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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YDWYX0053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馨瑶 STEAM创意手工皂 淄博市张店区潘南小学 徐金芳 一等奖

16YDWYX0053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杨贝妮 魔法精灵中队 淄博市张店区潘南小学 徐金芳 一等奖

16YDWYX00508 澳门 澳門 小学组 阮曉明 我眼中的孔子 培正中學 駱劍峰 一等奖

16YDWYX00510 澳门 澳門 小学组 楊雅婷 母親 培華中學 阮展騰 二等奖

16YDWYX00509 澳门 澳門 小学组 陳樂兒 記憶雪糕 培華中學 阮展騰 二等奖

16YDWYX00596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王鸣石 未来校园遐想 八一学校小学部 二等奖

16YDWYX00595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彭小川 我眼中的北京之美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 二等奖

16YDWYX00668 山东省 东营市 小学组 张家赫
保护野生动植物，留住绿水

青山
东营市东营区英才小学 二等奖

16YDWYX00586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陈洪锐 有趣的校园生活 史家小学 二等奖

16YDWYX00639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孙佳阅 我的中国梦 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壮 二等奖

16YDWYX00549 海南省 海口市 小学组 柯行之 保护共享单车健康绿色出行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钟文泽 二等奖

16YDWYX00591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郑怡然 我眼中的北京 外语实验小学 二等奖

16YDWYX00654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余奕辰 诗词研学游 武汉市育才家园小学 黄茹蕊 二等奖

16YDWYX0053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雅菲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淄博市张店区科苑街道办事处潘

庄小学
昝志伟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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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YDWYX00550 海南省 海口市 小学组 冯柯杰 共享食品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王栩  二等奖

16YDWYX00552 海南省 海口市 小学组 邢益铨 魅力足球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王栩 二等奖

16YDWYX00577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孙博涵 小探究_吊兰的无土栽培 青岛镇江路小学 宁彩虹 二等奖

16YDWYX00578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张龄丰
一年不止有四季，还有毕业

季
即墨市长江路小学 李剑平 二等奖

16YDWYX00580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李思怡 城市的水——海绵城市 青岛振华路小学 陈庆 二等奖

16YDWYX00581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于浩宸 环保小卫士 青岛振华路小学 刘敏 二等奖

16YDWYX00587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郭易齐 我眼中的北京之美 翠微小学 二等奖

16YDWYX00590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彤浡 改革开放40年 翠微小学 二等奖

16YDWYX00592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馨洋 梦家乡-李馨洋 马池口中心百泉庄小学 二等奖

16YDWYX00635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文凯
“爱心义卖我为校园添色彩

”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梁子小学 二等奖

16YDWYX00637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尚博文 《共建绿色地球》 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壮 二等奖

16YDWYX00648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高隗琪
和孩子一起阅读就是诗和远

方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赵国华 二等奖

16YDWYX00655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陈姝睿 风歌雅颂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赵国华 二等奖

16YDWYX0053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陈羽佳 我们的六一 淄博市张店区潘南小学 徐金芳 二等奖

16YDWYX0053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金慧敏 缅怀英烈，低碳过清明
淄博市张店区科苑街道办事处潘

庄小学
昝志伟 二等奖

16YDWYX0053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宋鑫懿 印象淄博
淄博市张店区科苑街道办事处潘

庄小学
昝志伟 二等奖

16YDWYX00553 海南省 海口市 小学组 项子洋 我的成长记录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钟文泽 二等奖



16YDWYX00579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卢姝杉 创意互动环境保护日 青岛镇江路小学 宁彩虹 三等奖

16YDWYX00582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左欣宜 品读经典诗文 青岛振华路小学 陈庆 三等奖

16YDWYX0053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璎璇 学雷锋红领巾在行动
高青县常家镇台李小学高青县常

家镇台李村
苗苗 三等奖

16YDWYX00650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李想 小学生校园内开心逛庙会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赵国华 三等奖

16YDWYX00670 山东省 威海市 小学组 高妍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岚小

学
三等奖

16YDWYX00647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严震寰 生态资源保护知识大奖赛 武汉市江岸区花桥小学 李晓 三等奖

16YDWYX00551 海南省 海口市 小学组 陈轩 共享药品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田雪玲 三等奖

16YDWYX00589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谨恩 未来校园遐想 史各庄中心小学 三等奖

16YDWYX00640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王昊然 难忘的爱心义卖 塘沽三中心小学 苏倩 三等奖

16YDWYX00642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王泽宇 有趣的运动会 塘沽三中心小学 苏倩 三等奖

16YDWYX0065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王旖婷 中国传统节日之清明节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赵国华 三等奖

16YDWYX00672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牟俊 梦想诊断机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中心小学校 袁映雪 三等奖

16YDWYX00649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高小天
雅行文化育新苗文明之花别

样红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赵国华 三等奖

16YDWYX00656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艾迎锋 赛车 武汉市江岸区花桥小学 李晓 三等奖

16YDWYX00594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祝宏昌 京城文化采风 北京市昌平区城南中心小学 三等奖

