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罗川翔,李佳瑞,张文杰 黄坤，段含云 一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彭海峰,吴开栀,周潇然 彭小艳，高缨 一等奖
合江县先市镇中心小学校 合江县先市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王非,黄泓斌,黄玉清 陈玉伟，唐敏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胡林峰,罗凌峰,易楷瑞 胡健，李光玉 一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赵芊语,李昕临,陈艺轩 钟灵珊，刘阳 一等奖
泸县城北小学校 泸县城北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秦念兰,徐毅,曾梦澜 万明树，张小焱 一等奖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梅双杰,王浩铖,胡燃 王世凯，潘珺 一等奖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李籽言,李自涵,张宇 朱德友，苏月 一等奖

泸县玄滩镇玄滩中心小学校 泸县玄滩镇玄滩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彭燚凡,李驭虎,张亮 卢永富，蒋维江 一等奖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何世东,李鸿宇,刘怡宏 苏月，牛荣贵 一等奖

泸县实验校 泸县实验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刘思源,杨翔云,张俊松 岳远鸿 一等奖

泸县玄滩镇玄滩中心小学校 泸县玄滩镇玄滩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杨伊冉,钟宇轩,陈鑫 蔡思彬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肖睿恒,赖雅婷,张飞扬 姚小兰，郭怀红 一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武楷涵,赵亿阳,刘杨擎
宇

张小焱，周莉娟 一等奖

叙永县实验小学 叙永县实验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王朝村,郑皓译,曾伟 亢林江，王其 一等奖

合江县大桥镇佛荫小学校 合江县大桥镇佛荫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唐兴霖,胡淞苓,顾祖豪 朱焱，曾艳燕 一等奖

泸天化小学 泸天化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赵鸿博,任智豪,郭雨菁 黄利霞，欧俊英 一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杨坤灵,陈俊鑫,廖宣明 杨怀学，徐焱清 一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林煜城,胡峻熙,马承嵘 魏玉敏，龙庭海 一等奖

泸县城北小学校 泸县城北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徐子航,沈钰淞,陈奕然 秦剑，张小焱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刘中林,罗煜官,周泓圯 胡治强，邓辉银 一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林嘉瑞,罗文浩,唐海力 张小焱，周莉娟 二等奖

合江县人民小学南关校区 合江县人民小学南关校区 小学 太空探索 韦文涛,万欣怡,吴智成 税显东，黄立 二等奖

叙永县实验小学 叙永县实验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郭雅沁,李璘熠,付泰铭 龙卫，叶倩 二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龙车镇中心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龙车镇中心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孙田野,魏于涵,蒋淇悦 黄廷华，柳波 二等奖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甘浩江,舒昶,温明灏 罗杰，尹清惠 二等奖

合江县符阳小学校 合江县符阳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黄煜航,潘雨森,袁榆泽 刘建，王俐 二等奖

合江县先市镇中心小学校 合江县先市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冯月笙,何涛,鄢予笙 陈玉伟，唐敏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王浩宇,陈锦浩,徐义轩 张喜，范政雄 二等奖



泸天化小学 泸天化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刘代轩,刘松霖,任嘉焱 黄利霞，欧俊英 二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周家宇,杨玥涵,周思妤 杜文彩，张仲实 二等奖

泸县福集镇 龙脑桥中心小学校 泸县福集镇 龙脑桥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李伊诺,代思琦,陈彦吉 罗捷，朱丽平 二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陈星羽,赵允豪,易籽岐 刘伊雯，胡文 二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唐俊涵,唐胜鑫,罗昊林 付凤林，王林 二等奖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杨国远,吴雨泽,唐浩宸 董长胜，曾甜 二等奖

泸县城东小学校 泸县城东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闭书源,刘易慕,何富荐 张玉霞，何星谚 二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王虓宇,唐宏旭,宋林洪 李容，杜文彩 二等奖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何梓恒,伍思语,赵健睿 伍悦，林俐 二等奖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刘忆芯,王煜宸,王磊 陈露，祝路 二等奖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杨俊哲,徐雨泽,张雨哲 温远梅，罗桥吉 二等奖

叙永镇银顶小学 叙永镇银顶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刘思汭,徐庆波,李瑞 董佩军，胡兴中 二等奖

叙永县师范附属小学校 叙永县师范附属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唐锦林,李双池,胥奕乐 佘昌龙 二等奖

古蔺县第一小学校 古蔺县第一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卢柯宇,张越豪,饶铠迪 胡勇，贺应军 三等奖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赵杰,李向瑞,郑旭萍 白玲，曾维江 三等奖

古蔺县第一小学校 古蔺县第一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肖谦行,张靖杰,刘雨鑫 陈浩，孔伟 三等奖

