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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2 年柳州市青少年科学素质竞赛多轴飞行器获奖名单 

小学女子组 

序号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获奖等级 备注 

1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张玉 肖椀骞 一等奖 冠军 

2 柳州市西鹅小学 林燕 黄程洋 一等奖 亚军 

3 柳州市文韬小学 杨浩 陈姿羽 一等奖 季军 

4 柳州市西江路小学 李瑶 林嘉祺 一等奖   

5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陈广丽 刁忆琳 二等奖   

6 柳州市西鹅小学 林燕 周艳艳 二等奖   

7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学 练柳燕 廖璟婳 二等奖   

8 柳州市山头小学 覃情 覃雨熙 二等奖   

9 柳州市竹鹅小学 江慧 唐诗尧 二等奖   

10 柳州市竹鹅小学 覃阿娜 杨 丽 二等奖   

11 柳州市山头小学 韦柳枝 韦雨欣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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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柳州市和美小学 刘芝麟 杨礼瞳 二等奖   

13 柳州市文惠小学 黄爱丽 谢张茹诗 二等奖   

14 柳州市竹鹅小学 廖春雄 韦可欣 二等奖   

15 柳州市西鹅小学 覃艺 刘丽烨 二等奖   

16 柳州市文韬小学 杨浩 方云熙 三等奖   

17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陈华 杨凯棋 三等奖   

18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学 练柳燕 韦梓菡 三等奖   

19 柳州市山头小学 文淑婷 吕思涵 三等奖   

20 柳州市文韬小学 杨浩 谢张茹画 三等奖   

21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王家喜 蒙思蓉 三等奖   

22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张树泽 黄慧轩 三等奖   

23 柳州市山头小学 文淑婷 潘柳萍 三等奖   

24 柳州市西鹅小学 覃顺丰 刘依依 三等奖   

25 柳州市雀儿山路小学 成志慧 汪琳燃 三等奖   

26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张树泽 杨语涵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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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男子组 

序号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获奖等级 备注 

1 柳州市西鹅小学 吴克 肖功勇 一等奖 冠军 

2 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冼凌 滕植浩 一等奖 亚军 

3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胡程 严浩阳 一等奖 季军 

4 柳州市银山小学 陈智彬 梁昕传 一等奖   

5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小学（师范校区） 唐冠林 张子钰 一等奖   

6 柳州市滨江小学 周玲 陈重良 一等奖   

7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北校区） 彭媛娟 门子玄 一等奖   

8 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冼凌 韦飞扬 一等奖   

9 柳州市第二十四中学附小 张军勇 石芝光 一等奖   

10 柳州市柳邕路第三小学 熊琪瑶 阮城有 一等奖   

11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李仙连 谢晓裕 一等奖   

12 柳州市柳邕路第三小学 熊琪瑶 侯俊宏 一等奖   

13 柳州市文惠小学 韦启轩 韦鉴诚 一等奖   



 17

14 柳州市西鹅小学 林燕 杨宇浩 一等奖   

15 柳州市文惠小学 陈姿 张智皓 一等奖   

16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胡程 肖历泽 二等奖   

17 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冼凌 滕植然 二等奖   

18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莫崇发 卓文文 二等奖   

19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滕钰 黄琦渝 二等奖   

20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覃榆森 雷梓健 二等奖   

21 柳州市山头小学 刘宇静 韦江楠 二等奖   

22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胡程 刘睿轩 二等奖   

23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北校区） 彭媛娟 张骍吉羽 二等奖   

24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李艺君 陈浩淇 二等奖   

25 柳州市雀儿山路第二小学 潘柳慧 邓皓嘉 二等奖   

26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余晶晶 黄政淏 二等奖   

27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胡程 邓湘霖 二等奖   

28 柳州市银山小学 陈智彬 韦易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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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柳州市银山小学 陈智彬 王御阳 二等奖   

30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刘孟鑫 沈愈博 二等奖   

31 柳州市西鹅小学 覃艺 吴俊桦 二等奖   

32 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冼凌 余昊锦 二等奖   

33 柳州市西鹅小学 韦艳合 林荣华 二等奖   

34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古亭山小学 莫丹妮 韦忠良 二等奖   

35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附属小学 刘莹 梁羽轩 二等奖   

36 柳州市山头小学 刘辉 莫雄乐 二等奖   

37 柳州市银山小学 陈智彬 温哲俨 二等奖   

38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赵伟宁 黄铭澔 二等奖   

39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陆丽娟 苏圣杰 二等奖   

40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小学（师范校区） 莫日红 左翔睿 二等奖   

41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刘孟鑫 张翊博 二等奖   

42 柳州市银山小学 陈智彬 李文睿 二等奖   

43 柳州市雀儿山路小学 成志慧 黄重凯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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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柳州市雀儿山路第二小学 陆思婷 韦懿轩 二等奖   

