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第二十八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搭搭

乐竞技赛东台市选拔赛（大丰分赛点）的名单公示

各有关单位：

第二十八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搭搭乐竞技赛东台市选

拔赛（大丰分赛点）于 12 月 11 日举行，现将搭搭乐竞技赛拟获奖名

单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7 天。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布结

果持有异议，可通过书面形式向市科协科普部提出。书面内容应包括

异议人的姓名、身份证明、单位、联系电话，注明质疑内容并提供详

实的依据材料。经查明，确有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其获奖资格。

联系人：侯爱芳，电话：0515-89561387，地址：东台市政府大

楼，邮编：224200。

附件：第二十八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搭搭乐竞技赛

东台市选拔赛（大丰分赛点）拟获奖名单

东台市科学技术学会

2021 年 12 月 27 日



附件

第二十八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
搭搭乐竞技赛东台市选拔赛（大丰分赛点）

拟获奖名单
幼儿组（232 名）

序号 学生姓名 参赛单位 指导教师 参赛证号 获奖等次

1 丁煜芮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33 一等奖

2 秦誉宁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越 202115857 一等奖

3 陈雨阳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32 一等奖

4 程梓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越 202115858 一等奖

5 叶慕诚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0 一等奖

6 束景荣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越 202115860 一等奖

7 葛轩陌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69 一等奖

8 黄一城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越 202115853 一等奖

9 顾梓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1 一等奖

10 徐子桐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越 202115854 一等奖

11 朱佑诚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43 一等奖

12 秦梓剑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5 一等奖

13 戴梓彤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45 一等奖

14 刘倩羽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68 一等奖

15 宋颜贝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81 一等奖

16 卞皓轩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80 一等奖

17 孙语辰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79 一等奖

18 朱稼祺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42 一等奖

19 王芝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40 一等奖

20 汤晨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2 一等奖

21 马 瑶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越 202115855 一等奖

22 杨鑫敬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48 一等奖



23 夏佳禾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9 一等奖

24 沈钰锋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707 一等奖

25 朱宇铖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44 二等奖

26 焦 傲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8 二等奖

27 殷 玥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52 二等奖

28 郁青滢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越 202115852 二等奖

29 单 淳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882 二等奖

30 沈梓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娜 202115721 二等奖

31 朱允诺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62 二等奖

32 单宇宸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76 二等奖

33 李小晓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0 二等奖

34 徐子浩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越 202115856 二等奖

35 余嘉兴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13 二等奖

36 征誉哲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10 二等奖

37 赵思逸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41 二等奖

38 左 佑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50 二等奖

39 马希芋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78 二等奖

40 葛皓瑞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17 二等奖

41 杨思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66 二等奖

42 周 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越 202115861 二等奖

43 孙宸轩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50 二等奖

44 杨淇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46 二等奖

45 沈钰程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6 二等奖

46 王诗羽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9 二等奖

47 张煜欣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3 二等奖

48 周煜杰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9 二等奖

49 吴欣遥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67 二等奖

50 刘昕语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37 二等奖

51 王晟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吉婷婷 202115746 二等奖

52 沈诗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29 二等奖



53 康梓萱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73 二等奖

54 程玥兮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7 二等奖

55 夏卫轩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18 二等奖

56 丁梓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63 二等奖

57 何名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4 二等奖

58 蔡中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3 二等奖

59 任加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31 二等奖

60 王音枢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33 二等奖

61 夏子轩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慧文 202115781 二等奖

62 茅 晨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62 二等奖

63 李梦璠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47 二等奖

64 陈路易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36 二等奖

65 蒋 欣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74 二等奖

66 王昕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39 二等奖

67 华俊霖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35 二等奖

68 宋语熙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8 二等奖

69 顾琳琳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1 二等奖

70 丁欣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48 二等奖

71 张博皓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慧文 202115787 二等奖

72 倪泽钰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7 二等奖

73 沈浩心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705 三等奖

74 柏思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35 三等奖

75 刘宇轩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4 三等奖

76 沈诗雯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37 三等奖

77 肖婕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64 三等奖

78 石欣彤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15 三等奖

79 胡子坤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34 三等奖

80 葛文婧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703 三等奖

81 陆玟滔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10 三等奖

82 吴昱娴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娜 202115726 三等奖



83 汪云霏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700 三等奖

84 王博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12 三等奖

85 罗 可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26 三等奖

86 宗子越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22 三等奖

87 董欣辰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8 三等奖

88 申翌粲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娜 202115724 三等奖

89 陈其琛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72 三等奖

90 许诗宜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慧文 202115783 三等奖

91 许 诺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娜 202115720 三等奖

92 徐 粒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52 三等奖

93 董诚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699 三等奖

94 吴旻峻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28 三等奖

95 吴嘉禾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09 三等奖

96 单小游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11 三等奖

97 杨子钊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21 三等奖

98 陈奕杉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45 三等奖

99 智鹏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娜 202115719 三等奖

100 黄钰然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3 三等奖

101 胡梓阳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73 三等奖

102 孙元淏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51 三等奖

103 吴宜达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54 三等奖

104 周梓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704 三等奖

105 封文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0 三等奖

106 施宇琦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19 三等奖

107 朱峻城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34 三等奖

108 程洢墨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69 三等奖

109 智嘉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25 三等奖

110 殷铭蔚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12 三等奖

111 仲楷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75 三等奖

112 周佳齐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1 三等奖



113 蒋斯年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3 三等奖

