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少儿创新编程大赛复赛低年级组获奖名单
序号 科目 学校 姓名 等级
1 图形化 枫树山中航城小学 黄文浩 一等奖
2 图形化 博才咸嘉 肖静渊 一等奖
3 图形化 博才洋海 刘子赋 一等奖
4 图形化 博才洋海 王文睿 一等奖
5 图形化 师大滨江 刘开文 一等奖
6 图形化 博才洋湖 谷文多 一等奖
7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许福祥 一等奖
8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黄一鸣 一等奖
9 图形化 博才洋湖 唐铭宇 一等奖
10 图形化 和平小学 刘澈阳 一等奖
11 图形化 博才阳光 唐夏婧 一等奖
12 图形化 博才阳光 傅宸阳 一等奖
13 scratch 江湾小学 李砺琛 一等奖
14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何懿儒 一等奖
15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蒋欣宇 一等奖
16 图形化 育才二小 胡轩陌 二等奖
17 图形化 博才金峰 龙俊羽 二等奖
18 图形化 望城一中外国语学校 宋博艺 二等奖
19 图形化 长月思源 许峻熙 二等奖
20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肖海曦 二等奖
21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宋宇浩 二等奖
22 图形化 开福一小 吴睿轩 二等奖
23 图形化 博才金峰 易博轩 二等奖
24 图形化 师大滨江 吴思皓 二等奖
25 图形化 博才洋湖 褚易鑫 二等奖
26 图形化 博才洋湖 商艺璇 二等奖
27 图形化 博才洋湖 刘峻昕 二等奖
28 图形化 博才洋湖 方柏程 二等奖
29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任宇辰 二等奖
30 图形化 博才洋湖 蒋茁瑞 二等奖
31 图形化 博才洋湖 张宸皓 二等奖
32 图形化 博才洋湖 郭田田 二等奖
33 图形化 博才洋湖 韩卓言 二等奖
34 图形化 长郡雨外附一 欧阳言妍 二等奖
35 图形化 长郡雨外附一 游梓彬 二等奖
36 图形化 江湾小学 邓浥尘 二等奖
37 图形化 江湾小学 侯凯元 二等奖
38 图形化 长郡天心实验学校 李岸霖 二等奖
39 图形化 长郡天心实验学校 王学峥 二等奖
40 图形化 长郡天心实验学校 刘奕杨 二等奖
41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匡梓烨 二等奖
42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龙雨萱 二等奖
43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罗锦程 二等奖
44 图形化 育才二小 唐萱霓 三等奖
45 图形化 育才二小 周熠涵 三等奖
46 图形化 长郡雨外附一 王自慎 三等奖
47 图形化 长郡天心 张隽嘉 三等奖
48 图形化 和平小学 彭明轩 三等奖
49 图形化 红星实验 钟宇轩 三等奖
50 图形化 博才金峰 胡宸宇 三等奖
51 图形化 周南望城 成凯威 三等奖
52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高睿 三等奖
53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蔡培鑫 三等奖



54 图形化 仰天湖实验 熊雨桐 三等奖
55 图形化 仰天湖实验 潘朗宸 三等奖
56 图形化 师大滨江 韩尚达 三等奖
57 图形化 博才金峰 伏城锐 三等奖
58 图形化 仰天湖实验 张棕焜 三等奖
59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许乐 三等奖
60 图形化 仰天湖实验 贺婉然 三等奖
61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赵紫嫣 三等奖
62 图形化 博才金峰 吴佐 三等奖
63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李睿强 三等奖
64 图形化 博才洋湖 刘姝陶 三等奖
65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符博文 三等奖
66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刘锦澄 三等奖
67 图形化 四方坪一小 王楚钧 三等奖
68 图形化 四方坪一小 崔胤恒 三等奖
69 图形化 四方坪一小 刘子源 三等奖
70 图形化 江湾小学 李卓然 三等奖
71 图形化 江湾小学 夏泽熙 三等奖
72 图形化 长郡天心实验学校 郭佳诺 三等奖
73 图形化 长郡天心实验学校 周奕阳 三等奖
74 图形化 韶山南路 苏晨 三等奖
75 scratch 清水塘实验学校 邓宇恬 三等奖
76 图形化 福元小学 肖迪夫 三等奖
77 图形化 福元小学 易贤生 三等奖
78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冯子骁 三等奖
79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刘嘉懿 三等奖
80 图形化 桂花坪小学 张宇轩 三等奖
81 图形化 仰天湖实验 李梓铭 优胜奖
82 图形化 仰天湖实验 彭睿橙 优胜奖
83 图形化 周南望城 凤沁苒 优胜奖
84 图形化 周南望城 刘俊阳 优胜奖
85 图形化 长郡天心 喻泊龙 优胜奖
86 图形化 长郡天心 张腾宇 优胜奖
87 图形化 长郡天心 郭梓成 优胜奖
88 图形化 周南望城 雍胤祥 优胜奖
89 图形化 枫树山中航城小学 李国豪 优胜奖
90 图形化 和平小学 陈良辰 优胜奖
91 图形化 博才咸嘉 杨岩涛 优胜奖
92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付梓妍 优胜奖
93 图形化 王家冲小学 谢宇豪 优胜奖
94 图形化 长月思源 李博豪 优胜奖
95 图形化 长月思源 俞子谦 优胜奖
96 图形化 新城新世界 蒋家铭 优胜奖
97 图形化 周南秀峰 谢钰 优胜奖
98 图形化        望月湖二小 董嘉帅 优胜奖
99 图形化 清水塘实验学校 孙家阳 优胜奖
100 图形化 清水塘实验学校 高同周 优胜奖
101 图形化 长郡天心 石清贤 优胜奖
102 scratch 枫树山莲湖小学 罗嘉睿 优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