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四川省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获奖名单（图形化小学I组）

序号获奖 姓名 年级 辅导教师学校 地市 作品名称
1 一等奖 李欣垚 三年级 廖丽君 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 雅安市 时光
2 一等奖 王海蓓 三年级 王丽丽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英文大小写字母对照表
3 一等奖 罗绍轩 二年级 魏永华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一飞冲天
4 一等奖 冯欣仡 三年级 熊小琴 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小学 眉山市 小东坡诗词汇
5 一等奖 李钇帆 一年级 吴小燕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看不见的怪兽
6 一等奖 吴攸 三年级 马芷烨 内江市第十一小学校 内江市 趣味英语-1
7 一等奖 张逸辰 三年级 蒋华丽 成都市龙泉驿区东山国际小学 成都市 小蝌蚪找妈妈
8 一等奖 李政徽 二年级 卓丹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资阳市 救救小兔子
9 一等奖 李昕奕 二年级 肖恩菊 德阳市天立学校 德阳市 智过火焰山

10 一等奖 张馨予 二年级 赖旭霖 成都市海滨小学校 成都市 数学知识打败病毒
11 一等奖 许时恺 三年级 肖麟亮 成都乐博乐博宁夏街校区 成都市 图形化创意编程
12 一等奖 陈逸玲 三年级 全朝霞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攀枝花市 消灭病毒-1
13 一等奖 唐梦菲 三年级 葛郦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新冠肺炎宣传
14 一等奖 李昭辰 三年级 池溪 成都市天府新区第七小学校 成都市 拾月饼 
15 一等奖 谢天傑 三年级 雷波 成师附小 成都市 诗句猜猜猜
16 二等奖 蔡忠浩 三年级 周雪琴 成都天府新区第五小学 成都市 知识后花园
17 二等奖 杨梓萌 三年级 邓艳梅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收集口罩对抗病毒
18 二等奖 苏梓歌 二年级 张玉春 成都天府新区第一小学 成都市 草船借箭
19 二等奖 刘芊妙 三年级 钟音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奶奶讲故事之龟兔赛跑
20 二等奖 邹泓儀 二年级 陈萍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资阳市 消灭病毒
21 二等奖 鲁方萱 三年级 侯晓丹 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小学校 成都市 巧开金币箱
22 二等奖 杨沛泽 三年级 林强 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东区 成都市 恐龙时代
23 二等奖 温暖思冰 三年级 陈秋蓓 成都市天府新区第七小学校 成都市 水果计算器
24 二等奖 黄新雅 一年级 熊小琴 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小学 眉山市 凑十法练习（一年级）
25 二等奖 兰之絮 三年级 钟音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卫星的秘密
26 二等奖 龙艺睿 一年级 龙洋 安岳县启明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资阳市 送蝙蝠回“家”
27 二等奖 于铃尉 一年级 郑洁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达州市 贪吃猴
28 二等奖 李昭圻 三年级 池溪 成都市天府新区第七小学校 成都市 保卫学校
29 二等奖 姚奕辰 三年级 冯然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小红帽历险记



30 二等奖 黄彦韬 三年级 魏艳丽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资阳市 快乐迷宫（诗歌大作战）
31 二等奖 余佳妮 三年级 董老师 德阳市第一小学 德阳市 游戏捉迷藏
32 二等奖 王梓策 三年级 编程猫秋蝉老师米市街小学校 宜宾市 编程猫探险记-1
33 二等奖 唐伟宸 三年级 李根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达州市 保卫地球
34 三等奖 彭·羿凯 三年级 方丹 成都乐博乐博机器人高新校区 成都市 病毒忍者
35 三等奖 张懿 三年级 李露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资阳市 新的作品
36 三等奖 雷响哲 三年级 杨璐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市 成都大运会
37 三等奖 林育竹 三年级 全朝霞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攀枝花市 平年还是闰年
38 三等奖 杨望东 二年级 熊雪羽 乐博乐博机器人双流校区 成都市 保卫地球打字练习
39 三等奖 李浩源 二年级 陈鹂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资阳市 新的作品-1-1
40 三等奖 陈芸烯 三年级 罗君 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 资阳市 快乐弹跳球
41 三等奖 余蔚锴 二年级 周雪琴 成都天府新区第五小学 成都市 这就是街舞
42 三等奖 张凌袆 三年级 沈洁 奇幻机器人 资阳市 外卖软件
43 三等奖 胡若宸 三年级 蒋华丽 成都市龙泉驿区东山国际小学 成都市 小蝌蚪找妈妈
44 三等奖 王羿轲 三年级 王微中 雅安市雨城区兴贤小学 雅安市 数学加减法游戏
45 三等奖 潘星辰 三年级 何军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达州市 口算训练
46 三等奖 蒲思诺 三年级 何军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达州市 在线测试
47 三等奖 冯浩雨 三年级 曹凤英 绵阳市富乐实验小学 绵阳市 欢欢口算小程序2.0
48 三等奖 张辰飞 三年级 洪梅 达州市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达州市 抵抗病毒
49 三等奖 白培乐 二年级 池溪 成都市天府新区第七小学校 成都市 国庆快乐
50 三等奖 月思晓 三年级 张浩 邻水县鼎屏镇第二小学 广安市 不疯狂赛车
51 三等奖 张月新 一年级 韩凤英 四川省安岳实验小学 资阳市 室内除新冠病毒草莓枪
52 三等奖 何东阳 三年级 李根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达州市 新的作品
53 三等奖 郭晨灏 三年级 王彦聪 成都乐博乐博双楠校区 成都市 视觉
54 三等奖 何汶谦 三年级 冯然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 绵阳市 寻找新家园
55 三等奖 罗紫珊 三年级 池溪 成都市天府新区第七小学校 成都市 防疫小卫士
56 三等奖 黄俊轩 三年级 刘杨 泸县实验学校 泸州市 奔跑吧小赛车
57 三等奖 谢诚 三年级 董雯雯 成都市海滨小学校 成都市 新的作品-3
58 三等奖 陈璇汐 三年级 全朝霞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攀枝花市 安全出行
59 三等奖 王聿鸣 一年级 何婷 乐博乐博机器人双流校区 成都市 峡谷大作战
60 三等奖 秦皙知 三年级 朱维 广汉巴川学校 德阳市 新冠病毒的肆虐
61 三等奖 龚雅婧 二年级 何贤杰 资阳市雁江区第一小学 资阳市 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