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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2022 年柳州市青少年科学素质竞赛图形化创意编程获奖名单 

小学 I 组（1-3 年级） 

序号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备注 

1 柳州市和平路第二小学 贾舒嫒 李俊霖 火星车驾到 一等奖 冠军 

2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肖蓉蓉 李萧潇 太空螺蛳粉 一等奖 亚军 

3 柳州市航五路小学 韦雪琳 黄煜杰 天宫课堂第二课 一等奖 季军 

4 柳州市鱼峰山小学 肖国辉 谭宇轩 探索太空梦 一等奖 
 

5 柳州市德润小学 王柳琦 李乐洋 航天探索 一等奖 
 

6 柳州市雀儿山路小学 韦春贵 叶昊鑫 航天空间小知识 一等奖 
 

7 柳州市鱼峰山小学 邓良 邓宇宸 神奇的天宫课堂 一等奖 
 

8 柳州市银山小学 韦高 覃文熙 航天逐未来 一等奖 
 

9 柳城县实验小学 佘翼飞 王芷伊 《中国我的航天梦》 一等奖 
 

10 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覃雅菊 陈思宇 航天科技 一等奖 
 

11 柳州市窑埠街小学 陈晏伍 余明锴 冰墩墩航天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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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柳州市静兰小学 孙凯 周嘉宇 守卫空间站 二等奖 
 

13 柳州市景行小学 黄柳媛 聂语彤 太空遨游记 二等奖 
 

14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第二小学 覃丽贝 刘德宇 航天逐梦 二等奖 
 

15 柳州市和美小学 韦丽鲜 韦心悦 海王星之旅 二等奖 
 

16 柳州市和平路第二小学 贾舒媛 罗紫豪 航天逐梦，不一样的双减 二等奖 
 

17 柳州市智美小学 陈辉 张文泷 清理太空垃圾 二等奖 
 

18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史哲卿 洪紫桐 星际迷航 二等奖 
 

19 柳州市德润小学 王柳琦 谢震瀛 空间站科普 二等奖 
 

20 柳州市智美小学 陈辉 陈浩玮 天宫旅行 二等奖 
 

21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胡均 陈彦东 火箭发射模拟器 二等奖 
 

22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第二小学 覃丽贝 郭腾旭 仰望星空 二等奖 
 

23 柳州市文韬小学 陆明丽 叶宇辰 飞向太空 二等奖 
 

24 柳州市智美小学 陈辉 陈佳俊 中国航天我的航天梦 二等奖 
 

25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胡均 李忱锐 
保护太空环境，消灭宇宙垃

圾 
二等奖 

 

26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胡均 杜京蔚 《航空冷知识》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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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柳州市智美小学 陈辉 王胤驰 保卫地球大作战 二等奖 
 

28 柳州市德润小学 贝为义 梁皓涵 出发！穿越银河系！ 二等奖 
 

29 柳州市和平路第二小学 贾舒媛 倪嘉锐 星际移民·火星种植 二等奖 
 

30 柳州市滨江小学 覃龄萱 黄启迪 火星大冒险 二等奖 
 

31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黄江林 覃禹晨 返回地球 二等奖 
 

32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韦激 刘芷瑜 火星采矿 二等奖 
 

33 鹿寨县城南实验小学 李晓丽 刘雨森 我的中国梦 二等奖 
 

34 柳州市竹鹅小学 杨罗捷 雷羽菲 地球保卫战 二等奖 
 

35 柳州市航五路小学 王莉汕 吴东宸 收集太空垃圾 二等奖 
 

36 柳州市跃进路小学 陈小银 韦博严 击落陨石 二等奖 
 

37 柳州市静兰小学 孙凯 王一米 荒野探索 二等奖 
 

38 柳州市柳邕路第一小学 韦云鲜 南彦垲 和外星人的初次见面 二等奖 
 

39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胡均 梁双麒 公园五号指令长 二等奖 
 

40 鹿寨县城南实验小学 蓝荣荣 莫纯婉莹 中国我的航天梦 三等奖 
 

41 柳州市潭中路第二小学 黄丽莉 王鑫鹏 我的航天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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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柳州市和美小学 韦丽鲜 揭柯淇 保卫空间站抵御外星人侵袭 三等奖 
 

