长江白鱀豚 

77 杭州市时代小学 郑智涵 保护濒危动物麋鹿 

78 杭州育才京杭小学 陈树 
中华凤头燕鸥：神话之鸟从

灭绝到回归 

79 北干小学 张皓徐 保护动物等于保护自己 

80 萧山区北干小学 金昊宇 保护濒危动物大熊猫 

81 杭州市行知二小 黄语萱 保护濒危险动物从我做起 

82 杭州时代小学 郑嫣然 守望濒危动物 

83 杭州市育才京杭小学 胡涵彬 
守护童年---保护生态小精

灵萤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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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84 杭州时代小学 沈羿成 拯救濒危动物大象 

85 杭州市时代小学 林骏逸 东北虎 

86 杭州市行知第二小学 
庞郑安

忆 
保护北极熊，保留一片冰 

87 杭州茅以升实验学校 朱俊楠 保护野生动物 

88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董子轩 守望濒危动物 

89 杭州时代小学 惠江楠 守护濒危，人人有责 

90 杭州市新华实验小学 吴彦宏 保护濒危动物 

91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王钟毅 守望濒危动物 

92 三墩小学双桥校区 程宇帆 
守望濒危动物之白鳍豚对话

篇 

93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张贝蕾 守望濒危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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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小小工程师”轨道任务挑战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共 23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市时代小学 黄译潇 

2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汪子锐 

3 杭州市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叶欣 

4 景和小学 包蓉 

5 杭州市行知小学 黄意涵 

6 杭州市行知第二小学 王中萱 

7 学正小学 盛毅星 

8 杭州茅以升实验学校 沈金霖 

9 西湖区定山小学 韩书行 

10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张少白 

11 翠苑一小文华校区 易辰西 

12 杭州市三墩小学 章佳乐 

13 杭州时代小学 徐文博 

14 钱塘外语学校 潘梓曈 

15 杭州市行知小学 肖子周 

16 杭州市丁荷小学 孙宇逸 

17 三墩小学 吴涵蕾 

18 杭州市行知第二小学 叶珺熙 

19 杭州天艺幼儿园 孟文星 

20 景华小学 赵泽烽 

21 杭州时代小学 吴添乐 

22 杭州市时代小学 杨谢园 

23 观澜小学 赵思齐 

二等奖（共 36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长青小学 黄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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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2 大关中学附属小学 汪思辰 

3 西湖区行知二小 潘欣然 

4 景华小学 裴佳莹 

5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袁思齐 

6 杭州时代小学 何弘毅 

7 良渚七贤小学 严晓语 

8 杭州市行知小学 衡禹成 

9 滨江区钱江湾幼儿园 李言兮 

10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尚彧阳 

11 富阳区永兴小学 何乐为 

12 杭州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余嘉雯 

13 杭州市凤凰小学 孙振越 

14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林孜屹 

15 丁荷小学 孙祺炜 

16 钱塘春晓幼儿园江南分园 刘茉灵 

17 大禹路小学大禹路校区 陶禹 

18 杭州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汪泽瀚 

19 杭州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胡佩琪 

20 行知第二小学 陈左宜 

21 杭州市时代小学 张昕瑜 

22 杭州市行知小学 李佳芮 

23 杭州市时代小学 王彦楷 

24 杭州市丁荷小学 黄仪平 

25 杭州育才外国语小学 蒋奇峻 

26 时代小学 邹沐霖 

27 杭州市行知小学 吴浩辰 

28 杭州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 李泽苏辰 

29 行知小学 俞欣辰 

30 杭州市丁荷小学 戚云瑶 

31 杭州三墩小学 王语辰 

32 丹枫实验小学 刘子毅 

33 杭州市行知小学 葛一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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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34 杭州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王敏行 

