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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辽宁省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 

创意编程获奖名单 

Scratch 创意编程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指导 

教师 
等奖 

1 

小学 I组 

孙艾熹 丹东市实验小学 田甜 

一等奖 

2 安珮宁 沈阳铁路实验小学 巴茜 

3 杨依源 抚顺市实验小学校 姚丽 

4 刘馥睿 盘锦市鹤乡小学 李丽娜 

5 马钰瑾 辽河油田迎宾小学 葛姗姗 

6 叶定韬 锦州市古塔区敬业第三小学校 郭伟 

7 徐一弘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张振惠 

8 徐华骏 沈阳市皇姑区岐山路第一小学 王岩 

9 沈诗博 辽阳市白塔区新华小学 李莹莹 

10 王博涵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十小学 陈岚 

11 曹庆阳 大连市海事大学附属学校 任慧 

12 丁小筱 锦州市国和小学 赵晶 

13 李裔实 大连市甘井子区实验小学 赵俊杰 

14 王一凡 锦州市实验学校 王博 

15 郭轩豪 抚顺市实验小学 杨晶 

16 窦文浩 盘锦市鹤乡小学 蔡亚宁 

17 单嘉何乐 辽阳市青年街小学 李佳男 

18 郑依晨 大连市高新区普罗旺斯学校 张振义 

19 孟书林 丹东市实验小学 田甜 

20 王贺桐 沈阳铁路第五小学 张悦 

21 张柏霖 辽宁省实验学校 杨烁 

22 韩李浩 大连市甘井子区宇峰小学 徐梓强 

23 杨冠泽 辽阳市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刘宏梅 

24 崔瀚霖 沈阳市南京一校南京街总校区 段亚娟 

25 张若曦 大连市甘井子区实验小学 张建 

26 张福洋 瓦房店市文化小学 左桂华 

27 

小学 II

组 

焦钰涵 大连南金实验学校 苏丹蕊 

一等奖 

28 胡家荣 
沈阳市和平区铁路第五小学(长白

分校) 
李丽 

29 刘思远 沈阳市皇姑区陵西小学 任春华 

30 朱贤斌 辽宁省实验学校 张菁山 

31 王文聿 鞍山市立山区光明小学 李禹 

32 金扬清 鞍山市高新区实验学校 靳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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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学 II