43 鹿寨县城中小学 覃志项 林奇辉 《探索太空奥秘》 三等奖 
 

44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胡均 陈彦忠 守卫太空 三等奖 
 

45 柳州市思贤小学 黄福兴 韦来朝旭 行星之最 三等奖 
 

46 柳州市智美小学 陈辉 马馫淳 中国航天史 三等奖 
 

47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晨曦校区 王秋诗 覃琪淞 太空之旅 三等奖 
 

48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第二小学 覃丽贝 韦浚昊 寻找飞船 三等奖 
 

49 柳州市滨江小学 陶凤 吴凌龙 
弘扬航天精神，拥抱星辰大

海 
三等奖 

 

50 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四连小学 韦柳力 曾维富 我的太空梦 三等奖 
 

51 鹿寨县城南实验小学 覃冬玲 陈政佳 保护地球，爱护太空 三等奖 
 

52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胡均 韦子怡 寻找地球家园 三等奖 
 

53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张雅馨 吴成贵 计算小能手 三等奖 
 

54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彭媛娟 李昕彧 太空站 三等奖 
 

55 柳州市柳邕路第三小学 熊琪瑶 黄麟翔 火星之旅 三等奖 
 

56 柳州市柳邕路第三小学 覃秀玲 张楠云海 探索宇宙奥秘 三等奖 
 



 53

57 柳州市文惠小学 戴方方 黄麟皓 火星探险 三等奖 
 

58 柳州市白云小学 郭丹 柳宁军 太空知识大赛 三等奖 
 

59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

学 
刘柳 熊炜程 太空之旅 三等奖 

 

60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陈华 廖传希妍 《宇航探索》 三等奖 
 

61 柳州市雀儿山路第二小学 陈梓良 李黄鑫源 中国航天知识趣味问答 三等奖 
 

62 柳州市雀儿山路第二小学 陈梓良 韦祎宸 中国航天知识问答 三等奖 
 

63 鹿寨县城中小学 潘静 覃睿轩 星空小画家 三等奖 
 

64 柳州市柳江区进德中心小学 覃兰惠 陈鹏泽 星球大战 三等奖 
 

65 柳州市和美小学 韦丽鲜 刘恩源 与外星人交流 三等奖 
 

66 柳州市滨江小学 覃龄萱 李锦宸 长征七号 三等奖 
 

67 柳州市西堤路小学 胡桂花 李炫毅 太空漫步 三等奖 
 

小学 II 组(4-6 年级） 

序号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备注 

1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卢华 卢郭俊 航天航空-主题书房 一等奖 冠军 

2 柳州市白云小学 郭丹 魏瑜泉 AI 助双减  航天逐未来 一等奖 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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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肖忠湛 王誉璁 航天逐未来 一等奖 季军 

4 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胡均 邓仁皓 飞向太空探索新世界 一等奖   

5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彭媛娟 洪星智 航天探险游戏 一等奖   

6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古亭山小学 刘晓玲 莫芳彤 未来航天魔法室 一等奖   

7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肖忠湛 覃彦博 AI 助双减，航天逐未来 一等奖   

8 柳州市和美小学 潘茜 潘玥如 高科技智能飞机 一等奖   

9 柳州市柳石路第二小学 覃柳薇 罗凯誉 快乐周未之航空体验之旅 一等奖   

10 柳州市第二十九中学附小 吴金凤 严司琲 《星际冒险》 一等奖   

11 鹿寨县城中小学 潘静 杨俊霆 粉碎太空垃圾 一等奖   

12 柳州市柳邕路第一小学 覃宇新 鄢然 航天知识馆 一等奖   

13 柳州市雀儿山路第二小学 陆思婷 韦霁芮 双减后畅游航天体验馆 一等奖   

14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石宇 陈樟熙 航空知识问答 一等奖   

15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肖忠湛 曾子轩 月球保卫战 一等奖   

16 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覃雅菊 聂晨曦 航天逐梦 一等奖   

17 柳州市航五路小学 罗海连 覃文昊 星空之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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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柳州市柳东新区实验小学 陈畅 覃蕊琳 中国航天梦 二等奖   

