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PF 1:40 塑料拼装南湖红船制作赛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丰台少年宫 叶董阳 丰台 一等奖

2 观音寺小学 解涵 大兴 一等奖

3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徐海博 大兴 一等奖

4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第二小学 陈泓畅 顺义 一等奖

5 海淀区万泉小学 陈润泽 海淀区 一等奖

6 北京市景泰小学 赵晨瑞 凯酷科技 一等奖

7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刘亦洋 通州区 一等奖

8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 宋宜泽 大兴区 一等奖

9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张卓逸 东城区 一等奖

10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王泽贤 东城区 一等奖

11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璋迪 东城区 一等奖

12 光明小学 曹天一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3 北京四中璞瑅学校　 张家玮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4 文汇小学 杨力郡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5 光明小学 涂昊唯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6 宝华里小学 任宇轩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7 宝华里小学 谷子谦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8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满昊宇 东城区 一等奖

19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姚润喆 东城区 一等奖

20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张皓嘉 东城区 一等奖

21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杜尚远 东城区 一等奖

22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张孟峣 东城区 一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市
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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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周益镪 东城区 一等奖

2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田浩然 东城区 一等奖

25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张佳琮 东城 一等奖

26 崇文小学 崔家硕 东城区 一等奖

27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李沐宸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一等奖

28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王鲁浩 海淀区 二等奖

29 北京市丰台区第五小学 雷宸宇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二等奖

30 丰台区第二小学 付柠祎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二等奖

31 北京市丰台师范附属小学 关默然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二等奖

32 大兴观音寺完小 任乔泽 大兴 二等奖

33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殷鑫瑞 大兴 二等奖

34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第二小学 孙致诚 顺义 二等奖

35 海淀区万泉小学 陈亚丁 海淀区 二等奖

36 海淀区万泉小学 闫书豪 海淀区 二等奖

37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广外分校 唐潇龙 凯酷科技 二等奖

38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赵萤梓 大兴区 二等奖

39 顺义区港馨小学 巩跃然 顺义 二等奖

40 顺义区空港小学 杨茗博 顺义区 二等奖

41 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第一中心小学 刘博正 大兴区 二等奖

42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申子毅 通州区 二等奖

43 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 郭梓轩 大兴区 二等奖

44 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 马一晨 大兴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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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 牛帅晗 大兴区 二等奖

46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卓子越 东城区 二等奖

47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叶镕烁 东城区 二等奖

48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王签策 东城区 二等奖

49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阮薪伍 东城区 二等奖

50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郭栋臣 东城区 二等奖

51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张谦语 东城区 二等奖

52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晁浩瑜 东城区 二等奖

53 宝华里小学 罗宇辰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54 宝华里小学 武允殳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55 宝华里小学 王梓印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56 宝华里小学 刘禹泽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57 宝华里小学 韩一硕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58 宝华里小学 宋昊泽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59 宝华里小学 卢奕辰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60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文思聪 东城区 二等奖

61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封明轩 东城区 二等奖

62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侯辰笛 东城区 二等奖

63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侯浩然 东城区 二等奖

6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张育豪 东城区 二等奖

65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杨冠之 东城区 二等奖

66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徐彦桐 东城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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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郝千墨 东城区 二等奖

68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隰凯晨 东城区 二等奖

69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姚浩霆 东城区 二等奖

70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逸少 东城区 二等奖

71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靖斯 东城区 二等奖

72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冯时 东城 二等奖

73 崇文小学 王子靖 东城区 二等奖

74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赵晨轩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75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杨悦宸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76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张藤潇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二等奖

77 丰台少年宫 王蓦涵 丰台 三等奖

78 丰台少年宫 吴岳霖 丰台 三等奖

79 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 杨杰森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三等奖

80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一小学 孙铭泽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三等奖

8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张润佳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三等奖

82 观音寺小学 王昊林 大兴 三等奖

83 丰台区二中附小 张丁彤 丰台 三等奖

84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司天祺 大兴 三等奖

85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吴昊宇 大兴 三等奖

86 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 王安 大兴区 三等奖

87 海淀区万泉小学 张意和 海淀区 三等奖

88 海淀区万泉小学 郭承霖 海淀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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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海淀区万泉小学 李乐成 海淀区 三等奖

90 北京小学广外分校 刘睿宸 凯酷科技 三等奖

91 顺义区高丽营第二小学 苏子铖 顺义区 三等奖

92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姜舜惟 大兴区 三等奖

93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袁浩彧 通州区 三等奖

94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肖云峰 东城区 三等奖

95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马鑫泽 东城区 三等奖

96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黄博钰 东城区 三等奖

97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戴久皓 东城区 三等奖

98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刘泳江 东城区 三等奖

99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博阳 东城区 三等奖

100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耿祥洲 东城区 三等奖

101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刘晋伟 东城区 三等奖

102 花市小学 余博兮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03 景泰小学 郑钧文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04 和平里四小 赵一达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05 天坛东里 李京原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06 体育馆路小学 王鑫阳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07 板厂小学 侯善夫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08 汇文一小 郭昊泽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09 一师附小 赵卓源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10 培新小学 耿瑞芊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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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汇文中学 周家安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12 花市小学 黎炳灵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13 花市小学 张益鸣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14 花市小学 宋昊廷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115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乔禹熙 东城区 三等奖