组 

赵剑锋 本溪市明山区联丰小学 罗昊 

一等奖 

34 史依格 盘锦市鹤乡小学 王洪霞 

35 孙春昊 大连市甘井子区红叶小学 张扬 

36 李雨桐 抚顺市新抚区南阳小学 王慧田 

37 陈麒元 大连市甘井子区芙蓉小学 黄雅玉 

38 钟鹏霖 沈阳市浑南区第四中学 白连杰 

39 吴聆菘 辽宁省实验学校 张菁山 

40 王赛沃 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 尹艺霏 

41 张轩铭 
本溪市明山区联丰小学欧洲城校

区 
张森 

42 王淇锋 盘锦市实验小学 张琦 

43 张轩源 盘锦市鹤乡小学 李秀英 

44 盖阔 大连市金家街第二小学 贾阳 

45 赵浩然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第一小学 刘小玲 

46 夏琳珊 盘锦市双台子区高家小学 王秀芹 

47 孙啟松 辽宁省实验学校 张菁山 

48 马浚腾 本溪市平山区群力小学 李永萍 

49 陈俊冶 辽阳市弓长岭区中心小学 孙婷 

50 赵禹松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小学 严雪松 

51 姬西舆 阜新市细河区民族街小学 邹泉 

52 李慕瑶 辽河油田胜利小学 张丽红 

53 管钒宇 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小学 徐星月 

54 

初中组 

王一 辽宁省实验学校 王利坤 

一等奖 

55 刘鸿羽 大连市第十九中学 单忠艳 

56 张泽宇 北大青鸟同文锦州实验学校 赵斌 

57 徐宏彦如 沈阳市杏坛中学 魏薇 

58 范宸玮 大连海事大学附属学校 任慧 

59 杨超然 抚顺市第五十中学 朱娜 

60 张宸浩 大连市第三十四中学 吕肖博 

61 金褀 抚顺市第五十中学 李歌 

62 刘仕程 大连市西岗区第三十四中学 吕肖博 

63 

小学 I组 

崔涵霏 辽河油田胜利小学 孟兰竹 

二等奖 

64 张呈昊 盘锦市鹤乡小学 张姝 

65 丁康博 盘锦市鹤乡小学 张磊 

66 徐浚乘 抚顺市望花区中心小学校 孔繁博 

67 张轩赫 大连市甘井子区宇峰小学 李勇 

68 王鹤潼 辽宁省实验学校 杨烁 

69 张锦宥 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 任妮 

70 耿高一心 盘锦市兴隆台区新世纪小学 陈飞 

71 丁文皓 辽阳市白塔区青年街小学 李佳男 

72 宣雅曦 凌源市凌河小学 宣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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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小学 I组 

穆俊昊 
大连市西岗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

学校 
才越 

二等奖 

74 刘首铭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第一小学 金秋 

75 姜炳男 阜新市海州区矿工街小学 康久玲 

76 郭禹增 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郭晶晶 

77 刘天一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张振惠 

78 刘禹辰 辽阳市白塔区普化小学 贾红光 

79 刘索雅 营口市站前区红旗小学 刘继君 

80 刘沅成泽 辽阳市白塔区二道街小学 刘宏梅 

81 白礼嘉 辽宁省实验学校 杨烁 

82 李冠霖 盘锦市鹤乡小学 孙晓婧 

83 贾谱玉 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 吴俊美 

84 张轩睿 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小学 靳舜尧 

85 崔鸿搏 白塔区南林子小学 于欣彤 

86 房瑞麟 朝阳市文化路小学 马洋 

87 

小学 II

组 

李翱宇 丹东市实验小学 田甜 

二等奖 

88 李禹昊 锦州市凌河区北湖小学 李凤军 

89 白宛鑫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张振惠 

90 朱昱丞 辽宁省实验学校 张菁山 

91 周仲一 鞍山市高新区实验学校 靳舜尧 

92 田栢林 沈阳铁路第五小学 郑宏 

93 曹焱婷 盘锦市兴隆台区第三小学 辛欣 

94 刘矜延 营口实验学校 宗若灿 

95 李承泽 辽宁省实验学校 张菁山 

96 贾博宇 辽河油田迎宾小学 李哲 

97 王子元 辽河油田胜利小学 邵振宇 

98 郭雨杭 盘锦市鹤乡小学 李秀英 

99 李飞宇 锦州市实验学校 陈洪静 

100 张家瑞 丹东凤城市东方红小学 李青松 

101 李宗叡 本溪市平山区群力小学 李永平 

102 张鹤严 锦州市实验学校 刘凌 

103 王相臣 辽河油田胜利小学 刘为 

104 张义涵 
沈阳市和平区铁路第五小学(长白

分校) 
张舟 

105 刘适齐 阜新市细河区民族街小学 邹泉 

106 刘承昊 
本溪市明山区联丰小学欧洲城校

区 
罗昊 

107 王文俏 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周路 

108 尹厚壅 盘锦鹤乡小学 王芳 

109 官煜程 盘锦市鹤乡小学 吕晓楠 

110 小学 II

组 

张家睿 辽河油田幸福小学 王艺霖 
二等奖 

111 范芮麟 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 旋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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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小学 II

