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中小学生计算

机编程竞赛之 Scratch 语言趣味挑战赛

补充通知

一、竞赛形式

每支队伍两名同学，利用 scratch 编程语言，在规定时间内紧紧围绕现场公

布主题和命题共同完成一个作品创作。围绕作品的思想性、技术性、作品的完整

性和艺术性进行评价。

二、地点：

滨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楼多功能厅（建业路 950 号）

三、时间：2021 年 11 月 11 日

初中组：上午

 报到、入场、调试时间：8:30~9:20

 公布命题时间：9:10~9:30

 上机制作时间：9:30~11:30

 离场时间：全部队伍的作品提交并检查核对后离场

小学组：下午

 报到、入场、调试时间：12:30~13:20

 公布命题时间：13:10~13:30

 上机制作时间：13:30~15:30

 离场时间：全部队伍的作品提交并检查核对后离场



四、竞赛环境：

1．每支队伍两名同学使用两台电脑，最终提交一份 sratch 作品，选手应具

备作品的整合能力。

2．每支队伍提供一张桌子，每位选手自带笔记本电脑、1.5 米以上长度的

接线板和耳机话筒。

3．笔记本电脑端安装 scratch3.0 软件和 ftp 客户端软件;现场提供素材下

载和作品文件的提交通过 ftp 形式进行，选手应具备 ftp 登陆、作品上传和下载

的能力。报到时下发连接路由器的帐号与密码，ftp 帐号与密码。

4．现场布置有局域网环境，ftp 服务器平台，同时提供 scratch 语言服务

器平台供选手选择使用；scratch 语言服务器平台下一个帐号下两名同学可同时

登陆，进行两个作品的创作，

5．现场竞赛不允许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等）、可以连接互联网环境的相

关设备等。一经发现则立即取消比赛资格。

6．每支队伍可准备一只干净的 U盘备用。

7．Scratch 相关软件供参考，下载地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6_7UjkNhXoThr3WYZNZDaA 提取码：teax

五、其它说明

1．每位选手必须携带市民卡核查身份，每位少先队员需佩戴红领巾。

2．请自觉根据国家、省、市疫情防控要求，不符合参赛条件的选手不得进

入赛场。家长与老师全程不得进入赛场。每位选手进入比赛场地时需出示健康码、

行程码，测量体温后进入。每位选手请做好个人防护，全程佩戴口罩，预备防疫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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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遵守各项规定。



六、选手名单

小学组

区/县 学校 参赛选手

滨江区 杭州市闻涛小学 孙轩睿 李卓涵

滨江区 杭州市东冠小学 来沈镱 王徐辰

滨江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 王孙牧 孙王禾

滨江区 杭州市春晖小学 祁沫予 陈厚行

拱墅区 杭州市文澜小学 周毓秀 李泽凯

拱墅区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章航烨 刘琛

拱墅区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诸振轩 高光泽

拱墅区 杭州市莫干山路小学 王若嘉 都浩然

西湖区 杭州市翠苑第一小学 王泽邦 徐时安

西湖区 杭州市大禹路小学 徐右 葛书涵

西湖区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 沈承弘 李瀚哲

西湖区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 林琪涵 武明锐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育海外国语学校 王治霖 孙瑞博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凤凰小学 陆宇轩 陆航远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金成外国语小学 王圳洋 李君泽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翡翠城学校 张镓欣 胡皓轩

上城区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沈志诚 周桓漠

上城区 杭州市勇进实验学校 严心羽 叶云天

上城区 杭州市大学路小学 朱麒睿 刘乙霄



上城区 杭州市凤凰小学 王梓尧 徐子涵

上城区 杭州市凤凰小学 张洋 汤棋深

上城区 杭州市天长小学 李博伦 董魏鹏

上城区 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周钰宸 陈鼎元

其它 杭州娃哈哈双语学校 俞天翼 范一诺

其它 杭州娃哈哈双语学校 杜颢源 马熙珺

江干区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郑沅成 陈宇皓

江干区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谢玉致 谭于阅

江干区 杭州市笕桥小学 黄卓锐 王昱乔

江干区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 叶禹晟 余可丰

江干区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张瀚匀 杜烨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八小学 欧金翰 李佳伦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五小学 蒋和勤 谢朔帆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永兴学校 凌张淳 孙浩洋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永兴学校 何睦 汪瑞阳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二小学 孙昱鑫 包一诺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三小学 金柏伊 刁砚希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乔司中心小学 刘程 张景澄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乔司中心小学 方皓然 屠嘉祁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星桥中心小学 燕绍安 胡宵