116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邦睿 东城区 三等奖

117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张峰瑞 东城区 三等奖

118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韩铄 东城区 三等奖

119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林恺贤 东城区 三等奖

120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聂正轩 东城区 三等奖

121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李知行 东城区 三等奖

122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马钰竣 东城区 三等奖

123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南瑞 东城区 三等奖

12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刘涵宇 东城区 三等奖

125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姜天烁 东城区 三等奖

126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义忱 东城区 三等奖

127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薛宇涵 东城区 三等奖

128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予棠 东城区 三等奖

129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胡家华 东城区 三等奖

130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申沐岩 东城区 三等奖

131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杨恩霁 东城区 三等奖

132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景麒 东城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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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冯延予 东城 三等奖

134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代泽宇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35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曹一阳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36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王子睿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37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于诗骅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38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安则睿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39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李硕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40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刘唐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41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常鼎奇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142 陈经纶中学分校实验学校 宋梓瑞 北京市潇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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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丰台师范附属小学 丁一鸣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等奖

2 海淀区万泉小学 时语辰 海淀区 一等奖

3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谢睿欣 顺义 一等奖

4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张晨旸 大兴 一等奖

5 顺义区空港小学 朱锐雅 顺义区 一等奖

6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赫淇 通州区 一等奖

7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于子墨 东城区 一等奖

8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韩菲桐 通州 一等奖

9 北京市丰台师范附属小学 张嘉彤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二等奖

10 丰台区二中附小 李霄峥 丰台 二等奖

11 海淀区万泉小学 李双缘 海淀区 二等奖

12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白馨怡 顺义 二等奖

13 顺义区空港小学 岳美辰 顺义区 二等奖

14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刘雨涵 大兴区 二等奖

15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牛嘉艺 通州区 二等奖

16 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 吴欣然 大兴区 二等奖

17 宝华里小学 乐开欣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18 宝华里小学 王茗玥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19 宝华里小学 谷月垚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20 宝华里小学 龚若涵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21 宝华里小学 邝可欣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22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周雨涵 东城区 二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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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丰台区第一小学 绎欢馨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三等奖

24 大兴区第一小学 邰烁涵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三等奖

25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王子逸 大兴区 三等奖

26 丰台区二中附小 张梓煜 丰台 三等奖

27 丰台区二中附小 李尔西 丰台 三等奖

28 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 刘子萌 大兴区 三等奖

29 顺义区高丽营第二小学 李馨 顺义区 三等奖

30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杨斯琦 顺义 三等奖

31 顺义区港馨小学 毛一宸 顺义 三等奖

32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 师晨曦 大兴区 三等奖

33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杨画茹 东城区 三等奖

34 文汇小学 陈栎朵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35 景泰小学 刘雨歌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36 板厂小学 田思涵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37 景泰小学 崔怡然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38 文汇小学 曾淳禾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39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赫泽僖 东城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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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PF 1:40 塑料拼装南湖红船制作赛
初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丰台区东罗园小学 秦一岚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一等奖

2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朱子安 丰台 一等奖

3 长子营学校 宋明熙 大兴区 一等奖

4 北京第二十中学 王梓越 海淀 一等奖

5 北京市清河中学 闫锶宸 海淀 一等奖

6 北京市第四十四中学 刘梓淳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一等奖

7 北京市第159中学 孙嘉良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一等奖

8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李元睿 东城 一等奖

9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孙兆杰 东城 一等奖

10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承罡 东城区 一等奖

11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宇楷 东城区 一等奖

12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泽予 东城区 一等奖

13 潞河中学 张轩杰 通州 一等奖

14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邱天 丰台 二等奖

15 长子营学校 刘京川 大兴区 二等奖

16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王嘉诚 大兴 二等奖

17 北京第二十中学 董彦豪 海淀 二等奖

18 北京第二十中学 张晨曦 海淀 二等奖

19 北京市清河中学 申兆淇 海淀 二等奖

20 大兴七中 陈斯咏 大兴区 二等奖

21 北京市第四十四中学 刘研灏 西城区模型协会 二等奖

22 北京市第159中学 邵禹晨 西城区模型协会 二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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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PF 1:40 塑料拼装南湖红船制作赛
初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23 北京市第159中学 曹铭禹 西城区模型协会 二等奖