组 

徐广衡 辽阳市辽阳县三新学校 侯佳彤 

二等奖 

113 熊敏隽 辽阳市白塔区青年街小学 马爱华 

114 郭启东 锦州市实验学校 郭秋月 

115 关翔元 辽阳市白塔区新华小学 李莹莹 

116 孙铭泽 本溪市南芬区实验小学 周路 

117 

初中组 

石昊硕 凌源市第三初级中学 王昭宁 

二等奖 

118 刘涵洋 沈阳市第七中学 朱悦明 

119 肇熹颢 抚顺市第五十中学 杜平 

120 潘靖阳 沈阳市第一三六中学 肖俊伟 

121 王艺璇 辽宁省实验学校 王利坤 

122 

小学 I组 

刘畅 
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青年大

街分校 
邢维 

三等奖 

123 孙嘉汕 锦州市实验学校 刘芳 

124 吕金航 鞍山市铁东区烈士山小学 徐星月 

125 那恩哲 
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市金家街第

二小学 
贾阳 

126 梁峻铭 盘锦市鹤乡小学 于欣欣 

127 石加一 盘锦市鹤乡小学 宋军 

128 郭一霖 沈阳铁路第五小学 郑宏 

129 曹轶淞 沈阳市沈水实验学校 韩德康 

130 王镇安 本溪市朝鲜族中学 崔太哲 

131 宋佳鸾 鞍山市华育高新区学校 张秋懿 

132 聂裕恒 盘锦市鹤乡小学 徐旭 

133 盛勃凯 辽阳市白塔区普化小学 贾红光 

134 刘恩昊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第二小学 马宇佳 

135 李承达 辽河油田胜利小学 刘为 

136 李沛桓 辽河油田幸福小学 商启宏 

137 郭文昊 沈阳市大东区辽沈街第二小学 韩汝彬 

138 刘典烁 抚顺市望花区中心小学校 孔繁博 

139 李秉蒝 盘锦市鹤乡小学 索萍 

140 白宇洋 沈阳市大东区杏坛小学 孙晓娜 

141 毛艺涵 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 李胜楠 

142 丁桢滈 鞍山市铁东区山南小学 徐星月 

143 汤智豪 大连市普兰店区久寿小学 王蕾蕾 

144 杨砚乔 营口实验学校 代晓会 

145 佟展布 辽阳市东文化小学 吕晗 

146 贺鹏睿 辽阳市白塔区新华小学 李莹莹 

147 孙梓晴 辽阳县河栏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王勇 

148 王相霖 辽河油田胜利小学 刘为 

149 刘嘉霖 盘锦市鹤乡小学 修忠颖 

150 李京阳 辽宁省实验学校 杨烁 

151 王怡霏 凌源市实验小学 尹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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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小学 I组 

