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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十一届三门峡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

一、 青少年优秀科技创新成果项目

一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教师

1 自动检测节能路灯模型 郑渊哲 三门峡市外国语小学 吕江华

2 “一带一路”立体化微版模型 张明宇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潘 丹

3 会唱歌的泡泡机 张琳婧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胡锦业

4 手工鸟巢 吕佳祺 陕州小学

岳书朋

张娟

张伟兰

5 双翼风力飞机 曲浩宇 陕州小学

邢春兰

张娟

李群珍

6 迷你吸尘器 李伊晨 陕州小学 刘铁丽

7 简易硬币分类器 孙祺轩 陕州区张湾乡关沟小学

薛雪娜

于淑娜

杨光普

8 手工木弩 姚志雄 陕州区张湾乡关沟小学
薛雪娜

于淑娜

9 便携式特斯拉 郭亦璇 灵宝市第二实验小学 张祝军

10 英汉语音互译 APP 闫家琦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11 特斯拉线圈 孙垚鑫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虎金花

12 水雾降温风扇 张晨鸣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席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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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教师

13 污水过滤净化器 董瀚文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王飞

14 嗡鸣器 宁奕博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宁二宽

15 液压挖掘机模型 王雨轩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张俊丽

16 自制双控开关的演示装置
柴志一

苏亚宁
三门峡市阳光中学

杨洋

郭化锋

曹宇

17 超声波感应风扇

赵展辉

乔中宽

薛茜洁

三门峡市阳光中学

车欢欢

戴淑玲

仲祯

18 基于物联网自动养花装置 韩文凯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帅伟

19 可穿戴的风扇 李英达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帅伟

20 自动开合的窗户 刘嘉璇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帅伟

21 带药盒的保温杯 王昱人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腾飞

22 LED 写字笔 张浩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腾飞

23 可干燥除雾的眼睛 赵紫薇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腾飞

24 黑板擦清洗与粉笔重组装置 马孝炎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员江娜

二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教师

1 “小虎号”混动山地车 任梓豪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潘 丹

2 手工摩天轮 贾盈甄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孙向辉

3 嗡鸣器 宁奕博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宁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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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教师

4 风力发电台灯 钮梓涵 三门峡市第二小学 秦艳丽

5 蚂蚁机器人 董志甜
湖滨区崖底街道斜桥学

校
王 萍

6 水陆两栖战车 胡起杰 卢氏县第二小学
王晓

鲁麦荣

7 牛顿摇篮 姚笑雨 陕州小学
张艳

刘晓艳

8 会跑的风扇 周嘉鑫 陕州小学
张云红

石晓娟

9 旋转木马 高雨萱 陕州小学
杨芬双

程海娟

10 长江一号火箭
赵忱轩

赵致远
义马市实验小学

王俊红

梁彦平

胡玲玲

11 魔动小旺仔 马雨晨 灵宝市第二实验小学 薛江丽

12 脱水桶 王梦琪 陕州小学
石晓娟

张娟

13 旋转木马 宋墨涵 陕州小学
石晓娟

邢春兰

14 神奇小电板 田子越 陕州小学
刘铁丽

李彩虹

15 共享包裹寄存柜 苏睿茜 陕州区第二小学 苏晓鹏

16 抽水机原理演示仪 孙新钊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杨娅妮

17 压力报警器 丁泓凯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王飞

18 水陆两栖度假车 王正浩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李阳

19 双控照明灯 李皓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肖振亮

许晓茵

20 液压机械臂 孙成锦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杨娅妮

21 液压升降机 戴鑫毅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宁二宽

22 飞机 厉舒琦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宁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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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教师

23 丝带绣品 刘雅琴 焦村一中
李 华

巴巧宁

24 太阳能电风扇

王昊宇

赵萌阳

梁超翔

三门峡市外国语中学

刘中予

顿彦伟

王艳平

25 吸尘黑板擦 张骞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腾飞

26 水清洁黑板 何沛梓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帅伟

27 可清洁眼睛的眼镜盒 薛鑫浩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腾飞

28 一种可加热饭盒 杨振杰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腾飞

29 筷叉勺三合一

卢昊天

李梦元

曲歌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李二东

30 多用蓝牙键盘 潘美岚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尹涛

31 多功能音乐箱 孙璐瑶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贺华丽

32 风力充电宝 徐晗曦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蒙

33 多功能梳子 张婧钰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杨景

34 自行车挡泥板 周德恩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可君

三等奖

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教师

1 纸箱密码自动取钞机 李昊轩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胡锦业

2 液压挖掘机 曹博涵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杨 姗

3 旋转木马 杨怡然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陈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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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教师

