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中⼩学⽣天⽂知识技能竞赛补充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教卫局、社发局）及参赛学校：

本次竞赛时间及场地具体安排如下，望相互通知。

⼀、时间及竞赛场地安排

时间：2021年 11⽉ 2⽇

地点：杭州⻘少年活动中⼼滨江分中⼼（建业路 950号）

⽐赛项⽬ 签到地点 时间 具体安排

天⽂知识技能
⼤赛（初中组、
⾼中组）

⼀楼多功能厅
11.2⽇
周⼆上午

8：30——9：00签到、⼊场
9：00——9：30闭卷知识竞答
9：30——12：00 实践操作环节

天⽂知识技能
⼤赛（⼩学组）

⼀楼多功能厅
11.2⽇
周⼆下午

13：00——13：30签到、⼊场
13：30——14：00闭卷知识竞答
14：30——17：00 实践操作环节

⼆、天⽂知识技能⼤赛说明：

⽐赛包括知识竞答、望远镜实践操作、天象厅模拟观测。其中知识竞答环节

统⼀时间开始，望远镜实践操作、天象厅模拟观测环节根据⼩组抽签⾄各分场地

依次进⾏。

1. 知识竞答：进⾏天⽂概念与常识的知识竞答，考查天⽂理论知识。请考

⽣提前 15分钟进⼊考场，按指定位置就座。过程中需要⽤到的签字笔或钢笔、

有刻度的直尺、量⻆器、铅笔、橡⽪、不带编程和存储功能的科学计算器由参赛

选⼿⾃⾏准备。

地点：⼀楼多功能厅

2.望远镜实践操作：在规定时间内，选⼿需按要求完成重要配件安装、望远

镜调节及观测⽬标寻找、瞄准及答题等相关任务。

天⽂望远镜主要参数：折射式主镜；⼿动⾚道仪；光学寻星镜。

地点：⼀楼中庭（如遇⾬天则更改⾄四楼运动⽻⽑球厅）

3.天象厅模拟观测：根据选⼿的抽签确定观测⽬标，在规定时间内，选⼿需

按照要求完成常⻅星座或亮星⽬标的寻找与辨识。

地点：六楼天象厅



三、其他事项

1.防疫 根据防疫要求，各参赛队进⼊⽐赛场地需出示健康码、⾏程码，佩

戴⼝罩。

2.⽐赛纪律 任何⼈不得以任何形式试图⼲扰、影响本次⽐赛的正常评审秩

序，⼀经发现，⼀律取消有关选⼿的参赛资格。

3.请参赛选⼿和指导教师共同营造良好的⽐赛氛围。若发⽣本⽅案未预计到

的特殊情况，将由组委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临时决策。

4. 联系⼈：周⽼师，联系电话：85828281

附件：天⽂知识技能⼤赛参赛队员名单

组别 区县市 学校 学⽣名单

⼩学组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夏天淇 王云瞻 郑宸⽻

⼩学组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杨悦聪 陈成滔 周歆瑶

⼩学组 滨江区 杭州⼆中⽩⻢湖学校 陈博远 葛桐 简皓然

⼩学组 淳安县 淳安县千岛湖镇第六⼩学 王陈雅彬 洪余杰 徐琳朗

⼩学组 淳安县 淳安县千岛湖镇第⼀⼩学 余佳良 江俊毅 章罗安

⼩学组 淳安县 淳安县千岛湖镇第三⼩学 曹畅 陈霄鹏 雷何依

⼩学组 拱墅区 杭州市星澜⼩学 陈煦峥 顾逸峥 叶宇轩

⼩学组 拱墅区 杭州市卖⻥桥⼩学 沈屹安 ⽅智涵 徐浩宸

⼩学组 拱墅区 杭州市育才京杭⼩学 陈俊⽻ 岑威呈 王腾云

⼩学组 拱墅区 杭州市育才京杭⼩学 竺启凡 徐⼀凌 麻舒语

⼩学组 江⼲区 杭州市丁荷⼩学 潘⼀⾔ 陈杭 王俊楠

⼩学组 江⼲区 杭州市景和⼩学 李天钦 宋⼦涵 朱⼦⽈

⼩学组 江⼲区 杭州市采荷第⼆⼩学 ⽑昱昊 陈楚越 茅赫伦

⼩学组 江⼲区 杭州市夏衍⼩学 徐⼦翔 胡妙涵 杨燚彤

⼩学组 临平区 杭州市余杭区乔司杭海路⼩学 洪睿熙 陈淑婷 王⼀鸣

⼩学组 临平区 临平区杭州橄榄树学校 吴嘉豪 傅轩杰 陈洋

⼩学组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崇贤第⼀⼩学 章浩成 孙祥瑞 余正翔

⼩学组 临平区 杭州市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顾元⻬ ⾦⼭骏琪 ⽢晋恺

⼩学组 钱塘新区 杭州钱塘新区义蓬第⼆⼩学 袁⾼怡 计睿 唐梓尧

⼩学组 钱塘新区 杭州钱塘新区钱江⼩学 张⾬彤 ⾼⼦轩 陈嘉豪

⼩学组 钱塘新区 杭州钱塘新区新湾⼩学 施奕橙 张睿阳 唐⽴欣

⼩学组 钱塘新区 杭州钱塘新区学正⼩学 邓⼩夏 王丰⽲ 周⼦墨

⼩学组 上城区 杭州市崇⽂实验学校 郑溢尘 杨明睿 陈浩嘉

⼩学组 上城区 杭州天地实验⼩学 张乐萱 曹亦⾏ 颜煜卓

⼩学组 上城区 杭州市⾦都天⻓⼩学 ⻢伊雯 裘诺欣 叶栩铄

⼩学组 上城区 杭州市蒋筑英学校 周⼦轩 裘睿柏 洪佳佳

⼩学组 ⻄湖区 杭州市绿城育华⼩学 陈庆宇 郭璞轩 沈⽻赞



⼩学组 ⻄湖区 杭州市学军⼩学 商⼦墨 杨睿东 刘⼦平

⼩学组 ⻄湖区 杭州市学军⼩学 郑嘉轩 ⾦尚野 杨烁⾏

⼩学组 ⻄湖区 杭州市学军⼩学 孟⼦肖 刘⼦安 ⻩⻘蓝

⼩学组 下城区 杭州市⻓⻘⼩学 钟亦涵 袁柯涵 陈静宸

⼩学组 下城区 杭州市永天实验⼩学 詹宏翊 孙⽂硕 余瑞尧

⼩学组 下城区 杭州⻓江实验⼩学 周桓正 郑姚涵 王声威

⼩学组 下城区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吴尔希 周逸哲 陈正⼤

⼩学组 萧⼭区 萧⼭区⽠沥镇坎⼭⼩学 柏周炬 施宇 章梓浩