雷家齐 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 陈丹 

三等奖 
153 徐子然 辽河油田康桥学校 欧阳倩 

154 刘凯龙 朝阳市南街小学 鲁志会 

155 刘浩然 沈阳市浑南区第二小学 刘宁 

156 

小学 II

组 

苏一轩 辽河油田幸福小学 刘旭 

三等奖 

157 王长敬宸 营口市站前区青年小学 杨飞 

158 温智博 丹东凤城市东方红小学 李青松 

159 王良宇 沈阳市大东区杏坛小学 郭生麟 

160 杨佳 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三小学 韩燕 

161 杨腾壹 沈阳市童晖小学 杜慧敏 

162 车昊泽 抚顺市望花区中心小学校 孔媛 

163 孙逸凡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十小学 陈岚 

164 董枳铄 沈阳市广全学校 袁禹佳 

165 王雨泽 抚顺市望花区中心小学校 张东青 

166 宋昕格 辽阳市白塔区实验小学 马春凤 

167 宁一诺 大连市金家街第二小学 贾阳 

168 马肖淇 辽阳市青年街小学 李佳男 

169 刘承雳 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 旋艳丽 

170 李宜宸 辽河油田迎宾小学 修影侠 

171 徐崧泽 辽阳市辽阳县三新学校 侯佳彤 

172 叶士语 辽阳市白塔区普化小学 李琳 

173 王志国 辽阳市辽阳县首山镇第二小学 张欢 

174 范思成 辽宁省实验学校 张菁山 

175 孙德维 
辽阳市辽阳县河栏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 
王勇 

176 杨雅童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 赵治楠 

177 谢林睿 盘锦市鹤乡小学 盖艺强 

178 王艺蓉 辽阳市白塔区实验小学 侯兆莉 

179 罗瀚霆 沈阳市浑南区第一小学 刘伯禹 

180 李炳荣 沈阳市大东区杏坛小学 孙晓娜 

181 朱浡畅 辽河油田迎宾小学 俢影侠 

182 吴健弘 辽阳市白塔区实验小学 侯兆莉 

183 冯睿涵 
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市金家街第

二小学 
贾阳 

184 

初中组 

李煜萱 辽宁省实验学校 王利坤 

三等奖 

185 冷逸瑄 大连市西岗区第三十四中学 吕肖博 

186 于子为 抚顺市第五十中学 李歌 

187 胡明威 大连市第三十九中学 华俊 

188 王冠卓 丹东市第五中学 张雁燕 

189 倪嘉隆 辽阳市第一中学 邸圆媛 

190 黄耀萱 营口实验学校 黄建兴 

191 杜禹珅 营口实验学校 吴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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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创意编程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组别 姓名 学校 
指导 

教师 
等奖 

1 

初中组 

王奕茗 
大连高新区嘉汇橡树外

国语学校 
张振义 

一等奖 

2 王威凯 辽宁省实验学校 王利坤 

3 刘若曦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 张振义 

4 张冉 大连市第八十中学 张振义 

5 王一涵 
盘锦市辽河油田实验中

学 
彭雨薇 

6 王舒禾 沈阳市虹桥初级中学 巴茜 

7 王星然 辽河油田实验中学 高兮 

8 王天予 辽河油田实验中学 顾方建 

9 

高中组 

李润尧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王奇 

一等奖 

10 申彭睿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徐晓婷 

11 吴锦晔 抚顺市第二中学 张德维 

12 刘家祺 
东方剑桥本溪市高级中

学分校 
苏言 

13 曲峻杨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郭水清 

14 杨宇哲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于喆 

15 

初中组 

张智博 盘锦光正实验学校 王志华 

二等奖 

16 王梓旭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 张振义 

17 董子滔 
盘锦市辽河油田兴隆台

二中 
金秀智 

18 刘馨午 辽宁省实验学校 王利坤 

19 郝一诺 沈阳市第四十三中学 蔡学庆 

20 孟祥祯 辽宁省实验学校 王利坤 

21 胡敬宜 抚顺市第五十中学 杜平 

22 

高中组 

朱宝恒 抚顺市第二中学 梁晓辉 

二等奖 

23 孔令节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于海鹏 

24 于鉴文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杜娟 

25 刘禹辰 
东方剑桥本溪市高级中

学分校 
苏言 

26 刘光昊 
东方剑桥本溪市高级中

学分校 
苏言 

27 王集禹 鞍山市第一中学 赵宏伟 

28 

初中组 

马福泽 辽阳市第一中学 齐月 

三等奖 29 马峥博 朝阳市第五中学 马喜全 

30 董几维 抚顺市第五十中学 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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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初中组 

吴朋宇 
沈阳市南昌初级中学长

白校区 
杨佳妮 

三等奖 
32 王翰林 丹东市第五中学 张雁燕 

33 迟显洋 大连市第三十四中学 吕肖博 

34 赵泽旭 朝阳市第一中学 马喜全 

35 卢硕 朝阳市第一中学 马喜全 

36 

高中组 

沈香含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郭水清 

三等奖 

37 皮乐 
朝阳市凌源市第二高级

中学 
王昭宁 

38 汪子淇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于海鹏 

39 孙赫营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于海鹏 

40 马睿擎 
东方剑桥本溪市高级中

学分校 
苏言 

41 韩阳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杜鹃 

42 房小琦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于海鹏 

43 李鑫汇 鞍山市第一中学 赵宏伟 

44 郑义鑫 鞍山市第一中学 赵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