合江县望龙镇中心小学校 合江县望龙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张睿峰,成俊松,赵可心 王志程，谢前祥 三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刘籽珈,田亚灵,刘子沐 汤德惠，安钦 三等奖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冯焱瑶,顿明杰,刘欣婷 何杰，梁燕秋 三等奖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古蔺县第三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安松,唐池,魏皓棋 张莉，罗蔓 三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罗元汐,陈姿羽,张艺扬 龙庭海，金绍军 三等奖

叙永县叙永镇西外街小学校 叙永县叙永镇西外街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马俊杰,段羿宇,张峻豪 吴鹏 三等奖

泸天化小学 泸天化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李彦廷,芶煜航,张恩与 张勤，刘艳梅 三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罗杨，陈俊杰，刘葙 王秀川，黄中惠 三等奖
叙永镇中心校 叙永镇中心校 小学 太空探索 韦锦城，骆超，刘澔翔 李雄，刘波 三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安富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安富小学 小学 太空探索 龙于源，刘阳，黄浩轩 杨冰露，尚俊利 三等奖
古蔺县第一小学校 古蔺县第一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袁烨,许嘉瑞,张蔺航 刘茂林，孔伟 三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泸州市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黄海滨,唐锶淏,魏坪 邱清梅，刘宗琼 三等奖

叙永县叙永镇东大街小学校 叙永县叙永镇东大街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吕耀鹏,王俊烨,杨睿娜 刘东梅，李波 三等奖

古蔺县观文镇中心小学校 古蔺县观文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杨浩然,罗誉,陈莉莎 李凌，罗德邦 三等奖

古蔺县第一小学校 古蔺县第一小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吕浩峰,陈果,王浩宇 王武，吴洪利 三等奖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太空探索 曾宣壹,谢林竺,赵浩轩 张仁忠，尹清惠 三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初中 太空探索 蒲剑,敖家铭,谢冬阳 周莉娟，张仲实 一等奖

泸县城北中学校 泸县城北中学校 初中 太空探索 张慧雅,胡程林,刘思源 先友杰，王安华 一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太空探索 王子硕,刘大贵,詹沁飞 唐霞，郑平 一等奖

合江县城关初级中学校 合江县城关初级中学校 初中 太空探索 陈俊涵,施毅,王佳煊 张钟伟，李朝霞 一等奖

泸州市第一中学校 泸州市第一中学校 初中 太空探索 黄运河,兰宇航,王绎晰 梁骥，徐锐 二等奖

合江县九支初级中学校 合江县九支初级中学校 初中 太空探索 刘有熔,曾令利,汤椿 赵茂脂，叶黔兰 二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太空探索 赵圆圆,尚彩艳,周欣 唐霞，宋琪琪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初中 太空探索 黄曦,余小薇,赵进民 姚远，陈洪 二等奖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四川省泸县第四中学 初中 太空探索 许洛霆,艾好芸,杨代鑫 徐议容，周利 三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上马镇初级中学 泸州市纳溪区上马镇初级中学 初中 太空探索 胡婷婷,周鑫雨,朱娅楠 杨松 三等奖

