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北辰区 曹玺杨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初中 潘淑坤 良好

北辰区 井广霖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初中 潘淑坤 良好

北辰区 罗志佳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初中 潘淑坤 良好

北辰区 李耀涵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初中 潘淑坤 良好

北辰区 罗潇译 河工大附中 初中 良好

北辰区 赵小涵 天津市北辰区华辰学校 初中 路鸣 良好

北辰区 涂腾 天津市集贤里中学 初中 赵娜 良好

北辰区 穆天昊 天津市南仓中学 初中 良好

北辰区 白金瑞 天津市南仓中学 初中 张云逸 良好

北辰区 许靖昊 天津市集贤里中学 初中 赵娜 合格

北辰区 陈思博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中 罗敏 合格

北辰区
阿卜力皮孜·阿卜地热

依木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中 崔立波 合格

北辰区 巴拉提·买买提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中 崔立波 合格

北辰区 阿卜杜萨拉木·麦麦提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中 孙明 合格

北辰区 蒲昱星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中 崔立波 合格

北辰区 刘思航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中 罗敏 合格

北辰区 于泽坤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中 孙明 合格

北辰区 左詠文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中 罗敏 合格

北辰区 冯金轩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中 崔立波 合格

北辰区 李承霖 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小学 小学 李丽 优秀

北辰区 于文悦 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小学 小学 王蕊 优秀

北辰区 张博然 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小学 小学 王蕊 优秀

北辰区 张奥轩 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小学 小学 王艳 优秀

北辰区 赵芃 天津市北辰区天穆小学 小学 杨燕 优秀

北辰区 戈依娜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一小学 小学 林童楠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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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 孙家杰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一小学 小学 林童楠 优秀

北辰区 常雅楠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一小学 小学 林童楠 优秀

北辰区 尤超越 天津市北辰区朱唐庄小学 小学 刘加帮 优秀

北辰区 袁荣玉 天津市北辰区朱唐庄小学 小学 赵艳清 优秀

北辰区 马圣博 天津市河头学校 小学 李梦林 优秀

北辰区 王云璋 天津市河头学校 小学 周德芳 优秀

北辰区 张晓宁 天津市河头学校 小学 张栋 优秀

北辰区 王建锐 天津市河头学校 小学 刘景起 优秀

北辰区 夏鸿博 天津市北辰区北仓小学 小学 郑波 良好

北辰区 李静怡 天津市北辰区北仓小学 小学 郑波 良好

北辰区 赵雨湉 天津市北辰区北仓小学 小学 郑波 良好

北辰区 朱津雅 天津市北辰区辰昌路小学 小学 王孝斌 良好

北辰区 宋宇涵 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小学 小学 李丽 良好

北辰区 刘佳诺 天津市北辰区第二模范小学 小学 陈帅 良好

北辰区 梁涛 天津市北辰区第二模范小学 小学 陈帅 良好

北辰区 李文明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小学 王悦 良好

北辰区 刘海翔 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小学 小学 王艳 良好

北辰区 王小娇 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小学 小学 王艳 良好

北辰区 杨天瑜 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小学 小学 王蕊 良好

北辰区 田俊杰 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小学 小学 王艳 良好

北辰区 王禹潇 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小学 小学 王蕊 良好

北辰区 丁佳怡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小学 安治洁 良好

北辰区 刘宇航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小学 安治洁 良好

北辰区 李丞霖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小学 安治洁 良好

北辰区 张欣然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小学 安治洁 良好

北辰区 朱世杰 天津市北辰区普育学校 小学 李广鹏 良好

北辰区 何元栋 天津市北辰区普育学校 小学 李广鹏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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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 龚熠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小学 小学 刘崑 良好

北辰区 张德运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三小学 小学 高鹏 良好

北辰区 侯金哲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一小学 小学 林童楠 良好

北辰区 陈永盈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一小学 小学 林童楠 良好

北辰区 杨天宇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一小学 小学 林童楠 良好

北辰区 李波轮 天津市北辰区辰昌路小学 小学 笋福鑫 合格

北辰区 林羿帆 天津市北辰区普育学校 小学 李广鹏 合格

北辰区 郭晓月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三小学 小学 高鹏 合格

北辰区 孙天博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一小学 小学 林童楠 合格

北辰区 蒋思怡 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第一小学 小学 林童楠 合格

滨海新区 邸嘉怡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赵立群 优秀

滨海新区 孙天骐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曹罡 优秀

滨海新区 王力剑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赵立群 优秀

滨海新区 刘悦潭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二中学 初中 刘彦华 优秀

滨海新区 田梓恒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中学 初中 闫继明 优秀

滨海新区 刘好易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初中 侯勇 优秀

滨海新区 孙兆阳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初中 左明霞 优秀

滨海新区 黄天乐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初中 苟瑞琪 优秀

滨海新区 赵荣盛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初中 刘晓婕 优秀

滨海新区 王荆瑞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初中 张志国 优秀

滨海新区 赵韫元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初中 王亚力 优秀

滨海新区 叶昭初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初中 常红 优秀

滨海新区 原浩然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初中 朱凤艳 优秀

滨海新区 景子杰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初中 贾春颖 优秀

滨海新区 杨梦然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 朱玉红 优秀

滨海新区 孟垂毅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 潘娟 优秀

滨海新区 马子杰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赵立群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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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娄欣然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曹罡 良好

滨海新区 楚心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曹罡 良好

滨海新区 尹昭阳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赵立群 良好

滨海新区 任美伊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赵立群 良好

滨海新区 郭霁谊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曹罡 良好

滨海新区 高彩程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二中学 初中 端永艳 良好

滨海新区 刘泽阳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二中学 初中 端永艳 良好

滨海新区 郭禹良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二中学 初中 刘彦华 良好

滨海新区 周彦霖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二中学 初中 刘海霞 良好

滨海新区 郝浩同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中学 初中 闫继明 良好

滨海新区 金俊熙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中学 初中 闫继明 良好

滨海新区 王嘉莉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初中 张甜 良好

滨海新区 芦泽宇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初中 黄镇 良好

滨海新区 周建坤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初中 良好

滨海新区 曾悦桐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初中 芦青湖 良好

滨海新区 杨嘉睿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初中 芦青湖 良好

滨海新区 石笑阳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初中 刘海鹏 良好

滨海新区 朱爱平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 张立红 良好

滨海新区 杨洺岳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 张立红 良好

滨海新区 卞冬晴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初中 张立红 良好

滨海新区 王紫涵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魏诗桐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曹罡 合格

