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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四川省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学生小组作品获奖名单（56 项）

序号 项目 ID 小组名称 地市 姓 名 领 域 学 校 辅导老师 获奖等级

1 161657 爱眼小分队 德阳市
罗瑞，罗一乐，晏景煊，罗轲瀚，屈柯

丞
安全健康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卢茜，谢佳 1

2 167935 探索绿之行 德阳市
邹雨珊，宋佳芮，陆一辰，田浩锐，曾

梓晋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雷丽，权波 1

3 170768 绿色小鹿（二） 德阳市 陈奕豪，田依娜，龙美怡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黄志远，汪明花 1

4 125883 小杰的养绿护

绿小能手

凉山彝族

自治州
任文浩，叶宝全，王嘉欣，周哲浩 生态环境 西昌月城学校 王仁杰，吴龑民 1

5 188008 红领巾护眼小

分队
遂宁市

赖彦西，汪小俊，罗蕙泽，杨珞祺，邹

鸣瑞
安全健康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

学校
罗艳军，高静萍 1

6 183297 绿色行动小组 德阳市 何悠然，杨涵钦，宋梓萱，旷一晴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梅艳，刘芳 1

7 171276 鹏飞小组 遂宁市
汪小俊，杨珞祺，罗蕙泽，赖彦西，钱

思涵
能源资源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

学校
罗艳军，卢薇 1

8 169748 绿色出行战士

们
德阳市

王梓新，杜文博，杨汶锡，黄程馨，邱

俊熙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黄志远，黎昌翠 1

9 169743 好奇宝宝 德阳市
刘逸东，陈世梓骁，周星辰，甯浩宁，

欧阳之涵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刘祥丽 2

10 169918 闪电调查小组 德阳市 廖君睿，王炫桦，杨滨屹，李冬壹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杨羚，刘焘 2

11 134892 追光者 雅安市 高雨婷，郑平依，余江洋 能源资源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程燕，李玉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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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ID 小组名称 地市 姓 名 领 域 学 校 辅导老师 获奖等级

12 126784 自然观察组 雅安市 古夏凡，舒子函，彭奕锞 生态环境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康春琳，陈思羽 2

13 129060 健康小部队 宜宾市
赵梓菡，秦子扬，陈泓伶，黄驿博，李

家润
安全健康 宜宾市忠孝街小学校 陈河邑 2

14 129757 护眼先锋 雅安市 易函如，汪子寓，吴诗 安全健康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陶秋琼，杨芳 2

15 191676 1128星轨 成都市
陈紫涵，卿妍伶，黄艺雪，罗浩宇，谭

梓杰
安全健康 四川省简阳中学 徐欢，靳泽雨 2

16 198628 我与绿色同行 德阳市 冉云贝依，黄子艺，雷誠睎，汪智婧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朱云，易小娟 2

17 143193
顺小三八班资

源清查小分队
遂宁市 蒙晨景，司宇轩，谭若灵，杨梓柂琳 能源资源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

学校
邓苏娟 2

18 169027 小蜗牛 德阳市
张钰莹，景宇轩，张恩潼，宋俊辰，韩

承希
能源资源 什邡市北京小学 钟雪，陈志俊 2

19 194273 走进家乡藏茶 雅安市 袁韶呈，罗小虎，冯彦哲 能源资源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付英 2

20 170427 绿苹果庄园 德阳市
杨谨汐，魏子轩，周帷，宋呈梓冉，王

梓仟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朱琳 2

21 189601 期望腾飞 成都市 陈怡，陶佳妮，周心怡 生态环境 四川省简阳中学 夏建春，代乾文 2

22 202931 阳光少年组 德阳市 钟兴琳，陈柯州，钱昱竹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黄志远，李春蓉 2

23 171984 绿色出行我能

行
德阳市

刘亦苒，李汶联，甘钰睿，韩雨桐，蔡

潇怡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黄继，何小庆 2

24 193124 郭美辰小组 雅安市 郭美辰，袁梦祺，刘茂坤，倪梦菲 创新创意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周天锦，戴锦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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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ID 小组名称 地市 姓 名 领 域 学 校 辅导老师 获奖等级

25 168976 梦星 宜宾市 陈雨晨，李星颖，尹梦涵 能源资源 宜宾市江北实验小学校 陈建平，刘宇 2

26 195275
旭日东升—绿

色出行
德阳市 廖子皓，吴韦霖，刘檬灿，蓝子怡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黄志远，魏丽 2

27 184605 饮料第七小组 雅安市 高怡萱，唐诗雅，龚陈涛，陈泽泰 安全健康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云分校
穆伟，高霞 2

28 185309 绿野仙踪 德阳市 杨宸翊，傅崇文，王嘉琳，李浩然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王冬梅 2