24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冯奕诚 东城 二等奖

25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韩泽洋 东城 二等奖

26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蒋骐羽 东城区 二等奖

27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祝楷 东城区 二等奖

28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谢雨桐 东城区 二等奖

29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周梓珅 东城区 二等奖

30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浩然 东城区 二等奖

31 潞河中学 张居正 通州 二等奖

32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周榟儒 丰台 三等奖

33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宋铭博 大兴 三等奖

34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吴天逸 大兴 三等奖

35 北京第二十中学 汤宸郡 海淀 三等奖

36 北京第二十中学 何瑞轩 海淀 三等奖

37 北京第二十中学 贾子墨 海淀 三等奖

38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赵嘉琦 大兴 三等奖

39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王志 大兴 三等奖

40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张畯析 大兴 三等奖

41 北京市清河中学 李弘毅 海淀 三等奖

42 北京市清河中学 姜沅廷 海淀 三等奖

43 大兴七中 孙文绮 大兴区 三等奖

44 大兴七中 赵兴博 大兴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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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PF 1:40 塑料拼装南湖红船制作赛
初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45 北京市第四十四中学 刘浩然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三等奖

46 北京市第159中学 高一凡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三等奖

47 北京市第159中学 王瀚睿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三等奖

48 北京市第159中学 鲁乐琨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三等奖

49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彭靖博 东城 三等奖

50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张项钧 东城 三等奖

51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吕威佑 东城 三等奖

52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张浩伦 东城 三等奖

53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雨润 东城 三等奖

54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李沐阳 东城 三等奖

55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张喜润 东城 三等奖

56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刘景宣 东城 三等奖

57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卢绍峰 东城 三等奖

58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王冠杰 东城 三等奖

59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蒋子珩 东城 三等奖

60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一来 东城区 三等奖

61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杨赫 东城区 三等奖

62 潞河中学 王佳宇 通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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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PF 1:40 塑料拼装南湖红船制作赛 初中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刘玥 丰台 一等奖

2 首师大附中玉泉学校 葛子芯 海淀 一等奖

3 大兴七中 李奕乔 大兴区 一等奖

4 北京市第159中学 王昊宁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一等奖

5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刘若溪 东城区 一等奖

6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商雨欣 通州 一等奖

7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陈嘉一 东城 一等奖

8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赵佳琦 丰台 二等奖

9 首师大附中玉泉学校 赵涵 海淀 二等奖

10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刘晓冉 大兴 二等奖

11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陈丽颖 大兴 二等奖

12 北京市第159中学 郑煜宸 西城区模型协会 二等奖

13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王馨紫 东城 二等奖

14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苏若涵 东城 二等奖

15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陈梓钰 丰台 三等奖

16 长子营学校 李思佳 大兴区 三等奖

17 长子营学校 王胡姗姗 大兴区 三等奖

18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刘羿梵 大兴 三等奖

19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付熙雯 东城区 三等奖

20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刘曦 通州 三等奖

21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马玮桐 东城 三等奖

22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陈心薇 东城 三等奖

23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倪梓瑄 东城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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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PF 1:40 塑料拼装南湖红船制作赛
高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李子睿 大兴 一等奖

2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康凯 顺义区 一等奖

3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悠然 东城区 一等奖

4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任赫 顺义区 二等奖

5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王文博 顺义区 二等奖

6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吴涵 顺义区 三等奖

7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何思澄 顺义区 三等奖

8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马子恒 东城区 三等奖

9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单茗浩 东城区 三等奖

10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钮岱 东城区 三等奖

11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佳宇 东城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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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PF 1:40 塑料拼装南湖红船制作赛
高中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孙佳莹 顺义区 一等奖

2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张于湛晶 东城 一等奖

3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姜雨凝 东城 一等奖

4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颜语嫣 大兴 二等奖

5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马思琪 顺义区 二等奖

6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张晰玥 东城 二等奖

7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张雨菡 东城 二等奖

8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林佳祎 东城 二等奖

9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范宇昊 东城区 二等奖

10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张明朗 大兴 三等奖

11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侯安琪 大兴 三等奖

12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李欣妍 顺义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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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PF 1:75 纸质南湖红船制作赛
小学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张董杰 通州区 一等奖

2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梓琪 通州区 一等奖

3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刘依阳 大兴区 二等奖

4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茂森 通州区 二等奖

5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彭子言 通州区 二等奖

6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邢暄昭怡 大兴区 三等奖

7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孙艺卿 通州区 三等奖

8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孙艺晨 通州区 三等奖

9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曹睿芮 通州区 三等奖

10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栗诗琪 通州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市青
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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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PF 1:75 纸质南湖红船制作赛
初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第二十中学 张益冬 海淀 一等奖

2 北京第二十中学 刘栗铭 海淀 二等奖

3 丰台少年宫 张语钦 丰台 三等奖

4 北京第二十中学 卫国钰 海淀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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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PF 1:75 纸质南湖红船制作赛
中学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旧宫中学 杨桐阁 大兴区 一等奖