滨海新区 侯博文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曹罡 合格

滨海新区 刘源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刘博远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初中 曹罡 合格

滨海新区 邵许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二中学 初中 代丽姣 合格

滨海新区 张学烨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初中 王飞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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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孙敬熙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初中 王飞 合格

滨海新区 窦博文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初中 王飞 合格

滨海新区 刘恩毓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初中 王飞 合格

滨海新区 朱朗锐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初中 王飞 合格

滨海新区 石家懋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初中 王飞 合格

滨海新区 周博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初中 王飞 合格

滨海新区 李孟泽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初中 王飞 合格

滨海新区 刘轩鸣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初中 王飞 合格

滨海新区 杨运鹏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初中 庄再新 合格

滨海新区 杨忠元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初中 卫艳双 合格

滨海新区 刘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初中 芦青湖 合格

滨海新区 范庆宇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魏伯阳 合格

滨海新区 李晓茹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史懿 合格

滨海新区 刘明灏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平作鹏 合格

滨海新区 贺星杰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史懿 合格

滨海新区 张潮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魏伯阳 合格

滨海新区 李骏杰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魏伯阳 合格

滨海新区 林思锐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魏伯阳 合格

滨海新区 蔡金云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魏伯阳 合格

滨海新区 陈世发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史懿 合格

滨海新区 毕盛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史懿 合格

滨海新区 李荟林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滨海中学 高中 史懿 合格

滨海新区 崔健松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小学 张颖慧 优秀

滨海新区 李宇涛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小学 刘梦青 优秀

滨海新区 曹益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小学 王寒 优秀

滨海新区 石涵宇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小学 王寒 优秀

滨海新区 杨禹彤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小学 冯娟娟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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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吕琳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十一小学 小学 时盛娟 优秀

滨海新区 李思懿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十一小学 小学 时盛娟 优秀

滨海新区 于闻卉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十一小学 小学 优秀

滨海新区 佟昕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十一小学 小学 时盛娟 优秀

滨海新区 李佳怡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十一小学 小学 时盛娟 优秀

滨海新区 张瑞轩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小学 小学 张悦 优秀

滨海新区 冯柯欣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小学 小学 张悦 优秀

滨海新区 李学仁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小学 小学 张悦 优秀

滨海新区 张超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小学 小学 张悦 优秀

滨海新区 郎佳霖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小学 小学 张悦 优秀

滨海新区 于阔溢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源小学 小学 王心甜 优秀

滨海新区 刘芋彤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源小学 小学 常宇 优秀

滨海新区 元芯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源小学 小学 常宇 优秀

滨海新区 李思含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源小学 小学 王心甜 优秀

滨海新区 张振浩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源小学 小学 王心甜 优秀

滨海新区 张家浩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源小学 小学 王心甜 优秀

滨海新区 刘家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源小学 小学 常宇 优秀

滨海新区 刘志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源小学 小学 王心甜 优秀

滨海新区 康紫涵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福源小学 小学 王心甜 优秀

滨海新区 卞鹏享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小学 刘培悦 优秀

滨海新区 王栋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小学 刘莹 优秀

滨海新区 姜笑薇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小学 蒋志红 优秀

滨海新区 徐亚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小学 郑国翠 优秀

滨海新区 颜子珂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优秀

滨海新区 张艺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刘继还 优秀

滨海新区 张沛菡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优秀

滨海新区 张皓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侯勇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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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滨海新区 陈辰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刘继还 优秀

滨海新区 崔芃羽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刘继还 优秀

滨海新区 邢绍桐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侯勇 优秀

滨海新区 杨皓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小学 贾芹英 优秀

滨海新区 谢先宇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小学 贾芹英 优秀

滨海新区 关建博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小学 小学 王鑫 优秀

滨海新区 崔博皓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小学 小学 王鑫 优秀

滨海新区 孙煜景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优秀

滨海新区 孟佳宁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优秀

滨海新区 李雨宸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优秀

滨海新区 贾子墨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优秀

滨海新区 贾贺鸣阔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优秀

滨海新区 贾璐宁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优秀

滨海新区 年骅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优秀

滨海新区 吴沛格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浙江路小学福州道分校 小学 刘晓星 优秀

滨海新区 刘皓宇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蔡瑞衡 优秀

滨海新区 刘紫楠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王卓 优秀

滨海新区 于美鹭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柳晶娜 优秀

滨海新区 杨佳亮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彭玮 优秀

滨海新区 顾予涵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孙宇 优秀

滨海新区 王谦颙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张永红 良好

滨海新区 杨奉麒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于萍 良好

滨海新区 付若琳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张永红 良好

滨海新区 卢皓轩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于萍 良好

滨海新区 张哲铭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张永红 良好

滨海新区 王有成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陈欣悦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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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滨海新区 杜天琦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于萍 良好

滨海新区 朱爱霖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二学校 小学 刘杨阳 良好

滨海新区 李静涵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二学校 小学 刘杨阳 良好

滨海新区 苏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小学 姜菲飞 良好

滨海新区 张朴生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良好

滨海新区 赵勃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良好

滨海新区 王然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良好

滨海新区 宿皓翔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良好

滨海新区 张钧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良好

滨海新区 朱全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良好

滨海新区 金圣凯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若松 良好

滨海新区 刘洪熔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郑庆久 良好

滨海新区 窦广利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郑庆久 良好

滨海新区 吴杰冰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若松 良好

滨海新区 李文泰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刘宝恒 良好

滨海新区 窦月章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若松 良好

滨海新区 张梓晗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侯勇 良好

滨海新区 窦东骏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刘丹 良好

滨海新区 杜畅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安然 良好

滨海新区 芮艺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安然 良好

滨海新区 曹溥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彭银凤 良好

滨海新区 刘元祎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彭银凤 良好

滨海新区 王志超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安然 良好

滨海新区 谭舒飖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安然 良好

滨海新区 帅诗雨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彭银凤 良好

滨海新区 孙铭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彭银凤 良好

滨海新区 李沂轩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彭银凤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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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滨海新区 焦俊熙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彭银凤 良好

滨海新区 戎娜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彭银凤 良好

滨海新区 张依诺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小学 小学 王鑫 良好

滨海新区 魏梦阳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二中心小学 小学 杜志新 良好

滨海新区 赵梓旭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二中心小学 小学 杜志新 良好

滨海新区 宋美颐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良好

滨海新区 吴宇同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良好

滨海新区 张倚傲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浙江路小学 小学 赵旭 良好

滨海新区 李菱轩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浙江路小学 小学 赵旭 良好

滨海新区 刘家昕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浙江路小学福州道分校 小学 刘晓星 良好

