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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年全国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奖名单 

一、创意编程比赛 

序号 地区 教师姓名 

1 北京市 王超 

2 北京市 佟婧楠 

3 北京市 王蓉 

4 北京市 汪阳青 

5 北京市 方亮 

6 北京市 魏崴 

7 天津市 王景锋 

8 天津市 张晖 

9 天津市 王颖 

10 辽宁省 任柏成 

11 上海市 吴庭婷 

12 上海市 袁霞 

13 上海市 曹晓靓 

14 江苏省 莫飞 

15 江苏省 朱程璇 

16 江苏省 郭行箫 

17 江苏省 康祥喆 

18 江苏省 解元 

19 浙江省 孙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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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教师姓名 

20 浙江省 万春彬 

21 浙江省 俞平 

22 浙江省 王哲 

23 浙江省 黄金超 

24 浙江省 周韬 

25 浙江省 郑维庆 

26 浙江省 胥彤 

27 浙江省 王振宇 

28 浙江省 张宇 

29 浙江省 徐文斌 

30 安徽省 苏初阳 

31 安徽省 谷晓华 

32 福建省 黄建坤 

33 福建省 吴新强 

34 福建省 王梅琴 

35 福建省 许海波 

36 福建省 柴慧君 

37 江西省 郑景虹 

38 山东省 葛赟赟 

39 河南省 臧帅 

40 河南省 姚亦娟 

41 湖北省 乔婧怡 

42 广东省 尹晓娴 

43 广东省 罗育华 

44 重庆市 李涛 

45 重庆市 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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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教师姓名 

46 四川省 高亚祎 

47 四川省 刘翀 

48 宁夏回族自治区 强琛 

49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冯一 

二、智能设计比赛 

序号 地区 教师姓名 

1 浙江省 钟纯 

2 内蒙古自治区 臧琛瀚 

3 北京市 谢英波 

4 浙江省 傅跃兵 

5 北京市 李铮 

6 山东省 赵春华 

7 北京市 王淼 

8 河南省 何丹丹 

9 北京市 马萍萍 

10 福建省 林超 

二、青少年创意编程体验活动 

序号 地区 教师姓名 

1 福建省 谢去非 

2 浙江省 曹剑 

3 河北省 李朝辉 

4 河南省 李珊珊 

5 天津市 曹婵 

6 河北省 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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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教师姓名 

7 湖北省 魏嵬 

8 湖北省 李黎 

9 四川省 黄袁园 

10 浙江省 童雅芬 

11 河北省 符思佳 

12 福建省 程庆宝 

13 四川省 胡建兵 

14 河南省 李换 

15 安徽省 徐海宝 

16 河南省 樊亚萍 

17 河南省 张鹏 

18 北京市 燕英中 

19 河南省 王曦 

20 江苏省 周林 

21 浙江省 朱静 

22 浙江省 朱瑞雪 

23 江苏省 章红 

24 浙江省 孙广斌 

25 天津市 于青云 

26 浙江省 陈洪秀 

2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仇荣飞 

28 四川省 唐莹 

29 江苏省 许杰 

30 福建省 黄小华 

31 江苏省 徐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