4 青少年航模 3D 打印作品创意 水子赫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 李飒飒

5 青少年航模 3D 打印作品创意 高子辰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 郭纽丽

6 青少年航模 3D 打印作品创意 任秀雨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 张卫红

7 针管液压挖掘机 李詹熙 三门峡市第二小学 陈艳萍

8 手工 DIY 大风车 刘彭子骞 三门峡市第六小学 刘海梅

9 太阳能无线遥控车 卫向尧
三门峡市崖底乡西贺家

庄村学校
吴 洋

10 夜光多功能整理架 马晓雨
三门峡市湖滨区会兴街

道新兴小学
张娟辉

11 迷你飞机 张煜祥 卢氏县第一小学 刘 菁

12 B—29A1 李佳轩 卢氏县第二小学
杨雪艳

张康霞

13 迷你小电扇 王静琪 陕州小学
张艳

王丽娟

14 自制竹竿水枪 岳依航 陕州小学 石晓娟

15 风水能电车 张鸿杰 陕州小学

李夏云

孙红娟

尙潇

16 太阳能车 范刘权 陕州小学
刘艺芳

孙红娟

17 自制爆米花机 尤福森 陕州区张湾乡关沟小学
薛雪娜

于淑娜

18 自制镂空夜灯 吕子昂 陕州区张湾乡关沟小学

薛雪娜

于淑娜

尚绍凯

19 电流做功演示仪 王浩然 灵宝市第六小学

何卫英

刘瑞清

王永平

20 防摔笔 路广通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帅伟

21 防丢失笔帽的笔 孟慧芳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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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教师

22 伸缩刀笔 赵裕森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腾飞

23 水流雾化喷头平喷装置 员凯祺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蒙

24 双螺旋防掉盖中性笔 许瑞琪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蒙

25 可自动升降的口红 段梦瑶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魏金娜

26 多功能蚊拍 段啸鹏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魏金娜

27 免脏脏下水仪
冯雨箫

王国伟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姜珊

28 简易梳头器 贺孟婷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姜珊

29 拆封快递箱子神器

冯雨箫

王国伟

孙一文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贾明明

30 多功能双肩包 郭佳鹏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松涛

31 新型铅笔盒 郭朱莉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顺峰

32 按摩一体笔 黄璐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永刚

33 便携多功能圆规
金睿颖

赵怡菲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萍

34 集粉黑板擦 李东辰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姚江峰

35 功能眼睛 李杨逸翔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范卢艳

36 双用滴眼液 刘颜嘉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孙浩

37 自动养花盆 倪博文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董卫卫

38 背书眼睛 倪博文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武兴峰

39 防睡笔 倪博文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袁帅

40 防雨鞋套 倪博文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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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教师

41 创意折叠花瓶 倪博文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袁帅

42 便捷板擦 茹欣雨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利娜

43 拖把加湿器 水阳杰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帅伟

44 洗菜皿漏网清洁器 王一帆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腾飞

45 多功能伞 关卓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蔡杭娟

46 可折叠纸杯 吴豪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帅伟

47 多功能折叠方桌 徐晗曦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蒙

48 八人办公会议桌 徐晗曦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许建伟

二、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项目

一等奖

序号 科技教育活动作品 申报者姓名 所在学校（单位）

1 魔术酒杯 王伟锋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2 利用蚯蚓清理厨余垃圾 王飞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3 外燃机模型 安东辉 灵宝市第三高级中学

4 多功能的数学教具 车欢欢 三门峡市阳光中学

5 探秘香菇的成长史 李青海 灵宝市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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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序号 科技教育活动作品 申报者姓名 所在学校（单位）