滨海新区 郑博尹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王卓 良好

滨海新区 倪郝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张园园 良好

滨海新区 王中誉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张园园 良好

滨海新区 于子航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张园园 良好

滨海新区 朱欣萍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薛智芸 良好

滨海新区 尤彬瑞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柳晶娜 良好

滨海新区 杨天琦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小学 耿文哲 合格

滨海新区 贾博涵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张永红 合格

滨海新区 李珂苒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于萍 合格

滨海新区 唱筱婕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张永红 合格

滨海新区 王若溪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毕铭恩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刘姝婷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陈欣悦 合格

滨海新区 韩斌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于萍 合格

滨海新区 张桐翎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于孙铭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赵立群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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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滨海新区 张桐奎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陈欣悦 合格

滨海新区 王轶琳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程远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吕一飞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陈欣悦 合格

滨海新区 熊梓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陈欣悦 合格

滨海新区 安耘逸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杨清玥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曹峻赫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赵立群 合格

滨海新区 李尚峰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张永红 合格

滨海新区 刘子琪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张永红 合格

滨海新区 张家睿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张永红 合格

滨海新区 高兴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于萍 合格

滨海新区 赵奕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小学 于萍 合格

滨海新区 郝子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二学校 小学 刘杨阳 合格

滨海新区 葛亭臣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二学校 小学 刘杨阳 合格

滨海新区 孙佑维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二学校 小学 刘杨阳 合格

滨海新区 刘颢博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合格

滨海新区 李瑞东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合格

滨海新区 苑炎彬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合格

滨海新区 张桓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合格

滨海新区 任宝玉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小学 刘超 合格

滨海新区 郭悦姿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刘宝恒 合格

滨海新区 郭昌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华军 合格

滨海新区 辛庆功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郑庆久 合格

滨海新区 王辰欣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如军 合格

滨海新区 乔瑞涵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华军 合格

滨海新区 窦新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如军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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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刘亚琦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成 合格

滨海新区 吴静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如军 合格

滨海新区 刘子涵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一小学 小学 王成 合格

滨海新区 毕子腾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刘丹 合格

滨海新区 王智鹏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小学 刘继还 合格

滨海新区 李文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小学 贾芹英 合格

滨海新区 喻祁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小学 于亭亭 合格

滨海新区 祁鑫宇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小学 贾芹英 合格

滨海新区 葛紫萱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安然 合格

滨海新区 刘泽阳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彭银凤 合格

滨海新区 包敬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小学 彭银凤 合格

滨海新区 王欣然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小学 小学 王鑫 合格

滨海新区 郝彬茹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小学 小学 王鑫 合格

滨海新区 姜羽婷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小学 小学 王鑫 合格

滨海新区 安文锟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二中心小学 小学 杜志新 合格

滨海新区 王子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二中心小学 小学 杜志新 合格

滨海新区 王路铭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二中心小学 小学 杜志新 合格

滨海新区 张智博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二中心小学 小学 杜志新 合格

滨海新区 邹瑞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二中心小学 小学 杜志新 合格

滨海新区 韩涵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韩凤君 合格

滨海新区 李经睿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合格

滨海新区 顾伟琦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韩凤君 合格

滨海新区 王梓萌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韩凤君 合格

滨海新区 赵轩铭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刘秀芬 合格

滨海新区 马滨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小学 韩凤君 合格

滨海新区 王振轩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浙江路小学南益分校 小学 李情 合格

滨海新区 裴紫焱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赵法法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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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李宁蹊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赵法法 合格

滨海新区 曾靖淳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张园园 合格

滨海新区 李政阳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蔡瑞衡 合格

滨海新区 章树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沈蓓 合格

滨海新区 祁昊然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郎艳敏 合格

滨海新区 李奕辰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刘晓慧 合格

滨海新区 刘思哲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刘晓慧 合格

滨海新区 田浩然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沈蓓 合格

滨海新区 袁唯雅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郎艳敏 合格

滨海新区 郭松睿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小学 孙宇 合格

东丽区 李懿行 天津市东丽中学 初中 于国萍 优秀

东丽区 冯子通 天津市东丽中学 初中 于国萍 优秀

东丽区 李维刚 天津市东丽中学 初中 于国萍 优秀

东丽区 杜金泽 天津市东丽中学 初中 于国萍 优秀

东丽区 李升忆 天津市东丽中学 初中 于国萍 优秀

东丽区 李勇炫 天津市东丽中学 初中 于国萍 优秀

东丽区 董泽同 天津市东丽中学 初中 于国萍 优秀

东丽区 卢相泽 天津市东丽中学 初中 戈进 优秀

东丽区 谢奥青 天津市小东庄中学 初中 刘荷怿 优秀

东丽区 秦子钧 天津市小东庄中学 初中 刘荷怿 优秀

东丽区 李炳晨 天津市小东庄中学 初中 刘荷怿 优秀

东丽区 张浩楠 天津市小东庄中学 初中 刘荷怿 优秀

东丽区 姜星辰 天津市小东庄中学 初中 刘荷怿 良好

东丽区 魏安鹏 天津市华明中学 初中 张远鹏 合格

东丽区 戴旭 天津市华明中学 初中 张远鹏 合格

东丽区 魏新烁 天津市华明中学 初中 张远鹏 合格

东丽区 储志鑫 天津市华明中学 初中 张远鹏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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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东丽区 姜宝德 天津市华明中学 初中 张远鹏 合格

东丽区 高岚岚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优秀

东丽区 解颖萱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优秀

东丽区 赵鹏宇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优秀

东丽区 丁奕翔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优秀

东丽区 马琳琳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优秀

东丽区 田怡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良好

东丽区 马帅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良好

东丽区 邹清羽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良好

东丽区 肖朝杨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良好

东丽区 吕家平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高中 邹宗义 合格

东丽区 宫梦骄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史建峰 优秀

东丽区 刘禹辰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李洪伟 优秀

东丽区 孟维雅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史建峰 优秀

东丽区 吴欣怡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李洪伟 优秀

东丽区 邓钧泽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唐金锟 优秀

东丽区 吕卓燃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李洪伟 优秀

东丽区 于鑫洋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李洪伟 优秀

东丽区 马晟桐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史建峰 优秀

东丽区 庞筠桐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优秀

东丽区 王瑾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朱延涛 优秀

东丽区 卢福娃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刘克艳 优秀

东丽区 车雨晴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刘克艳 优秀

东丽区 马安琪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朱延涛 优秀

东丽区 刘思艺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朱延涛 优秀

东丽区 杨鑫淼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朱延涛 优秀

东丽区 盛良杰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刘克艳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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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东丽区 徐傲雪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刘克艳 优秀