35 行知小学 陈涛 

36 杭州市时代小学 邵禧禧 

三等奖（共 28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1 杭州行知第二小学 徐音珂 

2 杭州市时代小学 倪曼淇 

3 行知小学 柴卓瑶 

4 杭州市行知小学 陈葭 

5 杭州时代小学 候珺然 

6 杭州市茅以升实验学校 姚涵曦 

7 杭州市丁荷小学 刘悦彤 

8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西湖小学 高禹博睿 

9 长青小学 沈则安 

10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茅以升实验学校 雷钰杰 

11 杭州市时代小学 陈烁全 

12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李艺宸 

13 杭州翠苑第一小学 黄张瑜 

14 行知小学 李炫慧 

15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西湖小学 方涵乐 

16 杭州市时代小学 谢雯艳 

17 行知小学 马天翊 

18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沈翌扬 

19 杭州市景华小学 叶哲涵 

20 时代小学 叶衡 

21 杭州市行知小学 翁贝霓 

22 杭州市丁荷小学 余恺卿 

23 杭州市时代小学 盛思涵 

24 行知第二小学 郑洋义 

25 杭州市时代小学 孔思睿 

26 杭州市时代小学 黄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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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27 杭州时代小学 倪宇颉 

28 星桥第一小学 霍训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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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我的航天梦”创意制作活动获奖名单 

中学组 

一等奖（共 2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学军中学 刘军泉 海洋强国卫星模型 

2 十五中教育集团崇德中学 谢敏行 机遇号火星车 

二等奖（共 5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十五中崇德校区 商翔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2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章沁怡 嫦娥 

3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刘昱辰 嫦娥一号 

4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赵奕帆 长征 3B 号火箭 

5 滨江一小 熊美懿 长征二号模型 

三等奖（共 9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高原 航天飞机 

2 良渚第二中学 郭振杰 长征五号模型 

3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王嘉昊 神州火箭 

4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章林睿 长征五号航天器 

5 浙江省杭州市四季青中学 金哲一 长征二号 F 载人运载火箭 

6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宋菲娅 腾飞 

7 杭州二中白马湖中学 孙仕坤 神州十一号航天器 

8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葛小川 ASTERIA 模型 

9 杭州市公益中学 龚赫 长征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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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组 

一等奖（共 13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行知小学 梁辰 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模型 

2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侯墨缙

轩 
长征号火箭模型 

3 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 陈泽恺 神州载人飞船返回舱 

4 杭州市时代小学 何赫 玉兔号月球车模型 

5 杭州市时代小学 黄译潇 天问一号 

6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汪子锐 神舟十一号飞船模型 

7 时代小学 石牧云 机智号火星直升机 

8 杭州市时代小学 张乐天 玉兔号月球车 

9 杭州行知小学 贾欣睿 嫦娥五号 

10 时代小学 胡雨晨 东方红一号 

11 杭州市时代小学 杨诗涵 天宫二号手工模型 

12 杭州市茅以升实验学校 吕谨言 玉兔二号月球车 

13 杭州市时代小学 毛羿翔 玉兔号月球车 

二等奖（共 17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时代小学 
王邵熠

轩 
长征 5 号模型 

2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方一然 神舟五号 

3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俞浩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4 西湖小学 张茜涵 长征 2 号 F 运载火箭 

5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胡心妤 
 长征二号 CZ-2F 载人飞船

运载火箭 

6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鲍昊然 宇宙空间站 

7 杭州市时代小学 侯懿恩 杭航天飞机 

8 杭州时代小学 曹文皓 土星 5 号 

9 萧山区育才小学 李依洁 嫦娥五号模型 

10 杭州市时代小学 吴悠杨 天问一号 

11 杭州市时代小学 李诗涵 长征五号模型 

12 杭州市时代小学 翁禾 嫦娥五号 

13 采荷一小分新城实验小学 葛天弈 长征二号 f 型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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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4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王舒灏 长征 5 号（CZ-5） 

