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市 学校 辅导教师 等级

1 接垃圾 文刘阳 太原 三好小学 白子文 1
2 保护环境 任禹睿 吕梁 孝义市青年路小学 李志欣 1
3 保护环境 滕海霖 太原 公园路小学 武欢 1
4 小心箭头游戏 杨明桥 吕梁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任海斌 1
5 保护环境 郭奕言 忻州 长征小学 张帅 2
6 保护环境 刘子涵 运城 河津市实验小学 柴伟霞 2

7 救水 曹正希 吕梁
山西省孝义市府西
街小学

李建斌 2

8 接苹果 吴晨熙 吕梁 孝义市府东街小学 李娟 2

9 汽车大战 庄照庭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

安志君 2

10 狐狸和猫抓螃蟹 高文睿 吕梁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任海斌 2

11 弹球游戏 张嘉朝 吕梁
山西省孝义市崇文
街小学

李瑞英 3

12
创文明城市，做时代新
人

闫靖源 太原
太原市杏花岭区后
小河小学

赵静 3

13 保护环境 张轶博 吕梁
山西省孝义市府西
街小学

褚开文 3

14 射蝙蝠 穆雨垌 吕梁 孝义市府东街小学 张亮 3
15 扫地 王静婉 太原 现代双语小学 王大伟 3
16 枪战 张乔城 吕梁 孝义市府东街小学 张娟 3
17 保护环境 卢颢天 忻州 七一路小学 马振慧 3
18 保护环境 冀亿诚 忻州 长征小学 佟杰 3
19 抓火柴人 侯志涵 吕梁 孝义市安居街小学 韩云龙 3
20 救火 陶韦迪 太原 山西省实验小学 白子文 3

21 3364 温昊阳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

安志君 3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市 学校 辅导教师 等级

1 清理垃圾 王睿晗 晋中 介休裕华小学 白子文 1
2 环保还是灾难 杨嘉烨 晋中 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张鑫 1
3 保护环境 武立轩 吕梁 孝义市青年路小学 任将 1
4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 才卓羽 临汾 临汾市第三小学 韩晶芳 1

5 保护环境 范予迪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实验
小学

宁永杰 1

6 垃圾分类大闯关 李仕鑫 吕梁 孝义市金晖小学 霍延智 1

7 火柴人踢足球 余志雄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校

郭慧 1

8 保护环境 武航震 太原 长治路小学 白子文 1
9 堡垒探险 柴子煜 太原 太原市滨河小学 白子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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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际争霸 王子于 太原 太原市后小河小学 白子文 1
11 星球大作战 马正骁 吕梁 孝义市府西街小学 赵世杰 1
12 保护环境 刘誉锴 晋中 平遥县实验小学 王维平 1
13 回收垃圾 郭子龙 吕梁 孝义市永安路小学 任栋 1
14 保护环境小讲堂 李锦洲 太原 双西小学 白子文 1

15 飞机大战 李悦阳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校

安志君 1

16 保护环境 张子昊 吕梁 孝义市青年路小学 任将 1

17 太空大战 赵寻儒 长治
长治市城区建设东
路小学校

孟华民 1

18 神奇的火柴人 任姝颖 吕梁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任海斌 1

19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梁栋 吕梁
孝义市大孝堡乡景
虎小学校

陈建雄 2

20 小鸟大战 郝姚鸣 运城 河津市第二实验小 姚军娟 2
21 保护环境 李政豪 吕梁 孝义市青年路小学 任将 2
22 保护环境 孟宇新 吕梁 孝义市安居街小学 韩云龙 2
23 zero demo 郭书铖 晋中 祁县实验小学 张玉磊 2
24 飞艇对战 张磊 吕梁 孝义市安居街小学 冯济川 2
25 星球大战 闫培荣 吕梁 孝义市永安路小学 任栋 2

26 请保护环境 安显文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校

安志君 2

27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岳靖庭 吕梁 孝义市崇文街小学 任荟芬 2
28 飞机要加油 胡子铭 晋中 平遥县实验小学 王维平 2
29 星星猎手 孟成正 太原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 弓惠敏 2
30 保护环境主题 张逸轩 太原 太原市起凤街小学 白子文 2

31 海洋大战 高子昂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校

郭慧 2

32 暴打僵尸 卢昶烨 临汾
山西省临汾市第二
小学

王璐 2

33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崔钧亮 吕梁 孝义市金晖小学 霍延智 2
34 怪兽大战 刘宇帆 晋中 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张鑫 2
35 猫抓螃蟹 邓圣杰 晋中 平遥县实验小学 任国梁 2
36 坦克大战 张璟珏 晋中 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张鑫 2