古蔺县实验学校 古蔺县实验学校 初中 太空探索 徐智宇,聂汶奥,汪舰 唐鸥，涂平 三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李彦希,张岩松 邱华,周莉娟 一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张耀宇,李奕菡,冯诗然 邵梅,黄丹 一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张哲豪,罗逸轩,王珏萱 李德平,安钦 一等奖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李戌洋,唐斌斌 张林霜,曾维江 一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刘圣,杰唐杓 徐焱清,黄晓梅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伍泓霖,罗睿谦,卢子阅 蒋坤苹,胡治强 一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张洋笙,罗誉函,胡容溪 黄丹,刘颖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陈蕴涵,刘浩冉 刘科,杨元林 一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小学 人机对战 张俊峰,郭永豪,龙宇阳 毛安银,钟琴 一等奖
龙马潭区新民小学校 龙马潭区新民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劳懿葳,唐永祺,李文耀 耿友睿,陈俊尧 一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 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中心小学校小学 人机对战 肖豫扬,杨靖航,李晓丹 毛安银,罗毅 一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曾梓涵,袁乾辉,涂胤恒 李德平,安钦 一等奖
泸县城东小学 泸县城东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李沅杰,陈鹏博,胡玉涵 胡晓江,张伟 一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徐浩森,罗子轩 徐焱清,赖利波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泸州市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郑淏宇,郑淏然 李翔 一等奖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薛俊杰,杨宇菡 曾维江,张林霜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周焕杰,阳知函 叶彬 一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刘周楊,白竞骁 韩秀兰,向娟 一等奖
古蔺县观文小学 古蔺县观文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梅礼锋,彭昊然 李凌,吴莉 二等奖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任俊汐,温卓霖 罗杰,尹清惠 二等奖
泸州市江阳西路学校 泸州市江阳西路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张晰翔,李恒旭,江计辛 曾嵘,周景兰 二等奖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李响熊叙霖 曾维江,张林霜 二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泸州市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张轩瑞,杨双潞 李刚惠 二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王文博,杨宗霖 张洪彪,王林 二等奖
龙马潭区新民小学校 龙马潭区新民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李庚益,李文耀 耿友睿,文彬 二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彭晰聆,夏屿瑶 张小焱,刘阳 二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肖扬,杨浩宇 张洪彪,付凤林 二等奖
泸县城东小学 泸县城东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陈宇鸿,曾维轩 何星彦,张玉霞 二等奖
叙永镇银顶小学 叙永镇银顶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陈俊宇,杨雨灵,曾宇航 董佩军,胡兴中 二等奖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肖哲予,涂若峥 钟宇,赵艳 二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叶俊,李俊锋 叶彬 二等奖
古蔺县观文小学 古蔺县观文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陈怡欣,刘畅 李凌,王春 二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周子婷,叶芸帆,彭晰聆 刘阳,张小焱 二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邹永鑫,舒亚萱 陈世兵,王李琼 二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周俊桦,向思玮,钟奕昂 李惠芳,向娟 二等奖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叙永县向林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李喻锋,林奎旭 张洪彪,王玉贵 二等奖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 叙永县水尾镇中心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谷学进,张艺怀 张林霜,曾维江 三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刘桂兵,刘易焓 叶彬 三等奖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刘子铭,邓樱羽 粟贾迪 三等奖
泸县实验学校 泸县实验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刘乐添,刘人瑜 刘杨 三等奖
龙马潭区小街子小学校 龙马潭区小街子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鲁一坤,张洪铭,仇锦程 先玲莉,舒守焱 三等奖
叙永县实验小学 叙永县实验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邓颜熙,陈良杰 亢林江,王其 三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张松源,李俊成 姚远,毛宣鹏 三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中心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中心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李城,杜洪林 程双友 三等奖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王辰烨,崔竖 罗杰,张仁忠 三等奖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刘晋伶,宋炜铭 张鸿 三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中心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合面镇中心小学 小学 人机对战 李思宏,石家豪 梁同林 三等奖
泸县实验学校 泸县实验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蒲治文,钟泓瑞 罗晓婷,董龄之 三等奖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泸州市实验小学城西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王梓扬,陈芷皓,何江岳 王华容,彭小艳 三等奖
梓橦路小学渔子溪学校 梓橦路小学渔子溪学校 小学 人机对战 陈浩天,罗清予,曾昱睿 穆杨,邓辉 三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周博文，周榆皓，胡家

耀
唐霞 一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刘明宇，吴琪，刘思原 唐霞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李昊天，陈国 姚远，陈洪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赵绍植，王子煊 姚远，毛宣鹏 一等奖
合江县城关初级中学校 合江县城关初级中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许世杰，程俊霖 张钟伟，李朝霞 一等奖
泸县城北中学 泸县城北中学 初中 人机对战 叶世杰，刘宇宸，代欣

益
王安华，先友杰 一等奖

泸县四中 泸县四中 初中 人机对战 刘钰，姜均籍，王奉宇 周利，王洪梅 二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李国磊，赵午阳，罗义

棋
唐霞 二等奖



合江县城关初级中学校 合江县城关初级中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李朝阳，金秋雨 张钟伟，李朝霞 二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陈煊，秦源佳，甘宇杰 唐霞 二等奖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 初中 人机对战 童国伟，李娜，赵玉梅 陈昌林，樊富强 二等奖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陈梦坻，袁宽 徐云川，万倪尚 二等奖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 泸县天兴镇天兴初级中学 初中 人机对战 张瑞涵，郑周幸，赵玉