15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徐米诺 我的航天梦 

16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赵陈庐 神州五号 

17 星桥第一小学 黄思语 航天模型 

三等奖（共 22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丁信小学 韦正谦 北斗一号卫星模型 

2 杭州市时代小学 张源珅 天问一号 

3 杭州丁荷小学 毛艺哲 宇宙空间站 

4 杭州市时代小学 叶予初 航天器 

5 萧山区瓜沥镇第三小学 周鑫源 神舟五号飞船 

6 杭州市时代小学 施珮含 中国天空实验室设计 

7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张丹维 先驱者 10 号 

8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吴雨晨 三墩小学 吴雨晨  航天器 

9 杭州市时代小学 赵成知 玉兔一号 

10 杭州市三墩小学 莫赵一 西湖一号 

11 三墩小学 钱品嘉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12 杭州市胜利小学（钱塘校区） 孙鸿宇 长征五号模型 

13 杭州市时代小学 黄诺涵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模型图 

14 杭州市时代小学 殷悦 长征五号模型 

15 杭州市时代小学 杨若琳 阿波罗 11 号 

16 星桥第一小学 郭涵逸 火箭 

17 行知小学 田梓宸 长征火箭 

18 杭州市行知小学 诸瑾妍 骷髅探秘号 

19 杭州市时代小学 周梓彧 Dodo 号模型 

20 杭州时代小学 夏思齐 神州号航天器 

21 杭州市时代小学 胡乐其 长征二号 E 

22 行知第二小学 周靖尧 银河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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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未来月球车”模型设计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共 15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汪梓欣 元魂.鄱阳湖 

2 十五中教育集团崇德中学 谢敏行 
核动力履带式载人月球科研

车 

3 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王喆阳 ＂麒麟＂号多功能月球车 

4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呙泰然 逐月号月球车登陆组 

5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吴伟平 MADE IN CHINA 月球车 

6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沈锃佑 天空之臣月球车 

7 西湖小学 李易萌 曙光号登月车 

8 杭州四季青中学 刘子健 刘泽 

9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朱绎可 青云 

10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朱宇晨 攀登者号 

1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崔灿 月犬一号 

12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张睿阳 探索者号月球车 

13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王宏鑫 中国探月 无限一号 

14 保俶塔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 沈子钧 MIU 月球探测车 

15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方东啸 酱鸭舌号月球车 

二等奖（共 22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章沁怡 北安一号 

2 杭州四季青中学 徐沈茁 捷龘号 

3 杭州四季青中学 陈子涵 our 月球车 

4 湖畔学校  欧晓鸥 神鸥登月车 

5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郑智菲 奋进者号 月球车 

6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朱鸿瑞 我的未来月球车 

7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黄钰涵 月球探测器 

8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赵予歌 勇敢号 

9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刘丰鸣 月球平衡车组 

10 学军小学教育集团学军小学 许子秋 天蝎二号月球探测车 

11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 刘思睿 广寒号月球登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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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2  育才实验小学 陈靖飞 FERRY NO.1 登月器 