⼩学组 萧⼭区 萧⼭区湘师实验⼩学 李奕南 王菁 罗晨浩

⼩学组 萧⼭区 萧⼭区湘师实验⼩学 王泽阳 李沐⽂ 刘云昊

⼩学组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中⼼⼩学 韩鑫蕾 周其华 龚程

⼩学组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中⼼⼩学 王思源 王涵霖 蔡俊祺

⼩学组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成外国语⼩学 王浩斌 王悦涵 吴⾬航

⼩学组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学 沈硕 裘⼦彦 胡佳卿

初中组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聂悠扬 陈致知 ⾦以忱

初中组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承远 任可为 周阅⾏

初中组 滨江区 浙江省杭州滨和中学 林天瑞 陈麒睿 ⻢姝笑

初中组 滨江区 杭州⼆中⽩⻢湖学校 张时维 沈思睿 ⻢沛东

初中组 淳安县 淳安县千岛湖初级中学 卢新⻰ 邵宇恒 钱展旭

初中组 淳安县 淳安县千岛湖镇⻘溪初级中学 唐焕新 余卿⼉ 严咏诚

初中组 淳安县 淳安县汾⼝镇初级中学 王锦烨 余晟 姜佳毅

初中组 拱墅区 华东师范⼤学附属杭州学校 赵北⾠ 陈宗逸 李祝睿

初中组 拱墅区 杭州市⼤关实验中学 顾锦⽂ 赵奕普 顾语暄

初中组 拱墅区 杭州市⽂晖中学 温予萌 凌希恩 陈安顺

初中组 拱墅区 杭州市⽂晖中学 ⻩圣哲 李欣妍 陈贾融

初中组
江⼲区

浙江师范⼤学附属杭州笕桥实验

中学 陈舰 张⼀恒
赵⼦越

初中组 江⼲区 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 吕梓琪 徐浩然 陈苏徽

初中组 江⼲区 杭州市采荷中学教育集团 曹⼀凡 张墨 彭⼦墨

初中组 江⼲区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潘岳 李⾬函 吴优

初中组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运河中学 李淼 ⻩允诺 董思琪

初中组 临平区 临平区杭州橄榄树学校 陈梓铖 张政旭 赵⼀霖

初中组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中学 宋元钦 沈泽恩 杨浩然

初中组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五中学 吴懿逊 胡皓俊 汪鑫怡

初中组 钱塘新区 杭州⾼级中学启成学校 莫可葳 季郑语 杨⼀斌

初中组 钱塘新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正中学 何梓烨 ⾦锐 ⾦晟曦

初中组 钱塘新区 杭州市⽂海实验学校 刘畅 胡天泽 朱⼦颜

初中组 钱塘新区 杭州市⽂海实验学校 顾武韬 何明睿 刘⼀丁

初中组 上城区 杭州市清河实验学校 李顺 张郝健 沈浩⽂

初中组 上城区 杭州市开元中学 吴彦儒 赵家瑞 刘⾬皓

初中组 上城区 杭州市建兰中学 应晨恺 胡⾠同 王柯涵

初中组 上城区 浙江省杭州第⼗中学 王欣宁 钟漱铭 陈矣诺

初中组 ⻄湖区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吕皓呈 郑⾦昊 蒋卓衡



初中组 ⻄湖区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苏奕鸣 乐屈毅 郑天从

初中组 ⻄湖区 杭州市公益中学 邵⽂哲 骆天宇 吕⽂恺

初中组 ⻄湖区 杭州市公益中学 曾翰⽂ ⾼⻘和 周楮⽂

初中组 下城区 杭州启正中学 陈志轩 潘伊 宋致远

初中组 下城区 杭州市⻛帆中学 张家瑜 ⽅伊轩 杨⼦霖

初中组 下城区 杭州市⻛帆中学 余昕晨 陆欣然 陈可⾟

初中组 下城区 杭州市朝晖中学 赵俊凯 李泽仁 陈阳

初中组 萧⼭区 萧⼭区新桐初级中学 曹⼦杰 巫振轩 饶映冬

初中组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学 施语桐 侯锦程 王鑫浩

初中组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安吉路良渚实验学

校 孟想 郑欣晨
王泽⽂

初中组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中学 沈朕曦 朱益敏 叶耀程

初中组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湖镇中学 宋馨然 沈泽南 周欣⾬

⾼中组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第⼀中学 李扬 庞军 吴家伟

⾼中组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实验中学 叶旺成 ⾼燕楠 王象郯

⾼中组 淳安县 浙江省淳安中学 邵振欣 徐商朔 柴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