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方向 组别 作品名 指导教师 作者 奖项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虎岁承欢幸福春 俞婷 沈天悦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冰上舞蹈家 刘馨童 叶奕彤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中国之星 汪敏 程歆媛 一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数字创作-3D创意设小学组小猫随身听 芮溪菱 陈屏羽,吴梓轩 一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数字创作-3D创意设小学组蓝牙音响 芮溪菱 夏英捷,张洲乾 一等奖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新年快乐生活--剪夏宝旺 高梓萱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军事天地 张雅文 李禹墨 一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数字创作-3D创意设小学组坎星一号宇宙飞船芮溪菱 杨传煦,郭译木 一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赏秀美云锦 悟工 》小孙琳 成雨萱 一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我的中国梦 王玉慧 吴锦玥 一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惊艳世界的二十四 -小孙琳 李思瑾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传承之我们的节日汪敏 孙怡清 一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快乐的野餐 马田 明晏如 一等奖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难忘的红歌会 丁玲智 冯诗茹,杨芊芊 一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甜美的梦 马田 戴嘉欣 一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数字创作-3D创意设小学组大疆穿越机 芮溪菱 许棣元,金爱盛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 “双减助力” 快乐成汪敏 杨久亿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3D创意设小学组智能图书管理机器张小青 刘希晨 一等奖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我的家乡-日落河施安琪 韩家雪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虎年到 虎生威 黄雨蓓 裴启桢 一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拾光 周亚亭 言胤彤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年味 茅心溯 沈思乐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疫情防控 从我做起王宁琳 顾晨瑞 一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秋韵 马田 薛宸一 一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一起向未来 芮溪菱 郑铭汉 一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中国梦我的科技梦刘家惠 赵远洁 一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天宫——和宇宙的姚睿 吴骁逸 一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新年特刊 滕倩 张笑语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一起向未来 王芳 陆子衿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北京冬奥会的“黑 ”刘诗梦 朱学煊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 2022北京冬奥会 张雅文 章呈阳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数字创作-创意AR/V 设小学组VR云游高村新四军赵安琪 齐玥涵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AI语音助手 王宁琳 王熙辰 一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虚拟世界小学组天和核心舱 张滕南 杨逸文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算术达人 胡燕青 黄星瑶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3D动漫编小学组新年演唱会 胡燕青 杨一鸣 一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南京红色革命地打孙琳 尹浩然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遇见更好的自己—李汪敏 李辰鑫 一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再耐心一点点 俞婷 李俊逸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城市文明 你我共建王芳 陈若然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大战病毒》 朱乐 骆星辰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整理四步法 王宁琳 周予欣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梦幻之城 王芳 李圆理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雪之记忆 王芳 罗娅菲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我的假期 张雅文 俞行健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爱护环境 陈锦岚 刘成蹊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火眼金睛识垃圾，妥王宁琳 潘锦轩 一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盛大的舞会》 李珺 余明阳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杏鲍菇成长之旅 王宁琳 张添淇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许蔚涯 薛博文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生人勿近 王芳 杨仪轩 一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花样馒头 金晴晴 张馨怡 一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热爱105℃的你》李珺 铁铭轶 一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你笑起来真好看》李珺 郑心润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古琴曲《鹿鸣操》低朱乐 赖卓言 一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牧童的长笛》 李珺 林铭轩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团圆饭 王芳 李艺可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我们的节日---春节简靖轩 张瑞延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网 )小学组《青少年上网安全 》汪敏 王应嘉,王应赫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基于车流量动态调汪敏 刘保逸 一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萱草花》 李珺 李思瑶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过大年 黄雨蓓 李文喆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快乐的寒假生活 黄雨蓓 吴昊 一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冬奥会小知识 金晴晴 吉欣瑶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嚆唶调 吴彩云 鲍奕澄 一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我的祖国》 毕晓 秦浩珅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数字音乐小学组萤火虫 顾娟 李知涣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自然数计算器 王宁琳 徐一树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错题温故知新 王辰阳 乔思涵 一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滑雪大冒险之北京汪敏 邹嘉逸 一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 24点 吴彩云 姚祁轩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玩转“二十四节气”汪敏 马一可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打印机 汪敏 印轩宁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天气查询小程序 王宁琳 陈嘉铎,刘馥瑞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三仙归洞 王芳 殷依冉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一种固定可重现的王薇 曹轩铭 二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致敬防疫工作者 芮溪菱 缪思懿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冰墩墩滑雪 黄瑾 陆信舟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新城怡小三二班红朱恒杰 蒋文婷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 2022年竟然没有大 ？