1 便携式圆作图器 黄文光 义马市高中

2 色彩的秘密 李新会 义马市跃进小学

3 探就不同物体导电性
吴 凯

何沐丽
灵宝市五亩中学

4 地球公转演示仪
尹从样

陈提提
灵宝市第三高级中学

5 纸艺花卉——玫瑰 宗林明 渑池县外国语小学

6 幸运转转转 张项民 灵宝市第二实验小学

7
未来范式学习数字化初中化学微

课程—教师讲授学生探究工具
陈景华 陕州区实验初级中学

三等奖

序号 科技教育活动作品 申报者姓名 所在学校（单位）

1 跷跷板教学设计 张艳霞 渑池县外国语小学

2 纸艺花卉——向日葵 檀云霞 渑池县外国语小学

3 纸艺花卉——郁金香 梁志勃 渑池县英豪镇中心学校

4 纸艺花卉——水仙花 赵冬青 渑池县外国语小学

5 创意水果绘画 邹萍 渑池县直幼儿园

6 找朋友 李新会 义马市跃进小学

7 航模教具 白洁 义马市东区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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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科技实践活动

一等奖

序号 活动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1
巧用矿泉水瓶制作

水火箭科技活动
“万物之理”社团 三门峡市阳光中学

郭化锋

杨 洋

曹 宇

2
重新认识身边的垃

圾

跃进小学综合实践

活动社团
义马市跃进小学

李新会

胡玲玲

赵金明

3
机器人创新实践及

竞赛活动

三门峡市一高机器

人创新实践小组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王腾飞

张帅伟

魏金娜

4
“绿色发展 节能低

碳”

斜桥学校指尖少年

实践活动小组

三门峡市崖底乡斜桥村

学校

高春娟

王 静

尚春梅

二等奖

序号 活动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1
利用有理数记录与分

析家庭月收支账目

“魅力数学”数学

社团
三门峡市阳光中学

顿彦伟
王艳平
车欢欢

2
涧河污水治理调查

研究

灵宝市河滨小学

节水先锋小队
灵宝河滨小学

张红亮
屈 靖
孙彩霞

3

乡土资源与初中史

地教学的有效结合-

函谷关

“经纬空间”社团 三门峡市阳光中学
王 帅
李 丹
曹 宇

4

一叶知秋——创意

剪裁缝纫科技实践

活动

三门峡市一高创客

中心创意裁剪缝纫

分中心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董卫卫

5 探究蘑菇生长过程 市一小五（8）学生 灵宝市第一小学
李青海
周靖姿

6 地球村小公民保洁 三门峡市第二小学 三门峡市第二小学
郑 莉
刘亚娟
左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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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序号 活动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1 “谁不说俺家乡好”’
三门峡市第六小学

五三班
三门峡市第六小学 张娟梅

2 乡村啄木鸟行动
灵宝朱阳镇第二小

学
灵宝朱阳镇第二小学 李晓波

3 变废为宝，扮靓生活
灵宝市实验小学六

（7）班
灵宝市实验小学

伍鸿霞

熊耀秀

张艳阳

4
探究植物角花草倾

斜生长原因

刘宇轩骆寒冰马骁

莉等六人
灵宝市第三小学

刘雪峰

何晓芝

5 创意折纸

三门峡市一高创客

中心创意折纸分中

心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刘维维

四、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画

一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1 海底游乐场 张宸硕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何 静

2 恐龙也疯狂 张王辰睎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何 静

3 百变飞车 王子一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李幸利

4 果园小帮手 王悦听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王一佩

5 太空城市 张佳睿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王 飞

6 机器人理发店 皮佳敏 三门峡市东风小学 夏 雪

7 未来全自动婴儿车 田恬昕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荆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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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8 一带一路 石皓轩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张晓涵

9 火山熔岩发电厂 张馨文 陕州外国语学校 韩素苗

10 科技眼 周奕萱 陕州外国语学校 赵 岩

11 高楼干洗机 陈定坤 陕州外国语学校 周文霞

12 智能绿化播种机 刘泽阳 陕州外国语学校 辛 博

13 绿色停车场 李旭倩 陕州区第二小学 孟宪莉

14 空间转化器 陈思沅 灵宝市第二小学 王 莹

15 汽车废气噪音转换器 王思睿 灵宝市第三小学 张慧锋

16 高能转换器 侯子涵 灵宝市中等专业学校 何少飞

17 未来消防灭火器 任书瑶 灵宝市第二实验小学 黄丽萍

二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1 遨游太空 卫雨泽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田培培

2 漫步太空 张品一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唐春红

3 带你去旅行 王紫瑶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小学 毕东红

4 修复地球 拥抱明天 王雅霏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李 真

5 魔船 王子晴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朱婷婷

6 多功能节能环保车 刘孙畅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孙红丽

7 跨车神器 李怡格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8 让大海更加湛蓝 赵 烁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 12 -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9 拯救我们的环境 白 雪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10 净化空气吸尘器 卢柯帆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11 给地球降降温 胡沁柳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12 遨游太空 高紫萱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13 水底科幻世界 赵明涵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14 时间 杨鑫源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王 飞