37 弹弹球 刘振华 阳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
小学

李国胜 2

38 迷宫寻宝 刘子川 太原 现代双语小学 白子文 2

39 火柴人 聂冠宇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校

安志君 2

40 火柴人画画 胡凌菲 阳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
小学

李国胜 2

41 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贾伊羽 吕梁 孝义市安居街小学 蔚仁乾 2
42 魔鬼大战 郝维鑫 晋中 平遥县实验小学 王维平 2
43 蝙蝠塔防 靳宏博 太原 万柏林区外国语言 白子文 2

44 缺水的世界 郭一帆 阳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
小学

赵伟光 2

45 保护环境 郭婧霞 吕梁 孝义市金晖小学 霍延智 2
46 保护环境 蔺亚星 吕梁 孝义市安居街小学 李鑫 3

47 扫冰游戏 谢安山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实验
小学

宁永杰 3

48 保护环境 范骐广 阳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
小学

李国胜 3

49 大战一场 杨景超 吕梁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赵孝武 3

50 山地战争 张博扬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校

郭慧 3



51 保护环境 杜昱键 晋中 平遥县实验小学 王维平 3

52 我们一起来跳舞 钱行伟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实验
小学

宁永杰 3

53 坦克大战 李亦夫 太原 山西省实验小学 白子文 3
54 火柴人的生日 李逸轩 吕梁 孝义市崇文街小学 牛艺伟 3
55 反恐战场 赵子熙 太原 山西省雷锋小学 白子文 3
56 火柴人切水果 闫炫宇 吕梁 孝义市永安路小学 任栋 3
57 保护环境 刘书宏 太原 理工大子弟学院 白子文 3

58 保护环境图 高芯雨 阳泉
阳泉市矿区段家背
小学

赵伟光 3

59 火柴人大战 赵健企 晋中 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张鑫 3
60 兽人大战 任梓渊 晋中 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张鑫 3
61 对战巫师 赵奕雄 吕梁 汾阳市海洪小学 柳鹏飞 3
62 坦克 李奕波 太原 山大附小 白子文 3
63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郭桐恺 晋中 平遥县实验小学 任国梁 3

64 保护环境 吉彦璋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实验
小学

宁永杰 3

65 小心苹果 任毅博 吕梁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任海斌 3
66 守卫家园 秦子昊 临汾 临汾市解放路学校 董玉聪 3
67 保护环境 范子欣 吕梁 孝义市金晖小学 苏光煜 3
68 保护环境 李佳昱 吕梁 孝义市青年路小学 李志红 3
69 玩不完的游戏 郭墨轩 太原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 弓惠敏 3

70 枪战 卢世桓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校

郭慧 3

71 篮球大赛 吴轩辉 吕梁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赵孝武 3
72 保护环境 惠启航 吕梁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赵孝武 3
73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刘欣钰 太原 太原市桥西小学 白子文 3
74 保护环境 任梓涵 吕梁 孝义市崇文街小学 刘小梅 3
75 枪战 张峰 吕梁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赵孝武 3
76 争做保护地球 侯凯博 吕梁 孝义市安居街小学 冯济川 3
77 火柴人碎大石 马正源 吕梁 孝义市安居街小学 冯济川 3
78 接空控 侯昱吉 吕梁 孝义市永安路小学 任栋 3
79 一个男孩打敌人 张靖晖 吕梁 孝义市金晖小学 霍延智 3
80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王尚彬 吕梁 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赵孝武 3

81 星球大战 李雨泽 太原
太原市杏花岭区后
小河小学

赵静 3

82 保护环境 尹鹏浩 吕梁 孝义市安居街小学 韩云龙 3

83 射击 赵泰来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校

安志君 3

84 太空广播电台 芦梓晨 太原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
路小学校

安志君 3

85 电螃蟹 郭成功 吕梁 孝义市府西街小学 武晶 3
86 火柴人抓礼盒 郭晨宇 吕梁 孝义市安居街小学 冯济川 3
87 my day 吴泰昱 晋中 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张鑫 3
88 魔法星空 刘胤麟 晋中 榆次区羊毫街小学 王珺 3

89 保护环境 杜梦斐 吕梁
孝义市大孝堡乡景
虎小学校

陈建雄 3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市 学校 辅导教师 等级

1 虫子打怪兽 马旋宇 太原 太原新希望双语学 高俊霞 1

初中组



2 保卫家园 李薛健 晋中 榆次二中 冯文华 2
3 古堡灭怪 申书彰 吕梁 孝义市第九中学 宋月明 2
4 太空大战 郭子豪 吕梁 孝义市第九中学 宋月明 3
5 天空之城 刘铠瑜 太原 师院附中 白子文 3
6 防御强盗 武昌兆 吕梁 孝义市第九中学 宋月明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