东丽区 刘海浩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唐金锟 良好

东丽区 张滟鑫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小学 唐金锟 良好

东丽区 马铭俊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良好

东丽区 王欣畅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良好

东丽区 王冠博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良好

东丽区 齐皓宇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良好

东丽区 范宇婷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良好

东丽区 薛贺元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小学 良好

东丽区 王铎润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小学 良好

东丽区 于天齐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小学 孙站英 良好

东丽区 于天越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小学 孙站英 良好

东丽区 刘馨璞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合格

东丽区 许家梁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合格

东丽区 宋宇曈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合格

东丽区 赵呈宇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小学 胡昕 合格

东丽区 孟美奥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朱延涛 合格

东丽区 安羽婷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小学 刘克艳 合格

东丽区 雷星语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小学 合格

东丽区 苏苡漫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小学 合格

东丽区 孙博禹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小学 合格

东丽区 张天泽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小学 合格

东丽区 王嘉茵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小学 合格

东丽区 程奕铭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小学 合格

东丽区 魏凤彤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小学 合格

东丽区 梁宇聪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小学 孙站英 合格

东丽区 李兆洋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小学 孙站英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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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东丽区 孔啸铭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小学 孙站英 合格

东丽区 张海骁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小学 孙站英 合格

东丽区 冯轩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小学 孙站英 合格

东丽区 张灿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小学 孙站英 合格

东丽区 王朝旭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小学 孙站英 合格

和平区 张伯恺 天津市汇文中学 初中 李建昆 优秀

和平区 凌菲阳 天津市汇文中学 初中 程玉伟 优秀

和平区 王玥蘅 天津市汇文中学 初中 田玉彤 优秀

和平区 徐浩翔 天津市汇文中学 初中 陈悦 优秀

和平区 孟子涵 天津市汇文中学 初中 李建昆 优秀

和平区 杨心瑶 天津市汇文中学 初中 陈悦 良好

和平区 依尔凡纳特·亚力坤 天津市汇文中学 高中 宁照鸿 优秀

和平区
阿卜杜许库尔·阿卜力

米提
天津市汇文中学 高中 张进 优秀

和平区 穆禹杭 哈密道小学 小学 柴义 优秀

和平区 巫玛 哈密道小学 小学 吴扬 优秀

和平区 刘睿淏 哈密道小学 小学 柴义 优秀

和平区 郑羽佑 哈密道小学 小学 柴义 优秀

和平区 张容与 哈密道小学 小学 柴义 优秀

和平区 刘雨桐 哈密道小学 小学 吴扬 优秀

和平区 李佳芮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小学 李煜 优秀

和平区 薛喜然 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小学 王晓熙 优秀

和平区 仇丽雯 和平区耀华小学 小学 张惠平 优秀

和平区 黄炫皓 四平东道小学 小学 郭健 优秀

和平区 石佳康 四平东道小学 小学 郭健 优秀

和平区 闫博文 天津模范小学 小学 支艳媚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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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和平区 姬浩冉 天津市和平区新星小学 小学 孙爱玲 优秀

和平区 杨昊祯 天津市和平区新星小学 小学 王皓 优秀

和平区 孙文璨 万全小学 小学 万全小学 优秀

和平区 杨皓云 万全小学 小学 万全小学 优秀

和平区 马语晨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小学 鲍迪 优秀

和平区 张语譞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小学 杜菲菲 优秀

和平区 周驰杭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小学 鲍迪 优秀

和平区 周驰林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小学 杜菲菲 优秀

和平区 孙溥笛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小学 赵松雪 优秀

和平区 姬美芯 哈密道小学 小学 吴扬 良好

和平区 桂丁园 和平区耀华小学 小学 石芳芳 良好

和平区 王泓博 天津模范小学 小学 支艳媚 良好

和平区 秦子翀 天津模范小学 小学 支艳媚 良好

和平区 李天滢 天津市和平区新星小学 小学 孙爱玲 良好

和平区 俞文悦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小学 刘畅 良好

和平区 范博涛 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小学 刘炘锐 良好

和平区 桂启豪 和平区耀华小学 小学 张惠平 合格

和平区 张博海 和平区耀华小学 小学 石芳芳 合格

和平区 王紫萱 四平东道小学 小学 郭健 合格

和平区 玉博文 四平东道小学 小学 郭健 合格

和平区 关艺 天津模范小学 小学 支艳媚 合格

和平区 刘梦洁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 何淑萍 合格

和平区 张浩轩 天津市和平区昆鹏小学 小学 张茗菁 合格

和平区 邢庆硕 天津市和平区万全第二小学 小学 吕鹏 合格

和平区 曹敬怡 天津市和平区新星小学 小学 王皓 合格

和平区 安梦然 天津市和平区新星小学 小学 王皓 合格

和平区 赵禹铖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小学 刘晓萌 合格

第16页，共37页



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和平区 王祺锟 万全小学 小学 朱义 合格

和平区 叶子伊 西康路小学 小学 许树军 合格

和平区 张恩硕 西康路小学 小学 许树军 合格

和平区 隋家琦 岳阳道小学 小学 张彤 合格

和平区 葛致远 岳阳道小学 小学 王雯颖 合格

河北区 张宗盛 天津市天士力中学 初中 张乾 合格

河北区 林建烜 天津市天士力中学 初中 张乾 合格

河北区 王晓桐 天津市天士力中学 初中 魏征 合格

河北区 张正念 天津市天士力中学 初中 魏征 合格

河北区 孙浩翔 天津市天士力中学 初中 魏征 合格

河北区 张兴杭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张紫慕 合格

河北区 张嘉祺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郑树勇 合格

河北区 马宇欣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郑树勇 合格

河北区 刘泽诚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郑树勇 合格

河北区 钟一凡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张紫慕 合格

河北区 刘浩楠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郑树勇 合格

河北区 侯苏洋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张紫慕 合格

河北区 韩雨晨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张紫慕 合格

河北区 沈禹含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张紫慕 合格

河北区 付瑀琨 天津市第十四中学 高中 郑树勇 合格

河北区 冯昊睿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优秀

河北区 宋博妍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优秀

河北区 汪喆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优秀

河北区 胡子航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贺一诺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陈子珊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周宸洋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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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区 王贺藂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李哲昕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孙赛航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王涣淇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良好

