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教办〔2020〕1 号 
 

 

 

丹东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公布“智慧· 
劳动·成长”科技创新大赛的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等关于加强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要求，丹东市教育局与丹东市

教师进修学院联合举办了丹东市中小学“智慧·劳动·成

长”科技创新大赛，本次大赛于 5 月份开始初赛，各地区

有上千名同学参与，经过选拔有四百余名同学参加了决

赛。此次大赛为大家提供了展示成果的平台，推进了我市

劳动和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经评审委员会公平公正评

审，选出优秀组织奖 9 个，优秀指导教师 18 名，一等奖 17

组，二等奖 30组，三等奖 34 组。 



希望各县（市）区教育局及市直各学校再接再厉，继

续拓展劳动与科技创新教育渠道，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

重劳动，让学生在不断的动手实践中了解和体验智慧劳动

对科技发展的影响，焕发热爱劳动与科技的巨大热情。 

 

 

附件：“智慧·劳动·成长”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 

 

 

丹东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1月 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丹东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 1月 9日印发  



附件 

“智慧·劳动·成长”科技创新大赛 

获奖名单 

一、优秀组织奖名单（9个） 

丹东市第二中学 

丹东市实验小学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丹东市金汤小学 

丹东市滨江街小学 

振兴区安民中心小学 

凤城市东方红小学 

宽甸镇中心小学 

东港市第一中学 

二、优秀指导教师名单（18名） 

张振惠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李青松                   凤城市东方红小学 

王  林                   丹东市第二中学 

郭小宇                   同兴镇中心小学 

刘  爽                   丹东市第二十六中学附小 

陈艳华                   振兴区安民中心小学 

王晓琴  鄂金平           东港北井子中心小学 

邓利信                   丹东市实验小学 

冷彦霏                   东港市第一中学 

梁  刚  孙美清           东港长山中心小学 



刘  羽                   丹东市金汤小学 

张惠媛                   丹东市实验小学 

梅宏钢  殷杰群           丹东市第五中学 

廖  丹                   丹东市滨江街小学 

刘  玥                   东港市菩萨庙中心小学 

三、获奖名单（81 组） 

1.一等奖（17 组） 

李子赫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单郑天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王郡浩  闫航铭  孙志远   凤城市东方红小学 

赵新贺  赵治达            丹东市第二中学 

田欣睿  杨晓颖           同兴镇中心小学 

李瑞雪  姚慧敏 

刘益竹  赵婧伊           丹东市第二十六中学附小 

任雨涵  马  钰 

王吉航  李校逸           振兴区安民中心小学 

于梦涵  于子棋 

王钲凯  代雨鑫           东港北井子中心小学 

陈政俊  姜禹希           丹东市实验小学 

于书正  宋清辉           东港市第一中学 

梁靖茹                   东港长山中心小学 

秦佳诺                   丹东市金汤小学 

张楚鑫                   丹东市实验小学 

张瑞萌  童欣卓           丹东市第五中学 



宋佳程                   凤城市东方红小学 

刘航旭                   丹东市滨江街小学 

王延璐                   东港市菩萨庙中心小学 

2.二等奖（30 组） 

宋佳程  王颢霖  刘骁萱   东方红小学 

张柏奥  林宇晗           六纬路小学 

徐国豪                   丹东市实验小学 

栾家玮  张  浩  林  瀚   丹东市第九中学附小 

艾  烊  郑宇宁  徐鹤原   丹东第二中学 

徐也函之 刘子铭 于浩宁   丹东第二中学 

王欣林  刘轩宇           东港市东街小学 

赵  健  冷炎慧 

徐梓栘  蔡惠鹏           东港市新兴区中心小学 

潘悦厚  张佳慧   

庄  镇  汪  欣           振兴区安民中心小学 

黄善越  韩牧莲 

刘欣怡  曾欣羽           丹东市第二十六中学附小 

张铭芷  王  宇 

史  婕  郭博宇           东港市菩萨庙中心小学 

王贻平  邢  芮 

冀泽宇                   丹东市第五中学 

刘晏含                   宽甸镇中心小学 

王郡霞                   东港孤山中心小学 

杜婧饴                   凤城市翰墨小学 



田悦霖                   丹东市滨江街小学 

丁文畅  段稀元           凤山区中心小学 

于子然  倪晟焱           东港市桥东小学 

张思琪  李昊燕           东港市站前小学 

陈禹希  蔡佳邑           凤山区中心小学 

王浩宇  刘钰氾           凤山区中心小学 

刘骁萱                   凤城东方红小学 

樊芳桐                   凤城东方红小学 

王梓名                   丹东市滨江街小学 

景明泽                   丹东市实验小学 

林凯尧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刘  沐                   凤城市第五中学 

徐佳韵  于子棋           振兴区安民镇中心小学 

孙钏喆  孙悦涵  李沐航 

罗艺凡                   丹东市实验小学 

杨清宇                   丹东市逸夫小学 

3.三等奖（34 组） 

孙煜铭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乔泓达  康皓程  罗俊瀚   凤城市东方红小学 

林楷尧  赵玺翔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常译文  王泽林  白皓中   丹东市金汤小学 

王翰林                   丹东市第五中学 

刘翰呈  于心一  孟祥朔   丹东第二中学 

王欣瑜  李欣原           东港市桥东小学 



韩元鑫  宋翱羽 

关新月  刘嘉文           凤城市翰墨小学 

李佳澳  刘昱含 

段英智  孙守铨           五龙背镇中心小学 

蔡政洋  梁芳婷 

曹钰涵  李苏桐           凤城市翰墨小学 

金月丹  禹润锡 

冷傲雪  王鸿彬           东港市第一中学 

王云杰  王思懿 

王  鹤  王怡心           凤城市第七中学 

罗雅文  关旭妍 

刘可欣  姚惠馨           丹东市实验小学 

隋昊言  刘奕麟 

曲香翰                   东港马家店中心小学 

罗奥楠                   宽甸镇中心小学 

肖  成                   东港市第五中学 

毕文亭                   东港市黑沟学校 

王善鑫                   凤城市第七中 

徐思嫣                   丹东市实验小学分校 

刘苏宁                   丹东市滨江街小学 

王  婷   游慧芳          丹东市第一中学 

杜争融   王钏宇          东港市第二中学 

赵恒锋   董忠航          东港市第一中学 

迟与菲   迟煜皎          东港市第二中学 



石君雅                   宽甸镇中心小学 

张文馨                   宽甸镇中心小学 

高鸣鸽   何鑫怡          凤城市第三中学 

王浩添                   丹东市实验小学 

张雯萱                   福春街小学 

庞婼心                   丹东市金汤小学 

李盈萱                   丹东市第二十六中学附小 

丁思元                   宽甸县实验二校 

傅小倩                   丹东市第三十中学 

徐智炜                   金山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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