114 李斯淼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30 三等奖

115 丁子宸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59 三等奖

116 丁嘉宸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08 三等奖

117 卞思翔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71 三等奖

118 景晨萱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7 三等奖

119 王陈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66 三等奖

120 龚歆玲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28 三等奖

121 余知泽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74 三等奖

122 宣 萱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65 三等奖

123 钱佳颖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7 三等奖

124 董欣阳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9 三等奖

125 还浩嘉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51 三等奖

126 严 岩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5 三等奖

127 束思贤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王苗苗 202115804 三等奖

128 奚楚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68 三等奖

129 冯梓杨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60 三等奖

130 殷崇栩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67 三等奖

131 卞景行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16 三等奖

132 姚一帆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14 三等奖

133 李昊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36 三等奖

134 谢佳芮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娜 202115723 三等奖

135 葛诗瑶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11 三等奖

136 单煜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46 三等奖

137 唐浩宸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77 三等奖

138 朱俣萌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娜 202115725 三等奖

139 房禹岑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23 三等奖

140 陈 曜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吉婷婷 202115739 三等奖

141 朱轩岫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698 三等奖

142 王宇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706 三等奖



143 何昊宣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晶 202115820 三等奖

144 吴梓莯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79 三等奖

145 周诚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702 优胜奖

146 单苏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47 优胜奖

147 李梓萱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82 优胜奖

148 吴佳蔓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53 优胜奖

149 罗 娴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6 优胜奖

150 冯奕辰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娜 202115727 优胜奖

151 杨清柠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32 优胜奖

152 宗翰茗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71 优胜奖

153 丁晨阳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58 优胜奖

154 杨佳颖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慧文 202115785 优胜奖

155 夏宁熙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81 优胜奖

156 季妍杺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70 优胜奖

157 胡景同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15 优胜奖

158 王嘉睿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黄 丽 202115838 优胜奖

159 杨梓煦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慧文 202115786 优胜奖

160 王晟祎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65 优胜奖

161 吴雨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55 优胜奖

162 王艺洁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78 优胜奖

163 凡 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6 优胜奖

164 杨子凡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51 优胜奖

165 肖 贺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86 优胜奖

166 董潇然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8 优胜奖

167 董震廷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许荣嵘 202115870 优胜奖

168 包梓墨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5 优胜奖

169 杨文博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56 优胜奖

170 唐成玥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13 优胜奖

171 董弋戈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53 优胜奖

172 季欣妍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57 优胜奖



173 张梓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27 优胜奖

174 沈怡晨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77 优胜奖

175 施一一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63 优胜奖

176 戴圣哲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84 优胜奖

177 蔡婉怡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5 优胜奖

178 朱陈子煜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洪敏慧 202115824 优胜奖

179 吴宜珈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64 优胜奖

180 王诚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吉婷婷 202115744 优胜奖

181 韩子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56 优胜奖

182 朱雨萱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48 优胜奖

183 徐悦萱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31 优胜奖

184 骆浩辰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吉婷婷 202115742 优胜奖

185 缪臣嵘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 巧 202115649 优胜奖

186 殷诗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49 优胜奖

187 陈俊雅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6 优胜奖

188 王昌玉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16 优胜奖

189 程寒熙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57 优胜奖

190 顾惜月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茆雅沁 202115772 优胜奖

191 马煜宸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吉婷婷 202115741 优胜奖

192 杨淑然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80 优胜奖

193 徐子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83 优胜奖

194 陈可欣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30 优胜奖

195 袁嘉成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75 优胜奖

196 江炫岐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李 娜 202115722 优胜奖

197 吴佳禾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慧文 202115789 优胜奖

198 王奕博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54 优胜奖

199 陈昱博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吉婷婷 202115738 优胜奖

200 李浩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韦 伟 202115676 优胜奖

201 高 雅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叶 妮 202115872 优胜奖

202 邵逸晨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97 优胜奖



203 张丽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17 优胜奖

204 陈俊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55 优胜奖

205 姜沁轩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89 优胜奖

206 王杨榮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吉婷婷 202115745 优胜奖

207 陆艺雯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88 优胜奖

208 吴宇翔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慧文 202115780 优胜奖

209 纪茗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87 优胜奖

210 高唯中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 卉 202115750 优胜奖

211 陈俊武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92 优胜奖

212 王浩阳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徐 峰 202115701 优胜奖

213 杨泽旭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94 优胜奖

214 张童斌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90 优胜奖

215 陈彦豪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91 优胜奖

216 刘明哲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肖 静 202115685 优胜奖

217 张一然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2 优胜奖

218 郑 涵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孔令涛 202115849 优胜奖

219 夏梓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96 优胜奖

220 徐梓沐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93 优胜奖

221 葛晨晨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嵇慧茹 202115695 优胜奖

222 刘子慕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宋春玫 202115661 优胜奖

223 杨承锐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2 优胜奖

224 周星辰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61 优胜奖

225 肖博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陈慧文 202115782 优胜奖

226 谢钰婷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4 优胜奖

227 吴净芝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海舒 202115759 优胜奖

228 骆浩然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吉婷婷 202115743 优胜奖

229 秦梓淇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孙盛敏 202115714 优胜奖

230 吕 妍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郭苏磊 202115729 优胜奖

231 周奉礼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吴莹莹 202115790 优胜奖

232 刘棋语 盐城市大丰区幼儿园 吉婷婷 202115740 优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