45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吕荣叶 韦立辉 二等奖   

46 柳州市文惠小学 韦启轩 梁博涵 二等奖   

47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韦激 韦宇宸 二等奖   

48 柳州市柳邕路第三小学 熊琪瑶 黄麟翔 二等奖   

49 柳州市银山小学 陈智彬 张睿航 二等奖   

50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小学（师范校区） 唐冠林 梁善璿 二等奖   

51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梁艳 韦容宇 二等奖   

52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李艺君 丁子轩 二等奖   

53 柳州市飞鹅路逸夫小学 邱德鑫 刘荣浩 二等奖   

54 柳州市西鹅小学 覃艺 杨逸涵 二等奖   

55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左昊 李卓洋 二等奖   

56 柳州市西鹅小学 陈东明 黄章泉 二等奖   

57 柳州市桂景湾路小学 梁迪 蔡李昕煜 二等奖   

58 柳州市文惠小学 韦启轩 袁杨童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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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李艺君 孔令程希 二等奖   

60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尹艳梅 何建臻 二等奖   

61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李艺君 梁峻烯 三等奖   

62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刘孟鑫 银风扬 三等奖   

63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陆丽娟 李艺彬 三等奖   

64 柳州市文韬小学 杨浩 韦懿宸 三等奖   

65 柳州市文韬小学 杨浩 郑皓文 三等奖   

66 柳州市雀儿山路小学 成志慧 卢泳海 三等奖   

67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林彦瑜 三等奖   

68 柳州市滨江小学 陶凤 吴凌龙 三等奖   

69 柳州市文惠小学 黄爱丽 周允皓 三等奖   

70 柳州市文韬小学 杨浩 余文皓 三等奖   

71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段羿宏 三等奖   

72 柳州市银桐路小学 汤柳菊 卓陈星吔 三等奖   

73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刘孟鑫 林靖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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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莫崇发 明永毅 三等奖   

75 柳州市山头小学 何群芳 杨梓詹 三等奖   

76 柳州市竹鹅小学 韦运良 韦书邓 三等奖   

77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北校区） 彭媛娟 陆韦澄 三等奖   

78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刘孟鑫 刘镇宇 三等奖   

79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小学（师范校区） 莫日红 韦刘鑫 三等奖   

80 柳州市山头小学 彭忠元 何俊扬 三等奖   

81 柳州市西江路小学 李瑶 郑凯睿 三等奖   

82 柳州市竹鹅小学 韦运良 杨鸿杰 三等奖   

83 柳州市文惠小学 黄爱丽 胡弘彬 三等奖   

84 柳州市雀儿山路小学 成志慧 莫济溟 三等奖   

85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学 练柳燕 刘金福 三等奖   

86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学 练柳燕 熊建勋 三等奖   

87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赖筱媛 廖伟斌 三等奖   

88 柳州市雀儿山路第二小学 蒙孟华 梁宏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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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林柏岐 黎晓霖 三等奖   

90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陈弘莉 王柯然 三等奖   

91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刘华倩 莫仁盛 三等奖   

92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宁韬皓 三等奖   

93 柳州市雀儿山路小学 成志慧 黄宇卿 三等奖   

94 柳州市和美小学 罗媛元 黎宁子轩 三等奖   

95 柳州市文惠小学 戴方方 李泽昊 三等奖   

96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陈辉 唐子皓 三等奖   

97 柳州市银桐路小学 汤柳菊 宋雨轩 三等奖   

98 柳州市文惠小学 陈姿 杨础豪 三等奖   

99 柳州市飞鹅路逸夫小学 邱德鑫 居炜龙 三等奖   

100 柳州市飞鹅路逸夫小学 庞庆 庞恺熠 三等奖   

101 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冼凌 莫炎彬 三等奖   

102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刘孟鑫 迟恺言 三等奖   

103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学 韦红玉 覃日俊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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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冼凌 裴炫程 三等奖 
 

105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王家喜 陈意轩 三等奖 
 

106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吕荣叶 韦楷钊 三等奖 
 

107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刘孟鑫 梁珅源 三等奖 
 

中学男子组 

序号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获奖等级 备注 

1 柳州市第八中学 苏燕艳 李文博 一等奖 冠军 

2 柳州市第八中学 谢孔平 冯骏骁 一等奖 亚军 

3 柳州市第八中学 苏燕艳 谭苏铭 一等奖 季军 

4 柳州市第八中学 苏燕艳 韦祯祎 二等奖   

5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刘莹 雷泽胤 二等奖   

6 柳州市第十一中学 文邦太 蒙卓冠 二等奖   

7 柳州市第十一中学 文邦太 梁玉文 二等奖   

8 柳州市第十一中学 文邦太 谭柳雄 二等奖   

9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方燕敏 韦梁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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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蓝文宣 田一涛 二等奖   

11 柳州市第八中学 苏燕艳 覃腾广 二等奖   

12 柳州市第八中学 黄晶 吴润贤 二等奖   

13 柳州市第十一中学 文邦太 梁榆明 二等奖   

14 柳州市第八中学 江筱佳 罗荣涛 三等奖   

15 柳州市第十一中学 文邦太 叶传世 三等奖   

16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刘莹 何睿扬 三等奖   

17 柳州市第十一中学 文邦太 吴奥杰 三等奖   

18 柳州市第十一中学 文邦太 陈柳泉 三等奖   

19 柳州市第一中学 陈刚 莫凯然 三等奖   

20 柳州市西鹅中学 莫崇崇 覃佳俊 三等奖   

21 柳州市第八中学 周宇 韦周翔 三等奖   

22 柳州市西鹅中学 莫崇崇 莫景盛 三等奖   

23 柳州市西鹅中学 冯春燕 方贵旺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