2 北京第二十中学 仇星彤 海淀 一等奖

3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 李佳雯 通州区 二等奖

4 北京第二十中学 王雪琪 海淀 二等奖

5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中学 李佩如 大兴区 三等奖

6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 马晨 通州区 三等奖

7 北京市通州区东方小学 王伊诺 北京市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市
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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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C6-PF 海警号制作赛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 陈子钰 大兴区 一等奖

2 顺义区高丽营第二小学 王丙睿 顺义区 一等奖

3 翠微小学西校区 焦启航 石景山 一等奖

4 大兴区长子营镇第二中心小学 高浩杰 大兴区 一等奖

5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卓子越 东城区 一等奖

6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博阳 东城区 一等奖

7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王签策 东城区 一等奖

8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田沐雨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一等奖

9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王艺荷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一等奖

10 通州区实验一小 朱前泰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一等奖

11 通州区实验一小 郭存瑞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一等奖

12 东城区培新小学 刘皞沄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3 文汇小学 王中锴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4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谢子恒 顺义 二等奖

15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陈思烨 大兴 二等奖

16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陈茁 大兴 二等奖

17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袁安山 大兴 二等奖

18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杨正源 大兴 二等奖

19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蔡一宁 大兴区 二等奖

20 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 扈睿 大兴区 二等奖

21 大兴区长子营镇第二中心小学 张家兴 大兴区 二等奖

22 大兴区长子营镇第二中心小学 胡扬宏 大兴区 二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市
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第 19 页，共 67 页



03.C6-PF 海警号制作赛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市
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23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张卓逸 东城区 二等奖

24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刘霄崊 东城区 二等奖

25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马鑫泽 东城区 二等奖

26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戴久皓 东城区 二等奖

27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吴逸卓 东城区 二等奖

28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刘晋伟 东城区 二等奖

29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张羽墨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30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刘峻熙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31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吕承轩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32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孔德航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33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蔡兴瀚 东城 二等奖

34 汇文小学 张梧桐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35 文汇小学 王梓轶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36 文汇小学 董旻泽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37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五小学科丰校区 宫浩宸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三等奖

38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韩一凡 大兴 三等奖

39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孟庆焓 大兴 三等奖

40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杨曦哲 大兴 三等奖

41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赵子轩 大兴 三等奖

42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第二小学 张乐琛 顺义 三等奖

43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第二小学 梁宸睿 顺义 三等奖

44 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 袁子润 大兴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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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 薛伊辰 大兴区 三等奖

46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李胤喆 大兴 三等奖

47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陈一诚 大兴 三等奖

48 顺义区空港小学 白宇宸 顺义区 三等奖

49 顺义区空港小学 孙睿同 顺义区 三等奖

50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郭宸畅 大兴区 三等奖

51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敖奕凡 大兴区 三等奖

52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余恩泽 大兴区 三等奖

53 大兴区长子营镇第二中心小学 张瑞泽 大兴区 三等奖

54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高泽续 东城区 三等奖

55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沐霖 东城区 三等奖

56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吴雨徽 东城区 三等奖

57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李璋迪 东城区 三等奖

58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祁子程 东城区 三等奖

59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郭昊泽 东城区 三等奖

60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戴文曾 东城区 三等奖

61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徐瀚林 东城区 三等奖

62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姜瑞宣 东城区 三等奖

63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佟安哲 东城区 三等奖

64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李明洋 东城区 三等奖

65 通州区实验一小 曹子晨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66 通州区实验一小 李骁祎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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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王一旭 东城 三等奖

68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唐北岳 东城 三等奖

69 板厂小学 张淏天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70 和平里四小 王浩轩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71 体育馆路小学 王雨桐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72 板厂小学 刘锦阳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73 汇文一小 荣瑞成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74 和平里四小 杨雨澎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75 天坛东里 段海洋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76 体育馆路小学 西雨阳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77 汇文一小 解哲畅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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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张静雅 顺义 一等奖

2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赵恩仪 大兴 一等奖

3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刘玉橦 东城区 一等奖

4 景泰小学 张添梦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5 顺义区高丽营第二小学 王辰西 顺义区 二等奖

6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路雨桐 大兴 二等奖

7 通州区实验一小 卢荟宇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8 通州区实验一小 张点点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9 汇文小学 石浩妍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10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高羽淇 顺义 三等奖

11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崔雪瑞 大兴区 三等奖

12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王墨雅 大兴 三等奖

13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李宗俊 大兴 三等奖

14 顺义区空港小学 李嫄希 顺义区 三等奖

15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杨画茹 东城区 三等奖

16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孙烽凯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17 通州区实验一小 刘煦萱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18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杜卓凝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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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子营学校 冯孟泽 大兴区 一等奖

2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王豫冉 大兴区 一等奖

3 北京第二十中学 汤宸郡 海淀 一等奖

4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赵嘉琦 大兴 一等奖

5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李文一 东城 一等奖

6 北京市文汇中学 肖睿阳 东城区 一等奖

7 潞河中学 曹家瑞 通州 一等奖

8 汇文中学 王梓安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9 汇文中学 贺乙轩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0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朱子安 丰台 二等奖