16YDWYX00631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董羿棠 《古诗赏析》 宜宾里小学 何淼 三等奖

16YDWYX00641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王泓博 我的奇妙旅行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陈国华 三等奖



16YDWYX00652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郑熙然
让童书陪伴童年让阅读点亮

心灯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赵国华 三等奖

16YDWYX00659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谢钰钦 听习爷爷讲故事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汪琴 三等奖

16YDWYX00678 河北省 定州市 小学组 穆祎彤 网页设计 定州市胡家佐小学 刘华 三等奖

16YDWYC00605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郑博文 PTS公益“+”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王琛 一等奖

16YDWYC00015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赵宇轩
“海纳百川”科技与表演社

网页
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 梁瀚威 一等奖

16YDWYC0051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刘馨阳 我的家乡-文昌湖
山东省淄博市淄博市文昌湖旅游

度假区萌水中学
董健 一等奖

16YDWYC0051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双庆 我们的地球
山东省淄博市淄博市文昌湖旅游

度假区萌水中学
陈昂 一等奖

16YDWYC0052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许昝一鸣 人机大战 山东淄博新元学校 刘慧彦 二等奖

16YDWYC00599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刘思诚 我们的班级精神 天津市滨湖中学 王颖 二等奖

16YDWYC00603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魏茹钰 回忆我们刚刚认识时 天津市滨湖中学 王颖 二等奖

16YDWYC00606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卓境平 筑梦北大附中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二等奖

16YDWYC0052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潘志恒 《绝地求生小测验》 山东省淄博第十八中学 曹凤芹 二等奖

16YDWYC0052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润天 《我爱你，中国》 山东省淄博第十八中学 曹凤芹 二等奖

16YDWYC00503 澳门 澳门 初中组 歐浚麗 軍訓 勞工子弟學校 盧偉科 二等奖

16YDWYC00556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窦婉宁 情商小课堂 青岛超银中学 邵林 二等奖

16YDWYC00663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刘海东 文明旅游我在行动 山东省潍坊第八中学 二等奖

16YDWYC0051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蒋毅杰 快乐学习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十二中学 孙霞 二等奖



16YDWYC00664 山东省 德州市 初中组 王潇晴 爱护猫咪 德州市第七中学 二等奖

16YDWYC0051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施政 保护环境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十二中学 孙霞 二等奖

16YDWYC00502 澳门 澳门 初中组 王嘉慧 澳門風景的觀賞 勞工子弟學校 盧偉科 三等奖

16YDWYC00014 湖南省 长沙市 初中组 周颖超 醇正家风你我传承 湘郡未来实验学校 张艳 三等奖

16YDWYC00504 澳门 澳门 初中组 黃詩琪 澳門光影節 勞工子弟學校 盧偉科 三等奖

16YDWYC0052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谭靖韬 阳光计划、绿色守望
淄博市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萌水中学
周广 三等奖

16YDWYC0052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通格 爱护我们的家园
淄博市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萌水中学
杨晴晴 三等奖

16YDWYC00546 海南省 海口市 初中组 赵爱虹 我们只有一个家园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初级中学 周永斌 三等奖

16YDWYC00598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丁奕翔 虚无缥缈的毒雾——PM2.5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王琛 三等奖

16YDWYC00602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王新升 厉害了我的国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尚码头学

校
陈颖 三等奖

16YDWYC00604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许洛宁 开卷有益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中学 胡爽 三等奖

16YDWYC00674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陈蕴涵 关于游戏 重庆市铁路中学 应滢 三等奖

16YDWYG00626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徐梓宸 密室逃脱1.0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朱昀 一等奖

16YDWYG00618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梁艺博 密室逃生2.0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朱昀 一等奖

16YDWYG00506 澳门 澳門 高中组 陳詩穎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知識

大賽
濠江中學 施雅永 一等奖

16YDWYG00565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王伟冰 人工智能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王丹丹 二等奖

16YDWYG00544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张文政 《探索互联网》 山东省淄博第十八中学 昝志立 二等奖



16YDWYG00561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刘雪 艾滋病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刘阳 二等奖

16YDWYG00571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李岱宗 云计算与大数据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王丹丹 二等奖

16YDWYG00559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吕亚静 清明节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刘阳 二等奖

16YDWYG00567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亓华帅 科技创新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赵美玲 二等奖

16YDWYG00570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曲昱颖 未来之旅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赵美玲 二等奖

16YDWYG0066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姜书傲城 一代功夫梦 淄博中学 二等奖

16YDWYG00507 澳门 澳门 高中组 吳芷彥 粵講粵妙 濠江中學 黎沁東 二等奖

16YDWYG00569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王宁 人工智能史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赵美玲 二等奖

16YDWYG00646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龙都 ProxmoxVE中文教程 武汉市汉南第一中学 周萍 二等奖

16YDWYG00019 浙江省 温州市 高中组 游景隆 内太阳系 浙江省乐清市芙蓉中学 陈志斌 二等奖

16YDWYG00505 澳门 澳门 高中组 何思雅 天鴿無情,澳門有愛 濠江中學 施雅永 二等奖

16YDWYG00511 南昌市 南昌市 高中组 袁骁奕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南昌市第二中学（苏圃路校区） 二等奖