19 柳州市和美小学 罗媛元 韦覃浩羽 保卫我国领空 二等奖   

20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肖忠湛 娄亦张 太空漫步 二等奖   

21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古亭山小学 刘晓玲 陈晗毅 航天足迹 二等奖   

22 柳州市德润小学 王柳琦 林兴予 太空之行 二等奖   

23 柳州市柳东新区实验小学 陈畅 郭峰宁 太空烽火台天链卫星 二等奖   

24 柳州市和美小学 罗媛元 宋驭林 重启火星 二等奖   

25 鹿寨县鹿寨镇第四小学 罗长华 韦柳楠 《太空探索》 二等奖   

26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肖忠湛 李伟睿 探索太空 二等奖   

27 柳州市鱼峰山小学 邓良 李亿州 以梦为马，星辰大海 二等奖   

28 柳州市滨江小学 陶凤 蒋程煜 登陆月球 二等奖   

29 柳州市河东小学 黄少飞 范雨辰 航天科技馆之旅 二等奖   

30 柳州市柳东新区实验小学 陈畅 黎雨泽 航天科技 二等奖   

31 柳州市柳东新区实验小学 陈畅 覃晟宇 逐梦太空 二等奖   

32 鹿寨县城中小学 黄思回 仇馨莹 《我的梦想起航》 二等奖   



 56

33 鹿寨县城中小学 秦丽 韦梁弢 太空保卫战 二等奖   

34 柳州市航二路小学 刘琼 杨镇瑞 保卫地球 二等奖   

35 柳州市第四十六中学附属小学 吴冬冬 邓懿格 畅游太空 二等奖   

36 柳州市德润小学 龙海斌 莫书俨 奇妙的太空之旅 二等奖   

37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黄江林 韦颖翔 中国梦 航天梦 二等奖   

38 柳州市岩村路小学 周昕 冯宸轩 太空一日游 二等奖   

39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肖蓉蓉 黄晟轩 航天逐未来 二等奖   

40 柳州市窑埠街小学 刘燕 莫皓文 星际探索 二等奖   

41 柳州市和美小学 仝思思 蒋秉睿 太空探险之旅 二等奖   

42 柳州市和美小学 廖倩 粟航 太空之旅 二等奖   

43 柳州市雀儿山路第二小学 覃燕若 肖国霖 环游太空 二等奖   

44 柳州市静兰小学 孙凯 吴家馨 救火模拟 二等奖   

45 柳州市北雀路第三小学 王璇 戴麟弈 宇宙调查员 二等奖   

46 柳州市柳邕路第一小学 梁金燕 黄胤铭 航天科普小助手 二等奖   

47 柳州市滨江小学 陶凤 马宸宇 掌上乐队（改进版）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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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柳州市柳邕路第一小学 张玲 周佳蕾 探索月球计划 二等奖   

49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古亭山小学 莫丹妮 黄奕宁 《中国航天史博物馆》 二等奖   

50 柳州市和美小学 蓝桂华 杨子墨 探索太空 二等奖   

51 柳州市思贤小学 黄福兴 刘兴昊 星球采矿 二等奖   

52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第二小学 陈梓良 朱致远 探索火星 二等奖   

53 柳州市德润小学 贝为义 黄子骞 我的航天梦 二等奖   

54 鹿寨县鹿寨镇第三小学 李祖艳 吴沛衡 减压计算器 二等奖   

55 鹿寨县城中小学 蔡倩倩 廖创基 太空之旅 二等奖   

56 柳州市东环路小学 肖忠湛 文怡瑄 航天逐未来 二等奖   

57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肖蓉蓉 李梓辰 致敬航天英雄 二等奖   

58 柳州市羊角山小学 韦金秀 卢梓轩 星际穿越之火星探索 二等奖   

59 柳州市窑埠街小学 陈晏伍 韦妍萍 航天之梦 二等奖   

60 柳州市柳邕路第一小学 黄华娣 蒋仍玉 中国航天 二等奖   

61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曾梦如 林琰珺 地球保卫战 二等奖   

62 柳州市航二路小学 罗莹莹 王欣怡 太阳系之水星探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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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柳州市柳邕路第一小学 旷宁 沈均翔 航天向未来 二等奖   