—万吴彩云 董俣涵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水力和风力 汪敏 杨喻翔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动物狂欢节 俞婷 张睿皓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乐高自动天平称 汪敏 王予恬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3D创意设小学组天窗窗帘挂钩 简靖轩 王悦鑫 二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数字创作-3D创意设小学组冬奥冰墩墩 芮溪菱 韩墨 二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数字创作-3D创意设小学组木鸢 芮溪菱 周子轩,王涵 二等奖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大家一起来运动 丁玲智 李婉婷,魏馨怡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梦幻舞者 马田 臧轶秋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欢聚北京冬奥 王芳 俞圣杰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手绘女孩 王芳 许诺琰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太空出差三人组》汪敏 葛心锐 二等奖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姥姥家的小院 丁玲智 郝逸萌,汪雨希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喜迎冬奥 姚睿 汪皓洋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童心向阳奔跑 马田 董晓诺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开往故乡的列车 马田 赵垚钧 二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滕飞中国 周亚亭 万梓诚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冬之梦 汪敏 蔡昊雨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森林狂想曲 马田 陈嘉钰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一起向未来 欢喜迎王宁琳 彭嘉名 二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我心目中的南湖》姜琪 王翊然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冬奥小报 张雅文 戚宬婕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欢喜过大年 王蓉 罗梓涵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中国梦，我的科技姚睿 王梓源 二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环保小卫士 滕倩 余星泽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科技冬奥 刘诗梦 顾家铭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中国传统文化 俞婷 王宸涵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映 马田 张悦宁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灯塔 马田 夏芸迪 二等奖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四时金陵城 康佳 周思航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论雪容融是如何诞李晨悦 石羽清,刘思妍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宁静夜晚 马田 孙兮言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冬奥风采 冰雪青春黄瑾 蒋卓恒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保护海洋 俞婷 许悦萌 二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黄豆的生长观察日王玉慧 冯青宥 二等奖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我的家乡在淮安 康佳 任思婷 二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最爱，这南京烟火刘家惠 黄瑾馨 二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一起向未来 王玉慧 薄豫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闹元宵 张小青 秦梓源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科技智能 姚睿 苏宇翔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我的快乐寒假 王芳 许雨晨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新年快乐 王芳 狄俊辰 二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数字创作-3D创意设小学组智能装甲车 芮溪菱 马天睿,任俊硕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 2022快乐的寒假 黄雨蓓 鲍毅轩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汪敏 王春怡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 2022北京冬奥会 曾琦 黄乐仪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冬奥会 曾琦 唐睿婕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军事科技大比拼 刘诗梦 徐浩诚 二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成长印记 滕倩 王紫睿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幸福来报——探索王淑娴 朱庄源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北京冬奥里的科技刘诗梦 朱勖然 二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梦想中国 朱巍 杜欣然 二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冰雪之约 金晴晴 吴文雅 二等奖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童心绘家园 丁玲智 石珉智,徐锦璇 二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计算思维-物联网创小学组精灵智能快送服务毕晓 王硕同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物联网创小学组自动机械手 胡燕青 刘羿鑫,吕昕桐 二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虚拟世界小学组魅力编织 张滕南 韩欣瞳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语文学习小帮手— 近简靖轩 陈卓然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飞翔的AI蓝雀 吴彩云 李家田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虚拟手机 王宁琳 汪晞菡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山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自动驾驶汽车 卢潇宇 吴逸宣 二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虚拟世界小学组十全大闯关 张滕南 沈正康 二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虚拟世界小学组定时自动收割农作张滕南 周子涵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五子棋 朱乐 高明阁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山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创意编程：疫情防卢潇宇 吴天成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成语大闯关 刘诗梦 任诗颖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华容道 胡燕青 盛家和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成语接龙 曾琦 龚铖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计算小游戏 刘诗梦 何远岫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老虎打冰壶 王蓉 邓乐妍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垃圾分类 