河北区 杨子航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张美云 良好

河北区 张龙赫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钱馨悦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李东泽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贡雅琦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徐靖涵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卓怡杉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肖子淳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杨天越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霍铭淇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杨鑫泽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良好

河北区 刘伊思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闫再搏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张美云 合格

河北区 安妮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林紫涵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刘晨怡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赵舒杨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张美云 合格

河北区 刘沫瑶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刘佳琪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李妙珂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范博宇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郭浩天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张苗苗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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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区 陈九烨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姜香君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闫宇宸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孙颢溪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赵铄雅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董宸雨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刘珺涵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蒋浩阳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王筱栎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曹寅之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北区 李子奥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小学 王俊丽 合格

河东区 赵晓卉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初中 刘宁宁 优秀

河东区 马兴辰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初中 刘宁宁 优秀

河东区 刘洪昊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初中 刘宁宁 优秀

河东区 邵柄衡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初中 刘宁宁 优秀

河东区 崔熙恩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初中 刘宁宁 良好

河东区 辛睿航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初中 刘宁宁 良好

河东区 王梓鉴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初中 刘宁宁 良好

河东区 安策 天津市第一0二中学 初中 刘宁宁 良好

河东区 翟晨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红 优秀

河东区 王绎哲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红 优秀

河东区 李增杰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小学 小学 商迪 优秀

河东区 邓远博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小学 小学 商迪 优秀

河东区 秦嘉年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小学 小学 商迪 优秀

河东区 孙满昊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小学 小学 张瑶 优秀

河东区 徐梦泽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红 良好

河东区 杨雨泽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红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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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 金子昂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红 良好

河东区 李延弘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良好

河东区 任玥苒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小学 小学 张瑶 良好

河东区 成佳鑫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小学 小学 商迪 良好

河东区 王禹含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小学 小学 张瑶 良好

河东区 唐悦森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红 合格

河东区 张皓天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红 合格

河东区 王思媛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红 合格

河东区 王子钰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红 合格

河东区 孙旖梵 河东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丽 合格

河东区 许博文 河东区第一中心小学 小学 陈文龙 合格

河东区 南靖鑫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李博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羊子涵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于昕冉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张静涵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蔺天浩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刘一墨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李璞玉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谢文雅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马庆驰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孔如鹏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杨鹏宇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纪玥君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董世博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东区 狄雨瀿 河东区盘山道小学 小学 宋凯 合格

河西区 孙希涵 天津市自立中学 初中 叶明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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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区 吴永泽 天津市第四十二中学 初中 伊鸿雁 合格

河西区 靳阖齐 天津市第四十二中学 初中 伊鸿雁 合格

河西区 刘凯达 天津市梅江中学 初中 米强 合格

河西区 白钊睿 天津市梅江中学 高中 张建 合格

红桥区 董基浩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杨妍 合格

红桥区 张文琪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阎紫阳 合格

红桥区 胡茵芃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皮伟 合格

红桥区 岳欣彤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阎紫阳 合格

红桥区 陈青楠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皮伟 合格

红桥区 步炫君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皮伟 合格

红桥区 徐紫丹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小学 皮伟 合格

红桥区 赵一霏 天津市红桥区外国语小学 小学 陈越 合格

红桥区 贾薄霄 天津市红桥区外国语小学 小学 陈越 合格

红桥区 巴妍宣 天津市红桥区外国语小学 小学 陈越 合格

红桥区 刘宸宇 天津市红桥区外国语小学 小学 陈越 合格

红桥区 尹跃萱 天津市红桥区外国语小学 小学 陈越 合格

红桥区 陈泽蕙 天津市红桥区外国语小学 小学 陈越 合格

红桥区 王奕霖 天津市求真小学 小学 左伟嘉 合格

红桥区 刘尚昆 天津市求真小学 小学 左伟嘉 合格

红桥区 刘子潇 天津市求真小学 小学 左伟嘉 合格

红桥区 刘子轩 天津市求真小学 小学 左伟嘉 合格

红桥区 徐智轩 天津市求真小学 小学 陈五全 合格

津南区 李会攀 天津市双桥中学 初中 石国辉 优秀

津南区 孙浩然 天津市双桥中学 初中 石国辉 优秀

津南区 窦志远 天津市双桥中学 初中 石国辉 优秀

津南区 赵薪凯 天津市双桥中学 初中 石国辉 优秀

津南区 李昱彬 天津市八里台第二中学 初中 刘焕铃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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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 王芝健 天津市八里台第二中学 初中 刘焕铃 合格

津南区 刘玉强 天津市八里台第二中学 初中 苏楚堞 合格

津南区 张稞瑞 天津市八里台第二中学 初中 孙富春 合格

津南区 赵琳 天津市八里台第二中学 初中 刘焕铃 合格

津南区 唐旌皓 天津市八里台第二中学 初中 唐风林 合格

津南区 王健旭 天津市八里台第二中学 初中 唐风林 合格

津南区 程立成 天津市八里台第二中学 初中 合格

津南区 郭易鑫 天津市八里台第二中学 初中 唐风林 合格

津南区 赵鹏凯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王震 优秀

津南区 汪东升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王震 优秀

津南区 夏天意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第二小学 小学 王海健 优秀

津南区 杨依宁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三小学 小学 万洪雨 良好

津南区 高展亿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刘忠英 良好

津南区 陈俊东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王铁军 良好

津南区 杨越麟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张洪彬 良好

津南区 张明扬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王海秋 良好

津南区 张博远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张洪彬 良好

津南区 陈雨萱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第二小学 小学 刘燕 良好

津南区 闫秋琪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第二小学 小学 王海健 良好

津南区 杨明昊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张莉 良好

津南区 林钰妍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李仁凯 良好

津南区 李智英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李仁凯 良好

津南区 曹梦妮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李仁凯 良好

津南区 肖建文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张莉 良好

津南区 蒋佳贺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李仁凯 良好

津南区 韩瑞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李朝 良好

津南区 张伟豪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李朝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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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 刘贺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七小学 小学 何新港 良好