29 179621 绿色出行•低碳

生活
德阳市

唐依涵，龚铮豪，白彦茹，廖珊尼，刘

橙橙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朱云，胡萍 3

30 188601 飞跃小队 成都市 汪彦辰，李鑫怡，付学林，周意乔 能源资源 四川省简阳中学 徐欢，王春艳 3

31 183399 节能快乐组 绵阳市
陈玉清，阳睿芝，景雨涵，严佩淇，陈

玉湘
能源资源

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泸州

老窖永盛学校
孟建英 3

32 189425 小天团 成都市 袁依娜，黄蓉，周雨涵 安全健康 四川省简阳中学 罗洋，彭建 3

33 133215 蓝精灵小组 遂宁市
刘睿皓，张珂铭，唐雨泽，邹嘉灏，秦

明轩
能源资源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

学校
张莉，刘晓棠 3

34 163117 点亮“精”彩 遂宁市 陈天奕，杨任洪，杨智麟 安全健康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

学校
冯菊 3

35 203370 夏艺轩小组 雅安市 夏艺轩，沈欣怡，姜梓骁 创新创意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周天锦，戴锦秀 3

36 171165 茶饮料调研第

四小分队
雅安市

万一鸣，蔡杨，张梓杨，郑又豪，施栋

峰
安全健康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程燕，徐静宇 3

37 201124 奋进号 资阳市 张榆苓，朱贞熹，王旭良 安全健康 安岳县启明九年制学校 李群，田云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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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3861 爱眼小分队 资阳市 吕康博，黄熙童，马雁玲 安全健康 资阳市雁江区第七小学 彭著敏 3

39 130223 QZC 雅安市 秦可馨，郑语晨，陈昱祺 安全健康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彭浩，杨华凤 3

40 136756 爱眼护眼组 遂宁市
杨誉龙，陈云天，潘浩宇，刘泽川，银

福良
安全健康

遂宁市安居区第二小学

校
蒋竹 3

41 167746 绿色出行小卫

士
德阳市 曾灏曦，黄爱江，周怡洁，欧李玟轩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何季凌 3

42 186537 杨子晨小组 雅安市 杨子晨，谢辰逸，王荥鑫 能源资源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云分校
邓晴 3

43 171152
茶饮料调研第

三小分队
雅安市

郑平依，岳嵩霖，余江洋，高雨婷，蒋

思诚
安全健康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程燕，徐静宇 3

44 188491 交通小卫士 成都市 陈思羽，蔡翼羽，李珏萍，谭梓杰 安全健康 四川省简阳中学 徐欢，靳泽雨 3

45 186591 陈美辛小组 雅安市 陈美辛，吴毅晨，张怡佳 能源资源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云分校
邓晴 3

46 189212 展翅小组 成都市 罗宇陶，苏良佳，罗佳庆 安全健康 四川省简阳中学 夏建春，代乾文 3

47 192838 花果山 成都市
周钇汐，蒋菡露，陈依旭，鄢子越，毛

蓝颢
能源资源 四川省简阳中学 靳泽雨，彭建 3

48 188530 小怪兽 成都市
樊玲，袁可奕，陈维宣，张力恺，杨俊

杰
安全健康 四川省简阳中学 徐欢，彭建 3

49 123914 湿地有我 乐山市
王红梅，张禹萱，王皓林，胡瑞菡，张

秦箫
能源资源 乐山市沙湾小学 段立平，赵玉富 3

50 168533 保护绿色 雅安市 黄梓栩，彭瀚霖，赵袁彬，廖潇瑞 生态环境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程璐瑶，彭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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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84578 旺你小队 雅安市
汪俊辰，周诗佳，李娅婻，李君瑞，车

沁妍
安全健康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雅云分校
李兰，罗梦雅 3

52 181471
自己动手做美

食
德阳市 张爱尹，彭浩天，林玥怡，杨雨辰 安全健康

德阳市旌阳区西街小学

校
唐晓燕，陈梅 3

53 129401 5.4 班周可儿节

约纸张 2组
遂宁市

周可儿，曾微珈，王佳翔，吴茂维，向

志高
能源资源

遂宁市安居区第二小学

校
张静 3

54 178404 阳光小组
甘孜藏族

自治州
普错尼玛，杨云花，呷白 安全健康 雅江县呷拉镇初级中学 许太斌，钟东林 3

55 166406 地球保卫队 德阳市
曾夏莫，傅小哲，肖蕊敤，黄瑞曦，张

泇艾
生态环境 什邡市北京小学 黄佳琦 3

56 133442
5.4 班尤佳欣组

节约用水从我

做起

遂宁市 尤佳欣，罗语馨，杨思琪 能源资源
遂宁市安居区第二小学

校
张静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