11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周榟儒 丰台 二等奖

12 北京一零一中矿大分校 刘禹辰 二等奖

13 北京一零一中矿大分校 德思阳 二等奖

14 长子营学校 耿桐 大兴区 二等奖

15 北京第二十中学 胡家凡 海淀 二等奖

16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张畯析 大兴 二等奖

17 北京市第101中学 孟圣轩 海淀 二等奖

18 北京市第101中学 黄澔哲 海淀 二等奖

19 大兴七中 胡芯浩 大兴区 二等奖

20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吴国诚 东城 二等奖

21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王保林 东城 二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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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北京市文汇中学 周家安 东城区 二等奖

23 北京市文汇中学 李明润 东城区 二等奖

24 汇文中学 涂昊唯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25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张桐 丰台 三等奖

26 北京一零一中矿大分校 任星宇 三等奖

27 北京一零一中矿大分校 宫梓竣 三等奖

28 北京一零一中矿大分校 徐海琪 三等奖

29 长子营学校 刘保君 大兴区 三等奖

30 长子营学校 闫天旭 大兴区 三等奖

31 长子营学校 宋明熙 大兴区 三等奖

32 北京第二十中学 王圣尧 海淀 三等奖

33 北京第二十中学 魏成泽 海淀 三等奖

34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王志 大兴 三等奖

35 北京市清河中学 李弘毅 海淀 三等奖

36 北京市第101中学 周兴源 海淀 三等奖

37 北京市第101中学 肖智聪 海淀 三等奖

38 大兴七中 陈斯咏 大兴区 三等奖

39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吕闯 通州区 三等奖

40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王嘉豪 东城 三等奖

41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曾昭涵 东城 三等奖

42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耿梓鸣 东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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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张扬珗 东城 三等奖

44 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魏然 东城 三等奖

45 北京市文汇中学 程子杰 东城区 三等奖

46 北京市文汇中学 张力文 东城区 三等奖

47 北京市文汇中学 乔禹赫 东城区 三等奖

48 北京市文汇中学 方孝聪 东城区 三等奖

49 北京市文汇中学 孟元昊 东城区 三等奖

50 潞河中学 黄铭杰 通州 三等奖

51 潞河中学 时宇伦 通州 三等奖

52 文汇中学 程子杰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53 广渠门中学 肖锦骅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54 文汇中学 杨力郡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55 广渠门中学 赵逸鸣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第 26 页，共 67 页



03.C6-PF 海警号制作赛
初中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赵佳琦 丰台 一等奖

2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鲍宝琪 大兴 一等奖

3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陈兆佳 通州区 一等奖

4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刘羿梵 大兴 二等奖

5 潞河中学 蒋佳欣 通州 二等奖

6 北京市右安门外国语学校 陈梓钰 丰台 三等奖

7 长子营学校 姚雅丹 大兴区 三等奖

8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张楷岳 大兴区 三等奖

9 北京大兴狼垡中学 齐子涵 大兴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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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乔洋 大兴 一等奖

2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焦博文 顺义区 一等奖

3 清华附中将台路校区 张卓奕 朝阳 一等奖

4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朱泓坤 顺义区 二等奖

5 潞河中学 刘怀玉 通州 二等奖

6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张雨涵 大兴 三等奖

7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高晨宇 大兴 三等奖

8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高硕 顺义区 三等奖

9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康凯 顺义区 三等奖

10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杜宇豪 顺义区 三等奖

11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刘禹轩 顺义区 三等奖

12 潞河中学 黄彦涵 通州 三等奖

13 潞河中学 解峻浩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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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亢祎阳 顺义区 一等奖

2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武佳琦 大兴 二等奖

3 潞河中学 郑佳一 通州 三等奖

4 潞河中学 韩思元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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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顶街第二小学 李柏慧 石景山 一等奖

2 金顶街第二小学 吴昕诺 石景山 一等奖

3 海淀区万泉小学 李双缘 海淀区 二等奖

4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张子涵 顺义 二等奖

5 顺义区空港小学 邹雨轩 顺义区 二等奖

6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邹知盈 通州 二等奖

7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史宜可 东城区 二等奖

8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付佳然 东城区 二等奖

9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张伊诺 海淀区 三等奖

10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郎悦涵 海淀区 三等奖

11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任锶琪 顺义 三等奖

12 金顶街第二小学 郝婧伊 石景山 三等奖

13 金顶街第二小学 郭伊涵 石景山 三等奖

14 顺义区空港小学 赵子涵 顺义区 三等奖

15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张靖楠 通州 三等奖

16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赫泽僖 东城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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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丰台区东罗园小学 秦一岚 丰台区少年宫 一等奖

