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天津市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

序号 区 学校 指导老师

1 南开区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许振婷

2 南开区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代润博

3 南开区 天津市津英中学 潘红玉

4 南开区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王丽萍

5 南开区 天津市崇化中学 王磊

6 南开区 南开大学附属小学 唐思敏

7 南开区 南开大学附属小学 杨鸿

8 南开区 南开大学附属小学 王馨

9 南开区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吴文迪

10 南开区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崔润龙

11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黄萍

12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区勤敏小学 王煊

13 南开区 天津美达菲学校 戴君

14 南开区 天津市翔宇弘德学校 柳颖娟

15 南开区 天津南开日新国际学校 王昕明

16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卢飚

17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皮欣

18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曹露

19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董尚义

20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刘宏涤

21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王佳欣

22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张颖慧

23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陶老师

24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孙艺宁

25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赵立群

26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陈欣悦

27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张琰

28 滨海新区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郝菁菁

29 滨海新区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张安琦

30 滨海新区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吕凤琴

31 滨海新区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李老师

32 滨海新区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赵晗



33 滨海新区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刘蕾

34 滨海新区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王颖

35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初中校区 林颖

36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二中学 庞燕青

37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三中学 高路祎

38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五中学 刘学瑞

39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六中学 乔月晗

40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七中学 王玲

41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四中学 吴莉琳

42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四中学 王昊

43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远洋城中学 俞美彤

44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紫云中学 丁绍红

45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一中心小学 王蒙

46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一中心小学 王志敏

47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三中心小学 王慧

48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三中心小学 陈江静

49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工农村小学 刘瑞芬

50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工农村小学 黄凌峰

51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周彦峰

52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上海道小学 袁晓蜜

53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浙江路小学 杨世颖

54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浙江路小学 刘娜

55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梁子小学 于青云

56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梁子小学 曲光

57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庆道小学 刘瑞

58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庆道小学 张倩

59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紫云小学 张秋平

60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福州道小学 张艳羽

61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桂林路小学 房辉

62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徐州道小学 朱慧

63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远洋城小学 杨微微

64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一小学 王颖

65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欣嘉园第一小学 王洁

66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北塘第一小学 刘雪莹

67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渤海石油第一小学 王苓

68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渤海石油第二小学 李洁

69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渤海石油第三小学 刘文姗



70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育才学校 王明凤

71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育才学校 马雍

72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洞庭学校 刘玥

73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洞庭学校 邹蓉蓉

74 滨海新区 天津师范大学滨海附属学校 侯岸泽

75 滨海新区 天津师范大学滨海附属学校 张甜

76 滨海新区 天津市昆明路小学滨海学校 王淼

77 滨海新区 天津市实验小学滨海学校 马琨

78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湾学校 刘珊珊

79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云山道学校 王丽娜

80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未来学校 刘双

81 滨海新区 天津市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 刘小会

82 滨海新区 天津市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 杨梦佳

83 滨海新区 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 任婕

84 滨海新区 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 常晓慧

85 滨海新区 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 刘中月

86 滨海新区 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 高倩

87 滨海新区 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 韩笑

88 滨海新区 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 陈岩

89 滨海新区 天津华夏未来中新生态城小学 王康

90 滨海新区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蔡瑞衡

91 滨海新区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柳晶娜

92 滨海新区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樊瑞净

93 滨海新区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张天征

94 滨海新区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赵骏鹏

95 滨海新区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李云娥

96 滨海新区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 翟学坦

97 滨海新区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 尹爱青

98 滨海新区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 陈荣环

99 滨海新区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 闫宁娜

100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二中学 孟丽

101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二中学 刘晓亮

102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八中学 李扬

103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油田第四中学 金全刚

104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窦如秀

105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 刘思

106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刘超



107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二小学 于玲

108 滨海新区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 于秋妍

109 滨海新区 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实验学校 于晓钰

110 滨海新区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实验小学 王博钊

111 滨海新区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实验小学 王笑一

112 滨海新区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实验小学 闫晓雯

113 滨海新区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实验小学 张爽

114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王美娟

115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邵琳璇

116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赵丁

117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张馨元

118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禹晴

119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王雪

120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杜先生

121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史红伟

122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孙永柏

123 津南区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李忠明

124 津南区 天津市津南区实验小学 李宝霞

125 津南区 天津市津南区实验小学 蔡洁

126 和平区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 孙影

127 和平区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 陈焱

128 和平区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 常晓鸣

129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潘雨辰

130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王冬云

131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刘建良

132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小学 杨贤宇

133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小学 王一茗

134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万全小学 高惠芹

135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 张馨玥

136 和平区 天津和平青少年培训中心 虞明

137 东丽区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张碧君

138 东丽区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139 东丽区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赵萌

140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华侨城实验学校 柳巧玲

141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华侨城实验学校 杨兆胜

142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英华学校 孙涛

143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冯敏



144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张鹏

145 东丽区 天津耀华滨海学校 聂建成

146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强

147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谈祎凡

148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小学 苏莹莹

149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小学 刘燕

150 河西区 天津财经大学附属小学 赵爽

151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裴红平

152 西青区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杜星枝

153 西青区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小学 梁耀丹

154 西青区 南开小学 孙晓薇

155 西青区 天津市西青区为明双语实验小学 张鑫

156 红桥区 天津市红桥区第二实验小学 高丽丽

157 红桥区 天津市第五中学 王新

158 红桥区 天津市第五中学 李琪

159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区佳春里小学 徐镇

160 河北区 天津市河北区新开小学 赵存

161 武清区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吴芳

162 宁河区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中学 马爱红

163 蓟州区 天津市蓟州区第四中学 崔元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