64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胡均 廖海博 漫漫太空路 悠悠航天梦 二等奖   

65 柳州市航五路小学 陈国梅 覃胜皓 未来航天 二等奖   

66 柳州市飞鹅路逸夫小学 梁文科 马培锴 逐梦星辰 三等奖   

67 柳州市岩村路小学 周昕 覃邦家 航天科技 三等奖   

68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胡均 王梓灏 我的航天梦 三等奖   

69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黄江林 韦晏茗 未来的我 三等奖   

70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黄江林 兰业康 航天梦 三等奖   

71 柳州市河东小学 黄少飞 陈俊霖 航空博物馆 三等奖   

72 柳州市航五路小学 唐晟啻 王国圣 登陆太空 三等奖   

73 柳州市航二路小学 刘静 胡培烁 航天大战 三等奖   

74 鹿寨县城南实验小学 覃冬玲 陆雅婧 我的梦想起航 三等奖   

75 柳州市航五路小学 阮昌梅 潘彦瑾 科技铸造未来 三等奖   

76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

学 
刘柳 曾祥一 接东方红回家 三等奖   

77 柳州市德润小学 王柳琦 廖芯羽 逐梦航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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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鹿寨县城南实验小学 唐小玲 李应哲 清理太空垃圾 三等奖   

79 柳州市柳石路第二小学 覃柳薇 李志航 天宫课堂 三等奖   

80 柳州市景行小学总部 薛洁明 王奕蕾 天问十号遨游太空 三等奖   

81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

学 
刘柳 黄子盟 航天时代梦 三等奖   

82 柳州市德润小学 王柳琦 黎钧浩 我的航天梦 三等奖   

83 柳州市飞鹅路逸夫小学 梁文科 马驰辉 太空探索梦 三等奖   

84 
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第二小

学 
李丹 石才满 宇航之梦 三等奖   

85 柳州市柳邕路第一小学 覃宇新 韦昕颖 科技馆一日游 三等奖   

86 柳州市银山小学 韦高 易佳昀 探索宇宙奥秘 三等奖   

87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北校区 龙志远 邓智文 航空科普站 三等奖   

88 柳州市潭中路第二小学 黄丽莉 宋蓝锦玥 太空漫游 三等奖   

89 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胡均 徐慕曈 筑梦航天 起航未来 三等奖   

90 柳州市德润小学 王柳琦 黄柯瑜 航天梦 三等奖   

91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韦激 柳长骏 日食和月食 三等奖   

92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赖筱媛 夏宇航 冰墩墩雪融融太空之战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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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北校区 龙丽梅 刘浩语 航天梦--探索宇宙奥秘 三等奖   

94 柳州市德润小学 王柳琦 郭珈佑 航空之旅 三等奖   

95 柳州市航五路小学 刘晨颖 张少奎 双减航空 三等奖   

96 鹿寨县城南实验小学 陈丽琼 谢泽林 中国我的航天梦 三等奖   

97 柳州市柳石路第三小学 卓宁 张黄羽馨 百科全书航天版 三等奖   

98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第二小学 覃丽贝 熊智宸 星际旅行 三等奖   

99 鹿寨县城南实验小学 卢明学 潘柏桦 小“卫”在太空 三等奖   

100 柳州市柳邕路第一小学 覃宇新 张宗源 太空探索梦 三等奖   

101 柳州市柳石路第四小学 张雅馨 黄祖锐 天问一号飞向火星之旅 三等奖   

102 柳州市白云小学 郭丹 宋钰诚 火箭升天 三等奖   

103 柳州市飞鹅路逸夫小学 梁文科 涂浩然 航天梦 三等奖   

104 柳州市白云小学 郭丹 莫芷亮 旗开月表，五星闪耀 三等奖   

105 柳州市和平路小学 秦培主 周子轩 《重返地球》 三等奖   

106 柳州市飞鹅路逸夫小学 梁文科 朱昱畅 我的航天探索梦 三等奖   

107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

学 
刘柳 黄伟城 中国航天之路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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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黄江林 覃恺欣 逐梦航天   探索未来 三等奖   