2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史涵 大兴 一等奖

3 海淀区万泉小学 陈润泽 海淀区 一等奖

4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刘思睿 顺义 一等奖

5 顺义区空港小学 刘皓天 顺义区 一等奖

6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孙悦桐 大兴区 一等奖

7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许梓轩 通州 一等奖

8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孙钰洋 东城区 一等奖

9 文汇小学 张函滔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10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姚润喆 东城区 一等奖

11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蔡子乾 东城区 一等奖

12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蒯佳熠 东城区 一等奖

13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耑 东城区 一等奖

1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一凌 东城区 一等奖

15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一小学远洋分校 霍天琪 丰台区少年宫 二等奖

16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魏梓越 大兴区 二等奖

17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李峥 大兴 二等奖

18 海淀区万泉小学 樊漠楠 海淀区 二等奖

19 金顶街第二小学 赵珺骁 石景山 二等奖

20 顺义区空港小学 杨恩泽 顺义区 二等奖

21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崔泽洋 通州 二等奖

22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赵子墨 东城区 二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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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汇文一小 唐佳澍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2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麒欢 东城区 二等奖

25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张文潇 东城区 二等奖

26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黄惟邦 东城区 二等奖

27 北京市西城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王子洲 西城 二等奖

28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韩程瑞 海淀区 三等奖

29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一小学远洋分校 霍天骥 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 三等奖

30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董瑞泊 大兴区 三等奖

31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冯思远 大兴 三等奖

32 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大兴二分校 马嘉瑞 大兴 三等奖

33 海淀区万泉小学 陈亚丁 海淀区 三等奖

34 海淀区万泉小学 张意和 海淀区 三等奖

35 海淀区万泉小学 闫书豪 海淀区 三等奖

36 海淀区万泉小学 李乐成 海淀区 三等奖

37 顺义区高丽营第二小学 于泽平 顺义区 三等奖

38 顺义区高丽营第二小学 张恩泽 顺义区 三等奖

39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罗嘉勇 顺义 三等奖

40 顺义区西辛小学（电大校区） 黄大维 顺义 三等奖

41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第一中心小学 杜翰韬 大兴 三等奖

42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第一中心小学 关易恩 大兴 三等奖

43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杨昭逸 大兴区 三等奖

44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吴泽轩 通州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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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许博涵 通州 三等奖

46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晁浩瑜 东城区 三等奖

47 板厂小学 李卓远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48 景泰小学 任宸娴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49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姜天烁 东城区 三等奖

50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义忱 东城区 三等奖

51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薛宇涵 东城区 三等奖

52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予棠 东城区 三等奖

53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胡家华 东城区 三等奖

5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申沐岩 东城区 三等奖

55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杨恩霁 东城区 三等奖

56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李牧童 东城区 三等奖

57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刘昭宁 东城区 三等奖

58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郭紫阳 东城区 三等奖

59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范钰晨 东城区 三等奖

60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皓轩 东城区 三等奖

61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张力行 东城区 三等奖

62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杨雨时 东城区 三等奖

63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黄嘉铭 东城区 三等奖

6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兆可 东城区 三等奖

65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张彧硕 东城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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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第二十中学 胡生源 海淀 一等奖

2 北京市清河中学 杨光 海淀 一等奖

3 北京市古城中学 耿梓泰 石景山 一等奖

4 北京市古城中学 刘子健 石景山 一等奖

5 北京市西城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中心 王霄培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一等奖

6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徐慧鑫 东城区 一等奖

7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刘钦尚 东城区 一等奖

8 北京第二十中学 郭天祥 海淀 二等奖

9 北京市清河中学 刘毅垚 海淀 二等奖

10 北京市古城中学 梁浩宸 石景山 二等奖

11 北京市古城中学 张浩天 石景山 二等奖

12 北京市古城中学 王秋钧 石景山 二等奖

13 北京市古城中学 李泓霖 石景山 二等奖

14 北京市古城中学 任雪莹（女） 石景山 二等奖

15 北京市西城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中心 李林鑫 西城区模型协会 二等奖

16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王越 东城区 二等奖

17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后喆 东城区 二等奖

18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陶博涵 东城区 二等奖

19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肖睿阳 东城区 二等奖

20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聂永铖 东城区 二等奖

21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李文杰 东城区 二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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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袁煦杨 东城区 二等奖

23 北京市第四中学 陈嘉耕 西城 二等奖

24 北京第二十中学 张泽成 海淀 三等奖

25 北京市燕山前进中学 朱紫萱（女） 燕山地区 三等奖

26 北京市古城中学 沈子鹏 石景山 三等奖

27 北京市古城中学 李伯文 石景山 三等奖

28 北京市古城中学 姜佳宸 石景山 三等奖

29 北京市西城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中心 王韵涵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三等奖

30 北京市西城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中心 冀刘祥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三等奖

31 北京市西城区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中心 崔兆成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三等奖

32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阮嘉文 东城区 三等奖

33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张皓然 东城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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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张一晨 大兴 一等奖