汪敏 戴浈洋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冬奥冰壶比赛 汪敏 袁哲然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 2022冬奥会之趣味汪敏 梁尚锟 二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抗疫医生的一天 芮溪菱 何衍之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冬奥会冰球挑战赛刘诗梦 沈清晨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自动驾驶与自动泊刘诗梦 王博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极品飞车 王淑娴 陶天一 二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赛车 陈珍 林睿洋 二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音乐钢琴 滕倩 周子淇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小豆人比赛 王芳 陈张舒岳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乒乓之王 汪敏 高彦裎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 “爱最大”计算游戏胡燕青 刘羿鑫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模拟过河问题 茅心溯 王子萱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垃圾分类 人人有责王芳 陈若然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钢琴闯关 茅心溯 叶梓睿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冰塔游戏 李晨悦 梁晏菡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实物编程-电动蝎汪敏 檀宇轩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垃圾分类小游戏 曾琦 朱传睿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消灭病毒计算小能简靖轩 汪子钦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冰墩墩拯救雪容融王籽 魏瑞泽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新冠消消乐 胡燕青 杨潇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坦克大战 胡燕青 郭子钰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飞机大战 茅心溯 张沁蕊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挑战者 纪雨辰 茅心溯 纪雨辰 二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寻找另一个地球 刘家惠 孔超 二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数字游戏 张滕南 杭于洋 二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模拟钟表 刘家惠 陶叶涵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加减乘除算 24 王籽 宁晨景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垃圾流浪记 王薇 何俊哲 二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自动演奏音乐 刘家惠 王致,马永康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海岛决战 姚睿 丁子钦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新春游中国 王芳 丛梓铭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安全知识问答小程王宁琳 乔楚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拥抱雪容融 汪敏 冯士轩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植物大战僵尸 张雅文 任君威 二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低碳达人 胡燕青 张钧泰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飞机大战 王芳 陈羽墨 二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滑雪大冒险 王籽 姚震霖 二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欢乐闹新春 朱巍 陶惟昊 二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寒假生活 金晴晴 曹馨文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年味儿 张雅文 章呈阳 二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DIY虎年红包大灯俞婷 杨天傲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航天狮子 张小青 邓抱玉 二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信仰的力量 朱巍 黄子涵 二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科技助冬奥 刘诗梦 李娅闻 三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动物习性介绍录 刘家惠 邱梓萱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我的花朵日历 俞婷 徐艺诚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吉祥中国年 王芳 陈俊宇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春节 黄雨蓓 孔娅涵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冬奥小知识 黄雨蓓 平子涵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传承奥运 王宁琳 吴沛遥 三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虎年习俗 王蓉 王偉安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圆梦冬奥 俞婷 朱泰臻 三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冬奥会冰雪运动 曾琦 茆诺言 三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新年快乐 王蓉 金煜辰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一起向未来——雏刘馨童 姜乐洋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新春特刊》 简靖轩 余奕铭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相约北京，圆梦冬俞婷 孙歆雅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强国梦--科技中国王淑娴 徐正轩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新年快乐 刘诗梦 华晨越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节约用水 徐亦诺 苏梦笛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过年啦 俞婷 荣子为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丰收的果园 马田 王沐雪 三等奖
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 2022北京冬奥 高燕 丁梓涵 三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守护海洋家园 刘家惠 王端宁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消防员叔叔是防火汪敏 黄一霏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冰雪正青春，梦想姚睿 叶语涵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实践出真知 张小青 陆歆缘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山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寻春 卢潇宇 蔡稔之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 2022北京冬奥 王芳 赵煜辰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一起向未来 北京冬张小青 赵文瑜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 “双减”在行动 张雅文 杨林晓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相约北京 刘诗梦 张露涵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冬奥梦  冰雪情 汪敏 赵哲毅 三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环保日报 曹煜 杜与陈 三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我的家乡 王蓉 陈梓萱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我爱北京 宋佳 翟子秋 三等奖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海底世界 丁玲智 王可杨,丁子怡 