津南区 廖天豪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三小学 小学 万洪雨 合格

津南区 张佶喆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三小学 小学 刘佳 合格

津南区 管兴硕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三小学 小学 万洪雨 合格

津南区 王锐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三小学 小学 万洪雨 合格

津南区 孙峻生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三小学 小学 万洪雨 合格

津南区 张欣怡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三小学 小学 刘佳 合格

津南区 孟翎锋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三小学 小学 万洪雨 合格

津南区 王子涵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三小学 小学 万洪雨 合格

津南区 王建宇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张洪彬 合格

津南区 高钰皓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王海秋 合格

津南区 姜宏奕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王海秋 合格

津南区 李泽朋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张洪彬 合格

津南区 张乃谦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 小学 张洪彬 合格

津南区 刘家昊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第二小学 小学 王海健 合格

津南区 李建奥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第三小学 小学 孙广文 合格

津南区 张浩泽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李朝 合格

津南区 孟令源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李朝 合格

津南区 张珊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小学 李仁凯 合格

津南区 王雨桐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七小学 小学 陈吉珩 合格

津南区 李朝中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七小学 小学 陈吉珩 合格

津南区 孙振涛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七小学 小学 赵鑫硕 合格

津南区 韩士迅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七小学 小学 赵鑫硕 合格

静海区 王琇蔓 静海区大邱庄中学 高中 邓忠丽 合格

静海区 吴秀阳 静海区大邱庄中学 高中 邓忠丽 合格

静海区 陈政安 静海区大邱庄中学 高中 邓忠丽 合格

静海区 恩金柱 静海区大邱庄中学 高中 邓忠丽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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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区 朱星宇 静海区蔡公庄镇土河小学 小学 刘宝玲 优秀

静海区 李宇涵 静海区蔡公庄镇土河小学 小学 刘宝玲 优秀

静海区 毛荫菡 静海区蔡公庄镇土河小学 小学 刘宝玲 优秀

静海区 王忠睿 静海区大邱庄镇五美城小学 小学 许金凤 优秀

静海区 陈帝安 静海区大邱庄镇五美城小学 小学 许金凤 优秀

静海区 陈宝航 静海区大邱庄镇五美城小学 小学 许金凤 优秀

静海区 李育庆 静海区大邱庄镇五美城小学 小学 许金凤 优秀

静海区 刘金骐 静海区大邱庄镇五美城小学 小学 许金凤 优秀

静海区 杨文博 静海区大邱庄镇五美城小学 小学 许金凤 优秀

静海区 陈开瑞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尚码头学校 小学 优秀

静海区 毛新逸 静海区蔡公庄镇土河小学 小学 良好

静海区 毛博文 静海区蔡公庄镇土河小学 小学 刘宝玲 良好

静海区 任光轩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尚码头学校 小学 良好

静海区 刘怡苒 静海区大邱庄镇津美小学 小学 高永华 合格

静海区 王韵扉 静海区大邱庄镇津美小学 小学 高永华 合格

静海区 康则禹 静海区大邱庄镇津美小学 小学 高永华 合格

静海区 田史 静海区大邱庄镇津美小学 小学 高永华 合格

静海区 王义盛 静海区大邱庄镇五美城小学 小学 许金凤 合格

静海区 王赫 静海区大邱庄镇五美城小学 小学 许金凤 合格

静海区 张哲 静海区大邱庄镇五美城小学 小学 许金凤 合格

静海区 王佳琪 静海区梁头镇梁头小学 小学 王健 合格

静海区 武瑞涵 静海区梁头镇梁头小学 小学 王健 合格

南开区 王语晴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初中 李天乐 优秀

南开区 刘春驿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初中 张金龙 优秀

南开区 李季峰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初中 张珊珊 优秀

南开区 马宇航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初中 王乃宁 优秀

南开区 谢炎成 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初中 王述梁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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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 刘浚钰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初中 梅宗荣 优秀

南开区 肖喆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初中 梅宗荣 优秀

南开区 林强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初中 梅宗荣 优秀

南开区 史泽煜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初中 梅宗荣 优秀

南开区 王楚鑫 天津市第九中学 初中 李雷 优秀

南开区 罗爱琳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初中 许振婷 优秀

南开区 刘梓轩 天津市津英中学 初中 潘红玉 优秀

南开区 王岚旭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初中 邓瑞君 优秀

南开区 钱铖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初中 邓瑞君 优秀

南开区 程晓一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初中 张金龙 良好

南开区 冯煜淞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初中 张金龙 良好

南开区 高文帅 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初中 崔金龙 良好

南开区 贺少玮 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初中 王盛 良好

南开区 曲宇鹏 天津市崇化中学 初中 王亚军 良好

南开区 林承辉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初中 许振婷 良好

南开区 刘滨语 天津市津英中学 初中 潘红玉 良好

南开区 乔杨 天津市五十中学 初中 王楠 良好

南开区 段盛超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初中 闫中伏 合格

南开区 张首帅 天津市崇化中学 初中 李静 合格

南开区 王硕鹏 天津市崇化中学 初中 王磊 合格

南开区 李昊霖 天津市崇化中学 初中 张玮菡 合格

南开区 马昱泽 天津市崇化中学 初中 杨玲玲 合格

南开区 胡曦雯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初中 许振婷 合格

南开区 唐瑞鍹 天津市五十中学 初中 王楠 合格

南开区 刘子畅 天津市五十中学 初中 王楠 合格

南开区 侯润川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高中 王利军 优秀

南开区 周杰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高中 王利军 优秀

第25页，共37页



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南开区 江馨怡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高中 张兰 优秀

南开区 牛继祥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 张金龙 良好

南开区 高松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 张金龙 良好

南开区 刘丰赫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 张金龙 良好

南开区 孙健越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高中 王利军 良好

南开区 顾天琳 天津市津英中学 高中 潘红玉 良好

南开区 袁昊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 李天乐 合格

南开区 岳玙祺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高中 张纬 合格

南开区 曹超洋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高中 陈魁 合格

南开区 柴梦颉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高中 梅宗荣 合格

南开区 席昊东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高中 梅宗荣 合格

南开区 25中曹博钧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高中 25中周莹 合格

南开区 25中邢恩硕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高中 25中周莹 合格

南开区 张鑫硕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高中 王利军 合格

南开区 杨文慧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小学 郝明璐 优秀

南开区 宋一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小学 乔云鹏 优秀

南开区 李东晓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小学 栾轶 优秀

南开区 李东达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小学 栾轶 优秀

南开区 裴婧兮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 杨志钢 优秀

南开区 王自豪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金大煜 优秀

南开区 罗振强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张颜萍 优秀

南开区 肖灵灵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张颜萍 优秀

南开区 王梓萌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张颜萍 优秀

南开区 王存金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张颜萍 优秀

南开区 刘春嘉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金大煜 优秀

南开区 张宗昇 天津市南开区风湖里小学 小学 吕海锋 优秀

南开区 刘晋辉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小学 赵珍花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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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 田沐阳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小学 赵珍花 优秀