13 卖鱼桥小学 沈屹安 吴刚一号 

14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黎哲元 玉兔２号 

15 四季青中学 林紫怡 未来月球车 

16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张励谦 未来月球车 

17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徐籽宁 月球车 

18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管雯卿 青型探月车 

19 行知小学 俞奕辰 嫦娥 6 号 

20 白马湖中学 徐至昊 智能登月车 

21 育才京杭小学 竺启凡 未来之帆登月车 

22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宋丹 未来月球车 

三等奖（共 24 名）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四季青中学 黄俊康 嫦娥十号 

2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王宇柘 月宫 1 号 

3 杭州丹枫实验小学 钱弘翊 天蓬 

4 杭州市四季青小学 金晓倩 智能移动车 

5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邬晨昊 探索者 1 号 

6 杭州市公益中学 龚赫 太阳能月球车 

7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方一斯 引领未来的月球车 

8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张丹维 五星动力号 

9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方炯超 超哥一号未来登月车 

10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张忆萱 奔月一号月球车 

1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刘雨谦 极光二号登月舱 

12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 沈伊怡 玉兔十号 

13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金乾耀 丹枫 1 号月球车 

14 杭州市钱学森学校（初中部） 陈进 子母月球车 

15 学军之江 丁煜轩 未来月球车设计图 

16 杭州四季青中学 吴欣蓝 未来月球车 

17 杭州四季青中学 宁紫怡 可载人月球车 

18 杭州市长青小学 栾齐 前进号 

19 四季青中学 翟浩轩 未来号月球车 

20 时代小学 柳明远 未来月球车 

21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舒亦晨 天启 1 号 Apocalyp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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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22 杭州市长青小学 茹逸鸿 探索号月球车 

23 杭州市余杭区英特西溪外国语学校 卢泓铭 视频采集月球车模型 

24 西湖小学 朱晨希 小小月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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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飞行器设计与制作活动获奖名单 

中学组 

一等奖（共 6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宋丹 飞碟 

2 十五中教育集团崇德中学 谢敏行 仿秃鹰长尾翼纸飞行器 

3 运河中学 方诚磊 盘旋纸飞机 

4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林祺晗 自由之翼 

5 运河中学 李自信 父子号飞行器 

6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沈菲特 沈菲特 

二等奖（共 10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二中白马湖学校 洪语轩 简易飞行器 

2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王嘉昊 超精英飞行器 

3 四季青中学 周亦乐 能回旋的纸飞机 

4 杭州二中白马湖 许艺卉 纸飞机 2.0 

5 杭州市公益中学 龚赫 春日里来折纸飞机 

6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蒋涵宇 战斗型飞行器 

7 杭州四季青中学 林涵睿 苏珊飞行器 

8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张翊钦 飞行器 

9 杭二中白马湖学校 陈里睿 星际飞碟 

10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中学 严仕琪 人工续航的永动机 

三等奖（共 14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俞诺轩 纸飞机 

2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高颖岚 升力纸飞机 

3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黄焉艾 锁扣纸飞机 

4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陈崇一 飞箭号战斗机 

5 杭二白马湖 李佳鸿 绿光环保飞行器 

6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中学 郑乐昀 不规则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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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7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丁王杰 纸飞机 

8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袁潇 钝头飞行器 

9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阮弘毅 飞行器 

10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吴进平 纸飞机 

11 杭州四季青中学  颜与恬 卫星 

12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余周琪 飞行器 

13 杭州四季青中学 章亦晨 游荡的纸飞机 

14 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严安 king 

小学组 

一等奖（共 13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丁信小学 蔡妍希 新时代飞行器 

2 求是和家园小学 王晨皓 旋转的飞机 

3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郑泽轩 纸飞机 

4 杭师附小 许一杋 单双翼可变纸飞机 

5 杭州市翠苑第一小学 周祉含 飞行器 

6 英特西溪外国语学校 张子乐 旋风小子 

7 杭州市时代小学 黄译潇 飞在春天的彩燕 

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行知小学 储子程 牛气冲天纸飞机 

9 杭州市凤凰小学 应溥原 穿梭者 14 号 

10 杭州市行知小学 黄嘉懿 手作纸飞行器 

11 杭州三墩小学 王语辰 回旋飞机 

12 杭州市时代小学 李承泽 纸飞机 

13 大关中学附属小学 汪思辰 神奇的转转飞行器 

二等奖（共 30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时代小学 张源珅 模拟滑翔机 

2 杭州市三墩小学 章佳乐 纸飞机小白 

3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院 李瑞曦 神奇的纸飞行器翻转机 

4 杭州市丁信小学 韦正谦 亚运会一号飞机 

5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张泽曦 滑翔一号 

6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胡子尘 纸飞机模型器大自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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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7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叶芷涵 仓鼠号纸飞机 

