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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通市第三十届小学生“智能杯” 
小巧手比赛获奖名单 

 

一、团体奖 

特等奖：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一等奖：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二等奖：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启东市南苑小学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通州湾示范区代表队 

 

二、优秀组织奖 

崇川区教育体育局             如皋市教育局 

如东县教育局                 海安市教育局 

通州区教育局                 启东市教育局 

如东县教育局                 海门区教育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通州湾示范区社会管理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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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项奖 

（一）单项一等奖： 

科技实验与制作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龚君然 张懿华 

金点子发明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陈煦涵   

人工智能创意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洪焕洲 袁翌宸     

工艺制作造型类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钟一蕊 

工艺制作拼贴类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纪棱雪 

工艺制作泥工类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张恩和      

工艺制作折纸类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赵凌钰    

现场命题制作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时装设计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葛琳君 皇甫长绚   

插花艺术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严澄蕊 

     

（二）单项二等奖： 

科技实验与制作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鞠锐    皇甫丞德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马雅童  孙雅婷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邵圻尧  李  理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姜辰麓  管玉轩 

 

金点子发明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骆钱圻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邰赞岩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马  昊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张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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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创意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李灏轩  夏天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唐文浩  陈子涛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严子晟  袁睿天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许清源  郑锦城 
 

工艺制作造型类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钱  浩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刘顾丽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吴阅微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王浚骁 
 

工艺制作拼贴类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陈映嘉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梅砚玺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陆奕萱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陆雨茞 
 

工艺制作泥工类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徐旖雯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任予萱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张刘佳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单一宸 
 

工艺制作折纸类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顾奕楠 

启东市南苑小学            陈彦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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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耿碧萱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胡晨峰 

 

工艺制作现场命题制作类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通州湾示范区代表队    

 

时装设计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潘欣睿  朱筱然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周鑫雨  倪晨楠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丁顾悠  王  怡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俞  梦  姜禹同 

 

插花艺术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徐喻涵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潘子月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周子力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周  羽 
 

（三）单项三等奖： 

造型类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王天尧 

启东市南苑小学              钱  靖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张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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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徐  镇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曹毅帆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宋朱嘉瑶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张  乐 
 

拼贴类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张宇欣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施佳瑶 

启东市南苑小学              沈心妍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李浩洋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陈心妍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王子欣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吴仁杰 

通州湾示范区代表队           蔡雨彤 
 

泥工类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蔡泽宇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魏宇潇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范沈宇 

启东市南苑小学               施锦尔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毛天陈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朱  晨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施柳丞 

通州湾示范区代表队           王微微  
 

折纸类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沈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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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陈莹莹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叶浩添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彭  瑾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狄冯钰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朱慜雯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罗一铭 

通州湾示范区代表队           韩梓欣 
 

现场命题制作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如皋市白蒲小学代表队             启东市南苑小学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科技实验与制作 

启东市南苑小学              朱一帆  叶梓灏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唐吴博  吉雯羽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李瑞岩     袁仔豪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施  展  袁以湉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张天宇  侯奕昕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王思韦  王怡然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葛宇琪  吴亚磊 

通州湾示范区代表队          朱嘉熠  叶俊宇 
 

金点子发明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倪金铮 

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施管瑞 



－7－ 

启东市南苑小学              施怡丞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秦嘉懿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曹一然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宋金烁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徐王梓 
 

人工智能创意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顾  秦  张子瑶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陈冠年  严润卿 

启东市南苑小学              何思颖  高子晰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徐子妍  季彦辰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翟钰航  谢希瑞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尹  皓  王  喆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沈丁洋  王奕涵 
 

时装设计 

启东市南苑小学             宋晨熙  袁敏溪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王乐蕊  陆昕彤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杨佳喻  马睿聪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缪靖轩  佘王睿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盛炜茗  薛淳予 

南通特殊教育中心代表队     钱淇萍  何佳玉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姚心玥  刘雨萱 

通州湾示范区代表队         陈玲珑  刘欣池 
 

插花艺术 

海安市实验小学代表队       芮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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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掘港小学代表队       肖名山 

启东市南苑小学             钱  辰 

崇川区代表队二队           倪轶婷 

南通市小海小学代表队       曹浩轩 

南通高新区小学代表队       花卿豪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蔡语涵 

通州湾示范区代表队         季成成 
 

三、优秀指导教师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陆怡章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罗丽花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陈爱华  唐彦静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韦绍布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陈琳玲 

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代表队   宋曦彤  杨 晨 

崇川区代表队一队           朱宇璇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代表队 仇惠炜 

南通市北城小学代表队       陈慧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