三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拒绝网络暴力从你滕倩 杨馨怡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寒假艺术之旅——六朱恒杰 孙卿朗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消防特刊 朱巍 姚俊宇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北京冬奥会 姚睿 苏宇涵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就地过年 朱巍 陈少杰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中国梦 航天梦 黄雨蓓 杨英朗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北京冬奥会 王芳 吴飞达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冬奥见闻 刘诗梦 梁俪雯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子板报小学组预防新冠病毒 王芳 刘骞潞 三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大爱无疆 韩梦雨 储小雅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奥运盛会，举国同俞婷 张庭硕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我爱祖国 宋佳 郭婧瑶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樱花树下 马田 刘紫涵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太空防疫站 宋佳 单予泽 三等奖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小学部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喜迎新春》 夏宝旺 唐雅雯 三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欢欢喜喜闹元宵》姜琪 徐无忧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冬奥.世界欢聚在北汪敏 李锦轩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喜迎冬奥 朱巍 孔瑞 三等奖
南京市华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漫步太空 王铨 陈亦欣 三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我们的征途是星辰王玉慧 刘锦涵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跟我一起打苗苗 陈雪蕊 李闻琦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冬奥会滑雪 陈雪蕊 赵翙彤 三等奖
南京市华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北京冬奥一起向未王铨 杨丰宁 三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圆梦星痕 韩梦雨 刘梓嫣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太空旅行 汪敏 周子彧 三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我和冬奥有个约定曾琦 嵇沐瑶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红船少年 胡燕青 韩辰阳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 2022魅力冬奥 王辰阳 茅倬宁 三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二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垃圾分类环境好》姜琪 朱梓怡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热爱祖国 张雅文 尤文萱 三等奖
南京市华山路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冬奥 王铨 时振涵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冬奥加油！ 宋佳 缪可言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 2022北京冬奥冰墩陈凡燕 唐弈旋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山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新征程 新速度 新卢潇宇 程斯卓 三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冰雪之约 滕倩 杨宇涵 三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冬奥梦想，一起向王蓉 宋瑧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杜克大冒险 徐雯 郭恒佑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夏日荷花别样红 俞婷 陈辛夷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数字创作-电脑绘画小学组一起向未来！ 王薇 陈冉其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山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相片里的秘密 卢潇宇 李彦鸿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计算思维-虚拟世界小学组冰墩墩穿越冰锥子张小青 徐汉宸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冬奥会滑雪 胡燕青 汪奕宁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物联网创小学组自动感应式洗手液汪敏 马一可,吴加锴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计算思维-虚拟世界小学组直升机 毕晓 王凯瑞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虚拟世界小学组小球通关游戏 王宁琳 吴熙远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坦克游戏 茅心溯 孙浩钦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物联网创小学组躲避障碍物机器人朱乐 周乐彤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虚拟世界小学组金字塔探险家 邵引 屠星烨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计算思维-虚拟世界小学组不忘初心，永远跟朱恒杰 王孟宇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趣味滑冰挑战赛 汪敏 杜依依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飞机大战 茅心溯 刘一诺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网 )小学组旅途中的古诗词 汪敏 孙子珺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春节习俗 金晴晴 尹天艾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数字创作-微视频/微小学组寒假趣事 金晴晴 马天瑞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大战新冠病毒 李晨悦 刘恒宇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攻击陨石 陈凡燕 李星元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跳跳人 黄雨蓓 王怿凡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春节集福 金晴晴 林沐晨 三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单位转换器 胡训玲 钱宥润 三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项梓瑞 陈珍 项梓瑞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害虫大作战 俞婷 胡秦川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小小数学家 汪敏 王天泽 三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用程序做决策—lu 转刘家惠 卜莘辰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山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喝水的小鸟 卢潇宇 戴贵泽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音乐播放器 李晨悦 蒋沅宸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逐梦之路——王瑞许蔚涯 王瑞泽 三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智能笔筒设计 陈珍 王文皓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哥德巴赫猜想 姚睿 郭浩君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翻译机器人 汪敏 尤梓渝 三等奖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跑酷 王蓉 吴悦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雪容融歌曲演奏器金晴晴 张恒瑞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豌豆战机》 邵引 徐昊阳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小猫钓鱼 