南开区 赵茗宇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小学 冯铁军 优秀

南开区 刘雨涵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小学 冯铁军 优秀

南开区 许郁菲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小学 冯铁军 优秀

南开区 刘欣宇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小学 冯铁军 优秀

南开区 李索和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小学 田坤 优秀

南开区 张逸凡 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里小学 小学 沈晓旭 优秀

南开区 王梓钰 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里小学 小学 沈晓旭 优秀

南开区 尤然 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里小学 小学 沈晓旭 优秀

南开区 朱芯莲 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里小学 小学 沈晓旭 优秀

南开区 李明瑞 天津市南开区跃升里小学 小学 陈琦 优秀

南开区 严相俊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小学 郝明璐 良好

南开区 韩枫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小学 窦楠 良好

南开区 荣俣骁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小学 孙艺玲 良好

南开区 肖家合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金大煜 良好

南开区 全宁 天津市南开区华夏小学 小学 靳宝 良好

南开区 张敬赐 天津市南开区华夏小学 小学 靳宝 良好

南开区 彭天一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小学 赵珍花 良好

南开区 张博宇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小学 陈妤佳 良好

南开区 王蕊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小学 冯铁军 良好

南开区 薛柳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小学 冯铁军 良好

南开区 孙美琦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小学 冯铁军 良好

南开区 李子航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小学 冯铁军 良好

南开区 刘睿昊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小学 冯铁军 良好

南开区 杨承泽 天津市南开区勤敏小学 小学 崔莹 良好

南开区 王馨熠 天津市南开区勤敏小学 小学 崔莹 良好

南开区 仇永旭 天津市南开区勤敏小学 小学 崔莹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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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 陈帅宇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学校 小学 刘红 良好

南开区 梁天然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学校 小学 贾秀荣 良好

南开区 闻天瑞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学校 小学 贾秀荣 良好

南开区 尚丞禹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学校 小学 贾秀荣 良好

南开区 顾欢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小学 田坤 良好

南开区 贾子初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小学 田坤 良好

南开区 许釜铭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小学 田坤 良好

南开区 宋昊轩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小学 徐虹 良好

南开区 陈高兆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小学 徐虹 良好

南开区 刘东霖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小学 徐虹 良好

南开区 邢博然 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里小学 小学 沈晓旭 良好

南开区 蔡之霖 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 小学 刘晓霏 良好

南开区 吕胜瑞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小学 刘语滢 良好

南开区 章雅淇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小学 李舒璇 良好

南开区 刘燕妮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小学 郝明璐 合格

南开区 刘思彤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小学 赵强 合格

南开区 王妙瑄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  合格

南开区 杨其贺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张颜萍 合格

南开区 操成涵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金大煜 合格

南开区 尹泽楷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小学 金大煜 合格

南开区 房乃忱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小学 赵珍花 合格

南开区 何玟静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小学 赵珍花 合格

南开区 李子瑞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小学 赵珍花 合格

南开区 阎守锋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小学 田坤 合格

南开区 李子涵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小学 田坤 合格

南开区 刘伊然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小学 刘宇昊 合格

南开区 栾琬晴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小学 刘宇昊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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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 陈嘉明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小学 刘宇昊 合格

南开区 李嘉怡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小学 徐虹 合格

南开区 马睿则 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里小学 小学 沈晓旭 合格

南开区 张煦汭 天津市南开区长治里小学 小学 曹远 合格

南开区 魏莱 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 小学 刘多姣 合格

宁河区 金佳骏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五中学 初中 王保家 优秀

宁河区 韩文悦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常玲菲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冯楷博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张田 合格

宁河区 王睿聪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张田 合格

宁河区 刘飞霏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张田 合格

宁河区 杜怡霖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王梓璇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陈一鸣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于中洋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张田 合格

宁河区 郭李宗膨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杨凯程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张田 合格

宁河区 董成竹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林田浩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张田 合格

宁河区 李霁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李建一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冯嘉恒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张田 合格

宁河区 刘宇健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杜怡锦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王泽昊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学 初中 李明辉 合格

宁河区 靳雨泽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翟春玲 良好

宁河区 于子墨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刘杨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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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区 于哲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冯全英 良好

宁河区 刘运泽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张俊玲 良好

宁河区 王启行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张俊玲 良好

宁河区 冯瑞轩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翟春玲 良好

宁河区 宁思晴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陈镇震 良好

宁河区 韩堉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冯全英 良好

宁河区 李搏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李稳 良好

宁河区 崔雅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冯全英 良好

宁河区 李梓如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翟春玲 良好

宁河区 常旭阳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刘杨 良好

宁河区 李明浩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王异乡 良好

宁河区 王永泽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赵玉芹 良好

宁河区 邵俊卓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刘杨 合格

宁河区 韩睿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陈镇震 合格

宁河区 杨金航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马林丽 合格

宁河区 尚博远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李丽虹 合格

宁河区 杜明旭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翟春玲 合格

宁河区 王思童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翟春玲 合格

宁河区 刘更新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王异乡 合格

宁河区 田晓坤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刘杨 合格

宁河区 王海洋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陈镇震 合格

宁河区 刘子楦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冯全英 合格

宁河区 韩壮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张俊玲 合格

宁河区 王一名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翟春玲 合格

宁河区 董烔嘉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李福欢 合格

宁河区 于子轩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张俊玲 合格

宁河区 林畅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李丽虹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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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区 刘建龙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马林丽 合格

宁河区 李洲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马林丽 合格

宁河区 张柏诚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张俊玲 合格

宁河区 孙正阳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王异乡 合格

宁河区 王沐溪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李稳 合格

宁河区 王琼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陈镇震 合格

宁河区 杨依凝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陈镇震 合格

宁河区 朱宇浩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李稳 合格

宁河区 谷仁泽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赵玉芹 合格

宁河区 米怀宇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王异乡 合格

宁河区 裴佳庆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陈镇震 合格

宁河区 拱佳琪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陈镇震 合格

宁河区 王婉晴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李丽虹 合格

宁河区 李明航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李福欢 合格

宁河区 谷伊蓝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赵玉芹 合格

宁河区 李玉萱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一小学 小学 李稳 合格

武清区 肖同杰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初级中学 初中 王书颖 良好

武清区 丁冠雄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初级中学 初中 王书颖 良好

武清区 黄天翔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初级中学 初中 王书颖 良好

武清区 沙语萱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初级中学 初中 刘玉函 良好

武清区 纪荣昊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初级中学 初中 沈春江 合格

武清区 马泽群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八中学 初中 于杰 合格

武清区 黄思齐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八中学 初中 于杰 合格

武清区 叶森阁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八中学 初中 于杰 合格

武清区 步昕洋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八中学 初中 于杰 合格

武清区 卿正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初中 马晓彤 合格

武清区 张天灏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初中 马晓彤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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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区 杨磊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初中 马晓彤 合格