2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吴涵 顺义区 一等奖

3 北京35中学 岑成 石景山 一等奖

4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伍希 东城区 一等奖

5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唐司翰 东城区 一等奖

6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张原溪 东城区 一等奖

7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张恂赫 大兴 二等奖

8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郑思涵 大兴 二等奖

9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任赫 顺义区 二等奖

10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李伯犀 东城区 二等奖

11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何静涵 东城区 二等奖

12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钟泽全 东城区 二等奖

13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王俊朗 大兴 三等奖

14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李子翱 大兴 三等奖

15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丁林泉 大兴 三等奖

16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翟华宇 顺义区 三等奖

17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韩佳琦 顺义区 三等奖

18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田泽楠 顺义区 三等奖

19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吴昀泽 东城区 三等奖

20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李承越 东城区 三等奖

21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张绍雄 东城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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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张珺凯 东城区 三等奖

23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陶惟熙 东城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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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刘盼 顺义区 一等奖

2 北京市古城中学 梁美瑄 石景山 一等奖

3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李欣妍 顺义区 二等奖

4 北京市古城中学 张莹 石景山 二等奖

5 北京市古城中学 董轩 石景山 二等奖

6 北京市古城中学 季子禾 石景山 二等奖

7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仲嘉琳 大兴 三等奖

8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李思宇 大兴 三等奖

9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刘思佳 大兴 三等奖

10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马思琪 顺义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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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彭照轩 大兴区 一等奖

2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朱昕睿 丰台 一等奖

3 金顶街第二小学 张泽正 石景山 一等奖

4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兴一 通州 一等奖

5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聂雨晨 东城区 一等奖

6 丰台少年宫 张宴诚 丰台 二等奖

7 大兴观音寺完小 任乔泽 大兴 二等奖

8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第二小学 史厚德 顺义 二等奖

9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马卓益 丰台 二等奖

10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孙敬轩 大兴区 二等奖

11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高启容 大兴区 二等奖

12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周珂睿 大兴区 二等奖

13 大兴七小 熊泽天 大兴区 二等奖

14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申子毅 通州 二等奖

15 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 郭梓轩 大兴区 二等奖

16 上地实验小学 洪瑞林 海淀区 三等奖

17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张润佳 丰台区少年宫 三等奖

18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小学 张岩 大兴区 三等奖

19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陈泽轩 丰台 三等奖

20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张浩睿 丰台 三等奖

21 顺义区高丽营第二小学 郭子涵 顺义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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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陈鹏宇 顺义 三等奖

23 金顶街第二小学 贾烁阳 石景山 三等奖

24 金顶街第二小学 许卓歆 石景山 三等奖

25 顺义区港馨小学 孙驿童 顺义 三等奖

26 顺义区空港小学 李子霖 顺义区 三等奖

27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耿子腾 大兴区 三等奖

28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张茗贺 大兴区 三等奖

29 大兴七小 王研 大兴区 三等奖

30 大兴七小 鲁佳熠 大兴区 三等奖

31 大兴七小 姜世阔 大兴区 三等奖

32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刘亦洋 通州 三等奖

33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李家瑞 通州 三等奖

34 大兴区长子营镇第二中心小学 高浩杰 大兴区 三等奖

35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 付渤航 朝阳区 三等奖

36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第一小学 梁正泓 西城区模型协会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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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白钧晗 丰台 一等奖

2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李雯 顺义 一等奖

3 金顶街第二小学 郝雨欣 石景山 一等奖

4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杨欣怡 通州 一等奖

5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于子墨 东城区 一等奖

6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李若菲 丰台 二等奖

7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杨梓芊 丰台 二等奖

8 金顶街第二小学 郭潇冉 石景山 二等奖

9 大兴七小 杨骑萱 大兴区 二等奖

10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雪琪 通州 二等奖

11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张晨露 通州 二等奖

12 大兴区第一小学 邰烁涵 丰台区少年宫 三等奖

13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第二小学 李馨迪 顺义 三等奖

14 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 吴佳妮 大兴区 三等奖

15 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 周家奕 大兴区 三等奖

16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仝佳怡 丰台 三等奖

17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刘若昱 通州 三等奖

18 大兴区长子营镇第二中心小学 刘思言 大兴区 三等奖

19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王思甜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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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兴区长子营学校 郭佳旭 大兴区 一等奖

2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泽予 东城区 一等奖

3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蒋骐羽 东城区 一等奖

4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承罡 东城区 一等奖

5 汇文中学 郭孙铭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一等奖

6 大兴区长子营学校 杨天昊 大兴区 二等奖

7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贾晴朗 大兴 二等奖

8 北京市清河中学 刘毅垚 海淀 二等奖

9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周梓珅 东城区 二等奖

10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浩然 东城区 二等奖

11 文汇中学 董天翔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二等奖

12 大兴区长子营学校 张城 大兴区 三等奖

13 大兴区长子营学校 姚泽宇 大兴区 三等奖

14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龚航 大兴区 三等奖

15 北京市清河中学 苏梓铭 海淀 三等奖

16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鋆 东城区 三等奖

17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忆灿 东城区 三等奖

18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一来 东城区 三等奖

19 109中学 叶为可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20 广渠门中学 路子奥 东城区（崇文科技馆） 三等奖