霞
樊富强，刘季灵 三等奖

四川省合江县福宝职业中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福宝职业中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张家荣，周能能 张敏，田林灵 三等奖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泸县二中外国语实验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朱奕骋，张钧浩 徐云川，万倪尚 三等奖
泸县四中 泸县四中 初中 人机对战 陈皓南，罗君锐，章杨 徐议容，陈玉兰 三等奖
泸州市第一中学校 泸州市第一中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罗霄，牟禹霏，赵倩林 梁骥，余敏 三等奖
泸州市第一中学校 泸州市第一中学校 初中 人机对战 李文涛，何芸，韦越馨 梁骥，王敏 三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幼儿园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孔腾逸 罗茂 一等奖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邹博 陈婷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幼儿园 泸州市纳溪区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程浩然 张让秀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跃翔幼儿园 泸州市龙马潭区跃翔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郭育辰 庞国春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紫阳幼儿园 泸州市纳溪区紫阳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段余溪 朱英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幼儿园 泸州市纳溪区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万恩诚 许倩文 一等奖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宋霈辰 陈怡吟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幼儿园 泸州市纳溪区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达梓然 姚瑶 一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幼儿园 亲子搭建 罗庆妍 聂富桃 一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中心幼儿园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中心幼儿园幼儿园 亲子搭建 马陈成 胡远玲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跃翔幼儿园 泸州市龙马潭区跃翔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汪家逸 崔绚丽 一等奖
泸县梁才学校 泸县梁才学校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欧芷妤 韦兴群 一等奖
泸县得胜镇中心幼儿园 泸县得胜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张艺馨 马晓育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长江湿地新城幼儿园泸州市纳溪区长江湿地新城幼儿幼儿园 亲子搭建 刘殊祥 赵梦玲 二等奖
泸县潮河镇中心幼儿园 泸县潮河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高琳萱 赵建洪 二等奖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廖升睿 罗玉兰 二等奖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林沐阳 陈敏 二等奖
泸县惠济路幼儿园 泸县惠济路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陈梓瑜 周兴湘 二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天化幼稚园 泸州市纳溪区天化幼稚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刘思言 杨彬彬 二等奖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卢奕帆 王淼 二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金山坡幼儿园 泸州市纳溪区金山坡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王李松珏 邱霞 二等奖
泸县天立幼儿园 泸县天立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林子谦 黄萍 二等奖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梁笑然 曾倩 二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李峻宇 聂富桃 二等奖
泸县潮河镇中心幼儿园 泸县潮河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唐梓轩 刘先春 二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幼儿园 泸州市纳溪区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冯柏岩 何秋林 二等奖



泸县得胜镇中心幼儿园 泸县得胜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徐梓涵 丁秋月 三等奖
纳溪区打古镇幼儿园 纳溪区打古镇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何子谦 赵茂秋 三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幼儿园 亲子搭建 田徐伊 徐治群 三等奖
叙永镇银顶小学 叙永镇银顶小学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朱锦芃 朱华 三等奖
叙永镇银顶小学 叙永镇银顶小学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杨玥曦 罗利 三等奖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刘一鸣 袁月 三等奖
合江县神臂城镇中心幼儿园 合江县神臂城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刘麒麟 黄辉秀 三等奖
合江县石龙镇中心幼儿园 合江县石龙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蒲馨妤 谢晶 三等奖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泸州市丹艳路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何悦嘉 施林叶 三等奖
龙马潭区玉带河幼儿园 龙马潭区玉带河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朱梓源 李黎 三等奖
合江县神臂城镇中心幼儿园 合江县神臂城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亲子搭建 周楷杰 曾美娟 三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林昱如 张小焱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小学 亲子搭建 杨明昊 李骥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薛林泽 林冬梅 一等奖
泸县梁才学校 泸县梁才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吴思锐 胡红 一等奖
泸县梁才学校 泸县梁才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刘译鸿 游瑶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何知轩 林冬梅 一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王皓锋 明权 一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何钥畦 牟守泽 一等奖
泸州市忠山学校 泸州市忠山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刘羽杋 张琴燕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小学 亲子搭建 陈思琪 张子平 一等奖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泸州市纳溪区河东小学 小学 亲子搭建 刘海琦 张玉洁 一等奖
泸州市兆和学校 泸州市兆和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王语嘉 谭州利 一等奖
泸州市忠山学校 泸州市忠山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刘昕禹 邓利华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张渝杨 牟守泽 二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聂孟轩 牟守泽 二等奖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上官骏毅 刘娜 二等奖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丹林小学 泸州市江阳区丹林镇丹林小学 小学 亲子搭建 薛瀚林 张秀梅 二等奖
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纳溪区云溪实验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罗一 叶婉莉 二等奖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赵璟瑞 阮霞 二等奖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杨苏语 杨俊 二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罗弈扬 王婉璐 二等奖
泸县城北小学校 泸县城北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肖雄睿 熊燕 二等奖
泸县城北小学校 泸县城北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徐浩晨 万明树 二等奖
泸州市五星小学校 泸州市五星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牟泓亮 邓静 二等奖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陈圣鑫 王官兰 三等奖



泸州市梓橦路小学渔子溪学校 泸州市梓橦路小学渔子溪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赵旋羽 文克英 三等奖
泸州市五星小学校 泸州市五星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王浚翰 周亮 三等奖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泸州市龙马潭区天立春雨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马佳音 姚远 三等奖
纳溪区天仙镇中心小学校 纳溪区天仙镇中心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龙源平 柳文平 三等奖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熊纾曼 蒲位萍 三等奖
泸县城北小学校 泸县城北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龚润祺 万明树 三等奖
泸县城北小学校 泸县城北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方然 万明树 三等奖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泸州市广营路小学校 小学 亲子搭建 周灵颖 李其西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