15 章鱼号净化器 兰一君 灵宝市第二实验小学 黄丽萍

16 太空 符静雯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宁二宽

17 空气净化机 崔 丽 三门峡市第四小学 樊慧玲

18 海底城堡 郭倩慧 湖滨区高庙乡大安中学 齐 芹

19 月亮湾 马晨熙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宋 甜

20 种树机器人 崔一硕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柴 霞

21 地球是我家 武梓韩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张晓涵

22 环境保卫战 张雨荷 陕州区文化馆幼儿园 武 喜

23 太空一日游 郭紫璇 陕州外国语学校 宋 华

24 多功能空气质量检测仪 王诗涵 义马市跃进小学 李新会

25 创意洗路车 孙佳彤 义马市第一小学 韩花朵

26 章鱼机器人医生 王子琪 义马市狂口学校 史红珍

27 多功能停车场 苏晓蒙 灵宝市第一小学 李 娜

28 神奇的植物 覃奥然 灵宝市第四小学 张卓娅

29
蓝卫号—空•海雾霾智

能净化船
詹元龙 陕州区硖石乡初级中学 李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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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30 天空之城 戴妙言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三等奖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1 海底世界 张渝婕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宁二宽

2 与太空一起 赵爱欢 灵宝市第一中学 段晓梅

3 二十一世纪的新生活 李森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小学 毕东红

4 海底实验室 张宸硕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李幸利

5 幻想水世界 郭书瑶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6 太空战舰 张子诺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7 绿色星球 王馨雨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8 流浪地球 张鹤丽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翟晓晶

9 未来战士 王一璠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皮丽雪

10 欣欣向荣 马天琪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 吕品晶

11 畅游书海 王梓琪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 王颖飞

12 地球吸尘器 苗佳琳 卢氏县城关镇中学 杨 静

13 风能机器人 王俞茜 卢氏县城关镇中学 杨 静

14 我家住在外星球 张佳莹 卢氏县城关镇中学
张 敏

杨 静

15 科技画 郭玟晶 卢氏县城关镇中学 宋少勇

16 飞船 张冉 卢氏县城关镇中学 王 伟

17 在月球上喝奶茶 孙欣冉 卢氏县实验中学 孙慧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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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18
乘坐无人驾驶游艇遨游

海底世界
赵锦露 卢氏县实验中学 孙慧媛

19 月亮上的世界 李玉馨 卢氏县城关第一小学 祝静波

20 废物转换车 赵佳阳 卢氏县城关第一小学 杨晓涛

21 人造卫星 翟博 卢氏县城关第一小学 李小琴

22 地球清洁器 李瀚飞 卢氏县城关第一小学 郭昳华

23 天空之城 郭怡扬 卢氏县城关第一小学 张 丽

24 月亮上的学校 王振龙 卢氏县城关第一小学 郭 艳

25 我的航天梦 郑浩然 卢氏县第二小学 陈静怡

26 太空家园 郭吉轩 卢氏县第二小学 安燕妮

27 未来飞行器 李鑫怡 卢氏县第二小学 宋丽娜

28 太空遨游 李昊泽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宋 甜

29 爱护地球 段依廷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吕 欢

30 我的中国梦 高鑫淼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卫烨琛

31 会飞的梦 张恩惠 陕州区文化馆幼儿园 陈 冲

32 绿色太空 孙梓杰 原店镇中心幼儿园 焦 楠

33 智能海底探测提油舰 李颖 陕州区硖石乡初级中学 李继红

34 天舟号 王雨萌 义马市第一小学 韩花朵

35 星球家园 王婧聪 义马市外国语小学 贾晓辉

36 理想城市 杨烨涵 灵宝市第一中学 段晓梅

37 我的《梦》 陈元佳 灵宝五亩第一中学 赵灵怡

38 未来化妆器 任书瑶 灵宝市第二实验小学 黄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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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申报者所在学校 辅导老师