武清区 肖霄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初中 何畅 合格

武清区 张清博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初中 何畅 合格

武清区 段茹梦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优秀

武清区 李思燃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良好

武清区 王嘉琳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良好

武清区 赵际淳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合格

武清区 韩万选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合格

武清区 彭星硕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合格

武清区 潘博宇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合格

武清区 赵博伦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合格

武清区 白欣玉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合格

武清区 刘子琦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中 何畅 合格

武清区 张家瑞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四小学 小学 乔海云 优秀

武清区 许文博宇 武清区泗村店镇湖西小学 小学 周美华 优秀

武清区 尹琬璐 武清区泗村店镇湖西小学 小学 陈芳 优秀

武清区 化启悦 杨村第九小学 小学 罗振兰 优秀

武清区 张悦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王冰洁 良好

武清区 王睿卓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王继新 良好

武清区 叶新颖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郭继堂 良好

武清区 杨荣斌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王海燕 良好

武清区 王春晓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马仰民 良好

武清区 肖峻熙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陈广会 良好

武清区 孙丛浩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庞淑兰 良好

武清区 王鑫然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王丽欣 良好

武清区 肖鑫彤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张香艳 良好

武清区 董静怡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陈咀中心小学 小学 李凡迪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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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区 沙静萱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王学浩 良好

武清区 赵乃彬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鲁东菲 良好

武清区 赵胜宝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周久龙 良好

武清区 祁梓函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马洪运 良好

武清区 郑兴华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丁凤坡 良好

武清区 张若妍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杨伯娟 良好

武清区 郑媛媛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刘景婷 良好

武清区 刘祥捷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郭文净 良好

武清区 刘梦雪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刘瑜 良好

武清区 崔梦瑶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王淑霞 良好

武清区 刘福莹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解延淑 良好

武清区 梅静暄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刘如刚 良好

武清区 赵璐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马聚芳 良好

武清区 沙兴仪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张秋菊 良好

武清区 沙芳旭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吴芳 良好

武清区 郭守森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丁孟秀 良好

武清区 刘玥婷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宋宝龙 良好

武清区 马梓洋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七小学 小学 李笑 良好

武清区 贾程富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七小学 小学 董梦 良好

武清区 冯景喆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五小学 小学 刘士津 良好

武清区 吕晨曦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五小学 小学 张海颖 良好

武清区 韩健博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光明道小学 小学 唐志刚 良好

武清区 曹晓慧 杨村第九小学 小学 罗振兰 良好

武清区 朱天奥 天津市武清区河北屯镇中心小学 小学 朱文静 合格

武清区 李金婷 天津市武清区河北屯镇中心小学 小学 樊友彦 合格

武清区 郭彧杉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小学 沙立国 合格

武清区 杨凯旋 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广贤路小学 小学 宋春鹤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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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区 赵崇旭 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广贤路小学 小学 杨倩楠 合格

武清区 刘思凡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六小学 小学 崔焕培 合格

武清区 于涵也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六小学 小学 崔焕培 合格

武清区 雷智博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四小学 小学 许金硕 合格

武清区  张宗雷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光明道小学 小学 唐志刚 合格

武清区 赵紫皓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光明道小学 小学 王琪 合格

武清区 张佳泽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光明道小学 小学 王娟 合格

武清区 韩威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光明道小学 小学 王琪 合格

西青区 曾义波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优秀

西青区 金博涛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优秀

西青区 张墁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优秀

西青区 董思宇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优秀

西青区 周霖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付维国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庞连晨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吴宇森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吴博文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孟宪博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江靖浩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李明泽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石佳宁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周佳琪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徐子韵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于铭洋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良好

西青区 李佳沄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合格

西青区 金至纯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合格

西青区 刘梦炜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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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区 张驰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四中学 初中 马洪旭 合格

西青区 陈华证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曹树轩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徐庆彬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方春程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琚亚航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初子琛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李志杰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罗承宇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高怀宇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刘宏轩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第一中学 高中 罗庆丰 合格

西青区 张子扬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门秀智 优秀

西青区 石崇懿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徐召红 优秀

西青区 吴津晨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徐召红 优秀

西青区 牛美琦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王惠永 优秀

西青区 韩晓炜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杜丽梅 优秀

西青区 房鑫成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高建 优秀

西青区 朱浩瑄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高建 优秀

西青区 李俣橦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张云娥 优秀

西青区 马儒滢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门秀智 优秀

西青区 孙奥哲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陈金红 优秀

西青区 张佳平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刘兴军 优秀

西青区 白云涛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高建 优秀

西青区 宫晓颖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刘兴军 优秀

西青区 韩依纯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门秀智 优秀

西青区 龚梦涵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刘兴军 优秀

西青区 包依凡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李玉林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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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区 董俊宏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王惠永 优秀

西青区 郭琛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张云娥 优秀

西青区 韩博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杜丽梅 优秀

西青区 柳艺博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华作婕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郝洁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张珺威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王佳琪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陈巧云 优秀

西青区 马子萓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王弈涵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张若琳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周明朗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周妍霏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程悦嘉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常丹杰 优秀

西青区 高诗越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优秀

西青区 杨文艺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杨秀娟 优秀

西青区 朱奕铭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许春明 优秀

西青区 李津瑞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李强 优秀

西青区 郭研研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李强 优秀

西青区 高嘉霖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李强 优秀

西青区 何思锐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杨秀娟 优秀

西青区 李志浩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杨秀娟 优秀

西青区 姚蕊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李强 优秀

西青区 高堂栊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许春明 优秀

西青区 李吉旺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许春明 优秀

西青区 蒋义杭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许春明 优秀

西青区 吴欣萱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杨秀娟 优秀

第36页，共37页



第六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展示结果
区域 姓名 学校 学段 辅导教师姓名 评价

西青区 徐梓琪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杨秀娟 优秀

西青区 安美慧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许春明 优秀

西青区 李姝霆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小学 李强 优秀

西青区 刘洹旭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李建敏 良好

西青区 于悦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良好

西青区 吴雨涵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张云娥 合格

西青区 吴柯菲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 小学 王京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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