金晴晴 林晨阳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打字游戏 刘诗梦 赵芮琪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旋转之美 王薇 邱奕涵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游览中国建筑 汪敏 赵振皓 三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超级马里奥 陈珍 姚锦成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山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雪地大冒险 卢潇宇 牛铭泽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火柴人飞行益智游吴彩云 肖熠阳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迷宫闯关 王薇 许懿宁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勇士出山 汪敏 刘宸羽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大鱼吃小鱼 许蔚涯 付晨轩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星辰大海 张滕南 曾若滢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凯蒂的一天 毕晓 葛霏扬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吃豆小鸭朱宥嘉 茅心溯 朱宥嘉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幸运大转盘 金晴晴 杨思琪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战胜病毒 宋佳 陈一心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未来战争手段——无王宁琳 宋祈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加减乘除法口算练王宁琳 高熠凡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障碍游戏 王宁琳 丁思博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飞机逃亡 王淑娴 顾轩铭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大鱼吃吃小鱼 陈凡燕 朱泓晔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捕食的鲨鱼 简靖轩 王滢淇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弹球游戏 汪敏 赵梓杨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机械躲避 王淑娴 李紫元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新冠战斗 赵安琪 瞿子轩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击打陨石 吴彩云 钱昱泽 三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五颜六色 滕倩 苏瀚生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 C  版本《贪吃蛇》陆海芹 吴晨熙,朱梓亦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山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飞行的女巫 卢潇宇 周昊宸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冰墩墩和雪容融 黄瑾 胡启越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阿短捉小鸡 茅心溯 司玉涵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智能打字游戏 黄雨蓓 陈泽涵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群雄逐鹿（科技足 ）刘馨童 夏嘉榕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守护家园 俞婷 王硕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打年兽 黄雨蓓 陈柯君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鸡兔同笼 茅心溯 唐梓轩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荒野求生 王薇 刘璟辰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小猫猜数游戏 王宁琳 孔祥铖 三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美食的制作 芮溪菱 吕昕泽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萝卜保卫战 张小青 朱玺羽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益智小游戏 王淑娴 陈宝泽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勇敢的红心 王淑娴 许锘言 三等奖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冬奥雪花火炬 陈珍 汤浩铭 三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超级汉堡王 周亚亭 李姚川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过大年迎冬奥 吴彩云 张亦弛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古诗词小帮手 汪敏 许博涵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加法模拟计算器 汪敏 陈梓宸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喜迎冬奥 茅心溯 曹敏轩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小猴跳高 茅心溯 夏宇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怡康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冬奥趣味小百科 张小青 满翼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 PONG游戏 茅心溯 杨明睿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山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打字游戏 卢潇宇 朱应时 三等奖
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飞翔的小鸟 胡训玲 刘欣怡 三等奖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贪吃蛇 毕晓 袁苏灏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打病毒 宋佳 邓嘉骏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海底大闯关 茅心溯 李安琪 三等奖
南京市生态科技岛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飞翔的白鸽 金晴晴 柳曦堃 三等奖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迷宫 滕倩 胡凌宵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壮猿历险记 吴彩云 任欣悦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 catchapple 黄雨蓓 李文喆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飞机大战 王芳 王景熙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山东舰知识问答 俞婷 陈奕亦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中华文化诗词 俞婷 翟泉荃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保护动物，人人有王宁琳 杨婉琳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飞向太空 王宁琳 朱言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贪吃蛇 黄瑾 杨宸轩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卡牌游戏 王薇 石丰瑞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冰墩墩勇闯迷宫 王薇 陈信卓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小猫吃豆子 茅心溯 王梓维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黄山路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生病的玫瑰花 王芳 徐岱远 三等奖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乐山路分校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专 )小学组战胜病毒 黄瑾 李乐一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奔跑的骏马 赵安琪 顾博文 三等奖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球球大战 王龚梓汪敏 王龚梓 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计算思维-创意编程小学组弹珠游戏 茅心溯 童涵灵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