109 柳州市岩村路小学 虞艳秋 韦彦驰 航天 三等奖   

110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小学 曾梦如 覃光保 太空生存 三等奖   

111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第二小学 陈梓良 李奕轩 保卫地球 三等奖   

112 柳州市柳江区拉堡第二小学 陈梓良 覃连盛 宇宙飞机大战 三等奖   

113 
柳州市柳江区壮语文学校附属小

学 
练柳燕 韦昱熠 最终之战 三等奖   

114 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 肖蓉蓉 文晓峰 航天逐未来 三等奖   

初中组 

序号 参赛学校 指导老师 参赛学生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备注 

1 柳州市第二十五中学 韦幸 罗宇祥 
《“双减”增活力多彩校园

生活之舞龙》 
一等奖 冠军 

2 柳州市第十二中学 王晶晶 周唐伶芮 Space 一日游记 一等奖 亚军 

3 柳州市第十四中学 张凯丰 闫福泉 《神舟飞天 逐梦天宫》 一等奖 季军 

4 柳州市第十八中学 韦芳 黄慧媛 《航天梦》 一等奖   

5 柳州市第十四中学 韦幸 范子阳 
《”双减“创新作业之趣玩

八桂拼图》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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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柳州市德润中学 段如婷 何霖峰 太空垃圾清理体验助手 二等奖   

7 柳州市第八中学 苏洁蓓 周逸城 探索太空 逐梦未来 二等奖   

8 柳州市第十四中学 张凯丰 曾昱豪 
《“双减”创新作业之探究

细胞奥秘》 
二等奖   

9 柳州市第十二中学（文昌校区） 陈浩 李辰皓 月球问答加实验 二等奖   

10 柳州市第十四中学 韦幸 张布莱思 《逐梦航天 奔赴星辰大海》 二等奖   

11 柳州市第十二中学 王晶晶 郑雨亮 飞向太空 二等奖   

12 柳州市第八中学 谭鹏英 王运兴 《航天》 二等奖   

13 柳州市第十二中学 王晶晶 邱天宇 火星之旅 二等奖   

14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曹思 余涛 飞行器闯关记 二等奖   

15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古亭山中学 覃艳 周裕德 探索新能源 二等奖   

16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古亭山中学 覃艳 吴国栋 天宫空间站 二等奖   

17 柳州市第十二中学 王晶晶 黎小源 浩瀚星辰，永恒的征途 二等奖   

18 柳州铁一中学（初中部） 蒙立昊 兰贺竣 单词听默写 二等奖   

19 柳州市第十二中学（文昌校区） 张剑飞 李明睿 火星生存 二等奖   

20 柳州市第八中学 林涛 陶进鑫 《AI 助双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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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曹思 李琪巧 击碎陨石大作战 三等奖   

22 柳州市第八中学 谢孔平 黎天宇 《双减行动》 三等奖   

23 柳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曹思 邓志豪 飞机大战 三等奖   

24 柳州市第十五中学 韦浩 黄泽铭 流浪地球 三等奖   

25 柳州铁一中学（初中部） 蒙立昊 韦坤志 地球翻译君 三等奖   

26 柳州铁一中学（初中部） 蒙立昊 王泽睿 智能课件 三等奖   

27 柳州铁一中学（初中部） 蒙立昊 陈泓霖 生活实际问题-配套问题 三等奖   

28 柳州市第十二中学 陈浩 朱俊宇 航天发射模拟器 三等奖   

29 柳州市第八中学 桂小凤 陆俊霖 《火箭进生活》 三等奖   

30 柳州市柳东新区第二实验中学 杨欢 刘浩云 AI 辅助画三角形 三等奖   

31 柳州市第十八中学 韦芳 覃业福 《太空旅行记》 三等奖   

32 柳州铁一中学（初中部） 蒙立昊 谢尚鲲 AI，让双减的介绍更简单 三等奖   

33 柳州市第十二中学（文昌校区） 陈浩 邝艺卓 火箭太空捡垃圾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