钱塘新区 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附属学校 黄新元 孙梓轩

钱塘新区 杭州市下沙第一小学 郑欣妍 游锐祥

钱塘新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正小学 庞静雯 徐晨睿

钱塘新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听涛小学 吴昊城 杨杭遇



桐庐县 桐庐县徐凝小学 吴潘晨 张泽鑫

桐庐县 桐庐县实验小学 胡存卓 郑子焓

桐庐县 桐庐县迎春小学 杨以勒 彭子涵

桐庐县 桐庐县学府小学 吴翊轩 徐子轩

桐庐县 桐庐县春江小学 邓潇翊 边郭弋

桐庐县 桐庐县分水实验小学 周铭浩 马子轩

桐庐县 桐庐县文正小学 黄旭尧 程旭涵

临安区 杭州市临安区衣锦小学 袁少 洪运樟

临安区 杭州市临安区衣锦小学 孙陈潇 吴梓岩

临安区 杭州市临安区潜川镇潜川小学 刘士虎 陈昊然

临安区 杭州市临安区潜川镇潜川小学 许高磊 赵俐雯

临安区 杭州市临安区博世凯实验小学 闻叶盛 徐梓豪

临安区 杭州市临安区青山小学 吴浩彬 朱可涵

临安区 杭州市临安区青山小学 段昕宇 颜骆凡

临安区 杭州市临安区博世凯实验小学 骆浩然 徐潇然

下城区 杭州市胜蓝实验小学 傅宇心 傅宇开

下城区 杭州长江实验小学 徐诗涵 杨东霖

下城区 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 岑梓轩 唐徐昇

淳安县 淳安县实验小学 王钰渊 邵泽楷

淳安县 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溪小学 汪语嫣 李恩旭

淳安县 淳安县临岐镇中心小学 鲁江玮 童梓涵

淳安县 淳安县千岛湖镇第三小学 鲍前锦 曹畅

淳安县 淳安县鸠坑乡中心小学 洪晓东 钱宇恒

淳安县 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 谢子觉 张浩霖



建德市 建德市明镜小学 李帛炆 彭叶珂

建德市 建德市明镜小学 舒绍恒 张米乐

建德市 建德市明珠小学 何思璇 王瑞

建德市 建德市实验小学 何心怡 罗浩元

建德市 建德市新安江第二小学 毛晨欢 刘恒希

建德市 建德市新安江第一小学 诸葛宇锐 胡圯雨

萧山区 萧山区浦阳镇中心小学 俞昊 朱瑜洁

萧山区 萧山区朝晖小学 徐泽凯 俞立成

萧山区 萧山区高桥小学 杨书霖 孙潇涵

萧山区 萧山区万向小学 谢思嘉 倪灏雯

萧山区 萧山区万向小学 孙以涵 倪振嘉

萧山区 杭州市萧山区高桥金帆实验学校 朱心煜 臧轩毅

萧山区 萧山信息港小学 孙天熠 楼天佑

初中组

区/县 学校 参赛选手

滨江区 浙江省杭州湖畔学校 陈铭凯 朱杭之

滨江区 杭州浦沿中学 周奥胜 秦浩然

滨江区 杭州长河中学 平凯文 封昊

滨江区 浙江省杭州闻涛中学 杨博凯 包楚涵

拱墅区 杭州市长阳中学 李晟博 陈晗宇

拱墅区 杭州北苑实验中学 沈子晗 刘朗

拱墅区 杭州北苑实验中学 汪译宬 程云帆



拱墅区 杭州市行知中学 倪乐添 柴浚菥

西湖区 杭州市三墩中学 陈伟浩 林传哲

西湖区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郑珺菡 李则广

西湖区 杭州市翠苑中学 赵熙锴 戴睿萱

西湖区 杭州市翠苑中学 张奕宸 屈楷航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一中学 陈俊宁 余劲辉

余杭区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未来科技城学校 周又 邵衡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中学 董旭杰 许天杨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亲亲学校 胥睿 庹啟盛

上城区 浙江省杭州第十中学 江坤阳 袁琎哲

江干区 杭州市景芳中学 张逸林 林伟鑫

江干区 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学校 王曦 卢畅阳

江干区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陈天行 陈奕涵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郁达夫中学 毛亿楷 陈佑铭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永兴学校 华哲文 王子恒

富阳区 杭州市富阳区永兴学校 金圣凯 谢承昀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三中学 高元辰 丁飞宇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三中学 敖正康 陈诺

临平区 杭州市余杭区信达外国语学校 钟君睿 许逸凡

临平区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一中学 杨子宁 沈电

钱塘新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卓延 肖杭

钱塘新区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蹇呈然 蒋顺翔

钱塘新区 杭州钱塘新区启源中学 王隽之 李晴川

钱塘新区 杭州钱塘新区启源中学 章祥 叶佳杭



下城区 杭州市春蕾中学 韩秋实 林李翔

下城区 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 叶子昂 姜南

下城区 杭州市风帆中学 胡宇航 方一尧

下城区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卓易岑 谢梦妮

下城区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黄铄 楼欣悦

淳安县 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溪初级中学 王江靖 彭跃枫

淳安县 淳安县临岐镇初级中学 方浩庆 鲁昕耀

建德市 建德市新安江第三初级中学 马祥哲 潘岩

建德市 建德市新安江第一初级中学 秦浙豫 童震

萧山区 萧山区高桥初级中学 单浩哲 许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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