8 三墩小学 印庭逸 回旋纸飞机 

9 行知小学 周若汐 纸飞机快飞吧 

10 杭州市行知小学 林沈墨 墨飞 

11 杭州市茅以升实验学校 吕谨言 回旋飞行器 

12 保俶塔小学 
刘李隽

羽 
翼龙飞行器 

13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吴泽宇 绿鹰一号 

14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何杭 飞行器设计制作 

15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胡浩志 高空飞行器 

16 行知小学 杨乐妍 扑翼飞机 

17 杭州市茅以升实验学校 肖雨晨 多多飞行器 

18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 郭子优 飞行器 

19 杭州时代小学 何弘毅 一往无前号 

20 富春第五小学 聂未 重头机 

21 杭州市时代小学 周欣琰 纸飞行器设计 

22 杭州市茅以升实验学校 陈煜航 远航号 

23 杭海路小学 孙振阳 神鹰号 

24 杭州市时代小学 高沂杭 蝉翼飞行器 

25 时代小学 唐天行 翔龙号纸飞机 

26 三墩小学 何逸凡 简易螺旋飞机 

27 杭州锦绣育才中学附属学校 张晴天 牛气冲天 

28 时代小学 张启悦 承载航天梦的飞行器 

29 行知小学 连子瑜 我的纸飞机 

30 茅以升实验学校 毛王泽 回旋纸飞机 

三等奖（共 39 项） 

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1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龚煜麟 纸飞行器 

2 杭州市行知小学 范亦轩 我的纸飞机 

3 行知小学 叶沅钰 Y-521 纸飞机 

4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季子汛 龙鱼战斗机 

5 杭州市时代小学 苗睿函 
用手工纸飞机直观感受空气

浮力规律 

6 西湖区嘉绿苑小学 郗琦 远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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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姓名 作品名称 

7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董易卓 空中之王 

8 丁荷小学 柯鳕宸 固定翼战斗纸飞机 

9 行知小学 袁绪毅 纸飞机 

10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 赵毅涵 盘旋纸飞机 

11 行知小学 王宥涵 B16 战斗机 

12 杭州行知第二小学 费凡 超级飞机 

13 新围小学 邹景涵 牛牪犇~我的牛年飞行机 

14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茅以升实验学校 韩欣芮 中国雄鹰歼 10 战斗机 

15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宁萌 留空纸飞机 

16 杭州市时代小学 水瑜琪 巨鹰号飞机 

17 嘉绿苑小学景汇校区 
欧阳德

瑞 
环形纸飞行器 

18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蒋飞宇 滑翔飞机 

19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张子梓 纸飞机 

20 杭州育才外国语学校 王子含 纸飞机 

21 茅以升实验学校 王车祺 蝙蝠侠飞飞飞 

22 行知小学 吴政衡 @夏沫、櫻花雨 

23 杭州市行知小学 徐一铭 Yimi 纸飞机 

24 杭州市时代小学 徐欣怡 飞行器设计与制作 

25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茅以升实验学校 吴米菲 我的飞行器 

26 杭州行知第二小学 李张瑔 碟镖 

27 杭州市西湖小学 钟雨泽 纸飞机 

28 行知小学 解郑融 纸飞机 

29 行知二小 孙一昕 老鹰飞机 

30 行知二小 刘沛承 纸飞机 

31 乔司杭海路小学 段旭平 苏三飞机 

32 行知小学 吴昊 纸飞机 

33 行知二小 郭冠成 梦想方舟 

34 行知小学 柯欢洋 梦想纸飞机 

35 杭州文澜实验学校 韩贝宁 H-60YT 

36 西湖小学 陈奕涵 纸飞机 

37 周浦小学 张涛 传统纸飞机 

38 文三教育集团杭州市嘉绿苑小学 刘骐玮 雄鹰战斗机 

39 景华小学 宋恩泽 希望 1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