16YDWYG00538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李林琳 十年坚守，将爱传递 淄博市博山区实验中学 尹斌 二等奖

16YDWYG00543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张春雨 遗失的记忆 淄博市博山区实验中学 尹斌 二等奖

16YDWYG00557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王祎 爵士舞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刘阳 二等奖

16YDWYG00560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祁韵睿 丝绸之路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刘阳 二等奖

16YDWYG00566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王枫元 动物世界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赵美玲 二等奖



16YDWYG00572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胡佳鑫 致青春 青岛华夏职业学校 矫学光 二等奖

16YDWYG00609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戴云童 科技社团招募 天津市南开中学 徐广玉 二等奖

16YDWYG00617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李云鹏 天津四中天文社 天津市第四中学 刘姝弘 二等奖

16YDWYG00630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张莹 呵护心灵的一片净土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林娜 二等奖

16YDWYG00665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李东蔚 成长手册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16YDWYG00026 山西省 长治市 高中组 魏晨曦 微总部欢乐世界 长治学院附属太行中学校 闫鋆 二等奖

16YDWYG00539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刘镇硕 《网络信息安全》 山东省淄博第十八中学 昝志立 二等奖

16YDWYG00563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刘浩芃 梦想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刘阳 二等奖

16YDWYG00568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辛悦飞 篮球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赵美玲 二等奖

16YDWYG00542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翟东旭 昨晚你睡了几小时？ 淄博市博山区实验中学 尹斌 二等奖

16YDWYG00558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万晓玲 重回汉唐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刘阳 二等奖

16YDWYG00564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王旭 皮影戏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刘阳 二等奖

16YDWYG00613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付伊依
梅江中学师生参观气象局侧

记
天津市梅江中学 张建 二等奖

16YDWYG00629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张佳怡 纪录中国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孙昂 二等奖

16YDWYG00576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高硕 中国瓷器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王国欣 二等奖

16YDWYG00610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董光伟 老味道 天津市静海区独流中学 温睿 二等奖

16YDWYG00619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刘浩宇 我的家乡天津 天津市实验中学 范震 二等奖



16YDWYG00018 甘肃省 白银市 高中组 王政博 被“打包”的地球 靖远县第四中学 宋丙俊 三等奖

16YDWYG0054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师长轩 博山美食 淄博市博山区实验中学 尹斌 三等奖

16YDWYG00562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吴玉娇 茶文化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刘阳 三等奖

16YDWYG00574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张峻豪 中国人民解放军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王国欣 三等奖

16YDWYG00608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陈镜冰 第十次学生代表大会邀请函 天津市实验中学 李华 三等奖

16YDWYG00612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付翔 舌尖上的千年古镇 天津市静海区独流中学 温睿 三等奖

16YDWYG00615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郭家聿 EndangeredAnimals 天津市实验中学 范震 三等奖

16YDWYG00611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范伯威 梅江中学学雷锋活动纪实 天津市梅江中学 张建 三等奖

16YDWYG00016 上海市 上海市 高中组 陈佳怡 芭蕾Ballet 市西中学 张卫国 三等奖

16YDWYG00547 海南省 文昌市 高中组 符卓颖 麦田圈 文昌市华侨中学 陈文芳 三等奖

16YDWYG00575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袁昇 彗星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王国欣 三等奖

16YDWYG00585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苏梓洁 第一步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一中 三等奖

16YDWYG00548 海南省 文昌市 高中组 韩春茹 天才霍金 文昌市华侨中学 林小宇 三等奖

16YDWYG00623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宋格非 中国华服日 天津市实验中学 范震 三等奖

16YDWYG00628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薛宇彤 书法四大家——颜柳欧赵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孙昂 三等奖

16YDWYG00017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任泽宇 带你认识艾滋病（AIDS）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中学
郭建国 三等奖

16YDWYG00541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殷晗冰 世界环境日 淄博市博山区实验中学 尹斌 三等奖



16YDWYG00545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赵鑫岳 红楼之旅 淄博中学 吴福霞 三等奖

16YDWYG00573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刘文洁 青岛上合峰会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王国欣 三等奖

16YDWYG00607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陈家欢
水中精灵水晶虾—养虾之道

80
天津市实验中学 李华 三等奖

16YDWYG00614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高芙蓉 慢节奏生活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林娜 三等奖

16YDWYG00616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李明仪 海河上的小精灵 天津市实验中学 李华 三等奖

16YDWYG00620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刘思羽 中式婚礼vs西式婚礼 天津市实验中学 范震 三等奖

16YDWYG00622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孟繁浩 致数年后的自己，致母校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孙昂 三等奖

16YDWYG00625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魏婉津 浅谈中医药学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孙昂 三等奖

16YDWYG00627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徐紫禾
为汉服低吟浅唱，何惧道阻

且长！
天津市实验中学 李华 三等奖

16YDWYG00667 山东省 临沂市 高中组 徐帮平 曲径通心幽 兰陵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