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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2022 年柳州市青少年科学素质竞赛电子百拼获奖名单 

小学组 

序号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获奖等级 备注 

1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郜敏琪、卢华 卢重均 一等奖 冠军 

2 柳州市潭中路第二小学 唐媛、陈珍玲 李陈喆 一等奖 亚军 

3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覃良 黄仕琦 一等奖 季军 

4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覃良 曾轩琪 一等奖   

5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黄欣 邱富熠 一等奖   

6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孙翔 一等奖   

7 柳州市潭中路第二小学 唐媛、陈珍玲 魏雨墨 一等奖   

8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陈思寅 一等奖   

9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李珍、朱敏慧 李昕璋 一等奖   

10 柳州市潭中路第二小学 唐媛、陈珍玲 孙睿喆 一等奖   

11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黄欣 韦欣宁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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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李婷婷 一等奖   

13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黄欣 梁熙峻 一等奖   

14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覃良 韦建强 一等奖   

15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覃良 胡盛豪 二等奖   

16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施敏 二等奖   

17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附属小学 廖建韬 闭卓清 二等奖   

18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余晶晶、游青青 谭瑞冬 二等奖   

19 柳州市胜利小学 莫小春、张珍妮 李佳益 二等奖   

20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班承亨 二等奖   

21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黄欣 韦佳慧 二等奖   

22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梁洁、刘华倩 周琪越 二等奖   

23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张日丽 杨恒懿 二等奖   

24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余晶晶、林雪妮 李昊辰 二等奖   

25 柳州市鱼峰山小学 邓良、肖国辉 王誉皓 二等奖   

26 柳州市桂景湾路小学 郑晓嫦、梁迪 韦世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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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李璐 何覃宇 二等奖   

28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张清婷、邱慕柳 莫雨嫣 二等奖   

29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李璐 李昀聪 二等奖   

30 柳州市文韬小学 徐文、杨婧婷 黄铭睿 二等奖   

31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覃良艳、李仙连 梁澍鑫 二等奖   

32 柳州市鱼峰区里雍中心小学 朱熠、潘艺中 陈春媛 二等奖   

33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陈玮霖、陆丽娟 唐宇杰 二等奖   

34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杨艺、陆丽娟 林谭晨彬 二等奖   

35 柳州市桂景湾路小学 郑晓嫦、梁迪 冯意轩 二等奖   

36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郜敏琪、刘建庆 卢郭俊 二等奖   

37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余晶晶、刘静 黄邓林屹 二等奖   

38 柳州市桂景湾路小学 郑晓嫦、梁迪 覃增宇 二等奖   

39 柳州市柳石路小学 刘云芸、韦东慧 韦坤成 二等奖   

40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全牡丽、李仙连 龙蕾蕾 二等奖   

41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张日丽 罗启圣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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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李璐 刘予琛 二等奖   

43 柳州市柳石路小学 吴植群、刘云芸 蓝天旭 二等奖   

44 柳州市柳石路小学 刘云芸、韦东慧 覃梓航 二等奖   

45 柳州市文韬小学 徐文、杨婧婷 赵轩毅 二等奖   

46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陈柳强 沈善琦 二等奖   

47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附属小学 廖建韬 韦骄桃 二等奖   

48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李璐 张皓哲 二等奖   

49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郜敏琪、吴金蔓 梁惋壹 二等奖   

50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郝懿霖 二等奖   

51 柳州市潭中路第二小学 唐媛、陈珍玲 赖可 二等奖   

52 鹿寨县鹿寨小学 罗炳禄、陈奕超 宋佳霖 二等奖   

53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王薪闳 二等奖   

54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李珍、朱敏慧 吴嘉航 二等奖   

55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郜敏琪、卢华 吴远志 二等奖   

56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赵翠翼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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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卢华、郜敏琪 唐嘉谦 二等奖   

58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李珍、朱敏慧 梁哲熙 三等奖   

59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覃良 郑力荣 三等奖   

60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蒋馨阅 三等奖   

61 柳州市鱼峰区里雍中心小学 潘艺中、朱熠 曾淑慧 三等奖   

62 柳州市北站路小学 李家伟 黄家嘉 三等奖   

63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李珍、朱敏慧 包浩铭 三等奖   

64 鹿寨县鹿寨小学 陈奕超、韦力华 覃金涛 三等奖   

65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郜敏琪、卢华 覃吕子聃 三等奖   

66 柳州市文韬小学 徐文、杨婧婷 丁一 三等奖   

67 柳州市胜利小学 莫小春、张珍妮 肖贵程 三等奖   

68 柳州市桂景湾路小学 郑晓嫦、梁迪 李振鑫 三等奖   

69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莫丽莉、梁楚旋 关人涵 三等奖   

70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莫丽莉、梁楚旋 韦雨桐 三等奖   

71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莫丽莉、梁楚旋 郭宇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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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鹿寨县鹿寨小学 陶春琴、覃春菇 陈熠欣 三等奖   

73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黄欣 陈凝雅 三等奖   

74 柳州市鱼峰区里雍中心小学 潘艺中、朱熠 梁伊玲 三等奖   

75 柳州市文韬小学 徐文、杨婧婷 刘思源 三等奖   

76 柳州市雀儿山路第二小学 李梅花 吴柏瑞 三等奖   

77 柳州市桂景湾路小学 郑晓嫦、梁迪 冼子涵 三等奖   

78 柳州市南环小学 莫勤鸣、黄波 莫云欣 三等奖   

79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李璐 陈孟孜 三等奖   

80 柳州市驾鹤路小学 周欢 龙志翔 三等奖   

81 柳州市柳石路小学 吴植群、刘云芸 李明哲 三等奖   

82 柳州市阳和第二小学 吴盼、石彩兰 覃炜皓 三等奖   

83 柳州市德润小学 杨美英、李雯 王思懿 三等奖   

84 柳州市文韬小学 徐文、杨婧婷 常恩与 三等奖   

85 柳州市驾鹤路小学 周欢 韦雄杰 三等奖   

86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李璐 王润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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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柳州市鱼峰区里雍中心小学 朱熠、潘艺中 黄淑婷 三等奖   

88 柳州市羊角山小学 韦金秀 陆思齐 三等奖   

89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李珍、朱敏慧 凌晨睿 三等奖   

90 柳州市柳石路小学 韦东慧、吴植群 姚焱曦 三等奖   

91 柳州市文韬小学 徐文、杨婧婷 陈晟 三等奖   

92 柳州市鱼峰区里雍中心小学 朱熠、潘艺中 陈宇馨 三等奖   

93 柳州市胜利小学 莫小春、张珍妮 钟博恩 三等奖   

94 鹿寨县鹿寨小学 陶春琴、韦亚 李祖乐 三等奖   

95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陈柳强 陈佑生 三等奖   

96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陈华 邵良程 三等奖   

97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陈华 莫熠飞 三等奖   

98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陈华 唐周辰 三等奖   

99 柳州市柳石路小学 吴植群、刘云芸 邓嘉懿 三等奖   

100 柳州市德润小学 杨美英、李雯 刘可欣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