39 移动城堡 张丰源 三门峡市第四小学 马 平

40 未来家园 刘若雨 三门峡市第六小学 王风云

41 未来世界 王梓萌 原店镇中心幼儿园 李 硕

42 太空汽车 介易航 陕州区第五小学 陈 华

43 未来星球 成瑾涵 陕州区第五小学 张晓芳

44 太空的新生活 刘浩宇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45 努力成就梦想 李艺玮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吕 欢

46 科幻世界 李美妍 陕州区文化馆幼儿园 武 喜

47 火星上的丝瓜 郭智 卢氏县实验中学 孙慧媛

48 太空中的大厦 王一琛 卢氏县实验中学 孙慧媛

49 自动捉虫机 靳丰怿 卢氏县第一小学 郭亚军

50 人造灯泡树 史熳妮 卢氏县第一小学 赵 丹

51 未来城市 李昊林 卢氏县第一小学 杜艳芬

52 未来环保机 李国瑞 卢氏县第一小学 刘 菁

53 雾霾清除器 张佳祺 湖滨区会兴街道新兴小学 荆苏娜

54 未来城市 宋明睿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董晓阳

55 外星球之城 罗浩宇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小学 陈 音

56 空中漫步 罗浩宇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小学 方凤娟

57 树叶床 董海平 卢氏县实验中学 孙慧媛

58 人类新家园 师瑛琪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张秀珍

59 为祖国未来读书 周楚钰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张阿明

60 植物害虫的天敌 董梓涵 义马市跃进小学 李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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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秀青少年科学 DV 作品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学校 申报者 辅导老师

1 《小树叶的故事》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小学 刘安怿 毕东红

2 《有趣的热力帆船》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文轩

刘安怿

李春峡

毕东红

3 《自食其果》 卢氏县实验中学 吴琦瀚

李 辉

荆阁军

莫金磊

4 《吸烟的危害》 卢氏县实验中学 王博锐

吕建伟

荆阁军

莫金磊

5 《聪明的小蚂蚁》 卢氏县实验中学 马舒雅

李 辉

韩张波

莫金磊

6 《新版 乌鸦喝水》 卢氏县实验中学 傅子萌

吕建伟

韩张波

荆阁军

7 《月宫畅想 》 卢氏县实验中学 李童岩

李 辉

韩张波

荆阁军

8 《保护地球 保护家园》 卢氏县实验中学 刘斌

李 辉

韩张波

孔艳丽

9 《神奇的超声波》 卢氏县实验中学 赵炎

李 辉

韩张波

孔艳丽

10 《神奇的肥皂泡》 卢氏县实验中学 王键森

吕建伟

韩张波

莫金磊

11 《共创美好校园》 卢氏县实验中学 杨林静

吕建伟

荆阁军

莫金磊

12 《让雾霾 out》 义马市高级中学 蒋今 张便英

13 《热能考察之旅》 灵宝市第二小学 李雨诺

姚久莲

姜 欣

秦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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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学校 申报者 辅导老师

14 《汽车太阳膜的作用》 灵宝市第二小学 李舒展

李 帅

刘琳娟

张婵妮

15 《神奇的纸杯烧水》 尹庄镇实验小学 李舒展

赵爱丽

刘宝川

李 磊

16 《生活小窍门》 灵宝市第四小学 何佳璇

梁少丽

席瑞妮

李慧强

六、优秀青少年科技创意作品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就读学校 辅导老师

1 潜望镜 周梦晨 卢氏县城关镇第一小学 许爱丽

2 孔雀开屏 许梦洋 卢氏县城关镇第一小学 车继英

3 发电机 赵子瑜 卢氏县城关镇第一小学 张 靖

4 台灯 李依霖 卢氏县城关镇第一小学 张 靖

5 交通信号灯 李佳韵 卢氏县城关镇第一小学 张 靖

6 花盆 孟孜涵 卢氏县城关镇中学 袁永康

7 电动秋千 李佳静 三门峡市育才中学 刘苏娟

8 年代感手摇发电机 任玉戈 三门峡市育才中学
魏 松

刘苏娟

9 太阳能风扇 王薷熠 三门峡市育才中学 杨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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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优秀组织单位

陕州区教育体育局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卢氏县城关镇第一小学

湖滨区教育体育局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卢氏县实验中学

义马市教育体育局 三门峡市阳光中学 卢氏县第一小学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义马市跃进小学

卢氏县教育体育局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三门峡市陕州区外国语学校

渑池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三门峡市陕州区中心幼儿园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门峡市陕州小学

灵宝市第二小学 三门峡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9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