21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刘甄赫 通州 三等奖

22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李佳鑫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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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C6-PF 昆明号制作赛
初中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刘若溪 东城区 一等奖

2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墨菲 东城区 二等奖

3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周济 大兴 三等奖

4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付熙雯 东城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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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C6-PF 昆明号制作赛
高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李泓轩 大兴 一等奖

2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杜宇辰 顺义区 一等奖

3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悠然 东城区 一等奖

4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梁鑫硕 顺义区 二等奖

5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马子恒 东城区 二等奖

6 清华附中将台路校区 刘佳琪 朝阳 二等奖

7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王玖鹏 大兴 三等奖

8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李伟豪 顺义区 三等奖

9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子一 东城区 三等奖

10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皓然 东城区 三等奖

11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单茗浩 东城区 三等奖

12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钮岱 东城区 三等奖

13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佳宇 东城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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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C6-PF 昆明号制作赛
高中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范宇昊 东城区 一等奖

2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徐赫婉 大兴 二等奖

3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中学 冯丹枫 大兴 三等奖

4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杨秋琳 顺义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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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C1（装桨或配帆舰船模型）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李博霖 海淀区 一等奖

2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梓蕴 通州 二等奖

3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 宋宜泽 大兴区 二等奖

4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 彭宇翔 大兴区 二等奖

5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张董洁 通州 三等奖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小学 那巽 玲珑创新 三等奖

7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 牛帅晗 大兴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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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C1（装桨或配帆舰船模型）
小学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曹睿芮 通州 一等奖

2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验学校 师晨曦 大兴区 一等奖

3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刘丽雅 通州 二等奖

4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栗诗琪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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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C1（装桨或配帆舰船模型）
初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王天晟 通州区 一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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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C3（结构模型/场景模型）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  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敖奕凡 大兴区 一等奖

2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蔡一宁 大兴区 二等奖

3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耿子腾 大兴区 二等奖

4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张皓然 通州 二等奖

5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 安俊博 顺义 二等奖

6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郭宸畅 大兴区 三等奖

7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孙悦桐 大兴区 三等奖

8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周珂睿 大兴区 三等奖

9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陈科翰 通州 三等奖

10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 倪子豪 顺义 三等奖

11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 陈子轩 顺义 三等奖

12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 李鸣豪 顺义 三等奖

13 顺义区空港小学 李悦昊 顺义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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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C3（结构模型/场景模型）
小学女子组

序号 学    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温晨辰 通州 一等奖

2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刘依阳 大兴区 二等奖

3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 尤鑫洁 顺义 二等奖

4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第一中心小学 刘雨涵 大兴区 三等奖

5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牛嘉艺 通州 三等奖

6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赫淇 通州 三等奖

7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馨迪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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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C3（结构模型/场景模型）
初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第二十中学 刘栗铭 海淀 一等奖

2 北京第二十中学 张晨曦 海淀 二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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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C4（ ≤1：250 袖珍舰船模型）
中学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性别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清华附中将台路校区 张卓奕 男 朝阳 一等奖

2 北京市第四十四中学 马为霖 男 西城区模型协会 二等奖

3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魏云诚 男 通州区 二等奖

4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王天晟 男 通州区 二等奖

5 清华附中将台路校区 吴禹烁 男 朝阳 二等奖

6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中学 刘璟怡 女 大兴区 三等奖

7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王瑞祺 男 通州区 三等奖

8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戴文墨 男 通州区 三等奖

9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任冯嘉灏 男 通州区 三等奖

10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孙依梦 男 通州区 三等奖

11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李佳澎 男 通州区 三等奖

12 清华附中将台路校区  刘佳琪 男 朝阳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市
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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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C4（ ≤1：250 袖珍舰船模型）
小学女子组

序号 学    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金顶街第二小学 李屿濛 通州 一等奖

2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雪琪 通州 一等奖

3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李若菲 丰台 二等奖

4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杨梓芊 石景山 二等奖

5 金顶街第二小学 朱思奇 石景山 二等奖

6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张曦文 通州 二等奖

7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周子涵 通州 三等奖

8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杨欣怡 海淀 三等奖

9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张伊诺 海淀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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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C4（ ≤1：250 袖珍舰船模型）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    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赵哲洋 丰台 一等奖

2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冯增义 通州 一等奖

3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卓奕嘉 海淀区 一等奖

4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赵子墨 东城 一等奖

5 丰台少年宫 张宴诚 丰台 二等奖

6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张浩睿 丰台 二等奖

7 金顶街第二小学 许卓歆 石景山 二等奖

8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崔泽洋 通州 二等奖

9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 张谦语 东城 二等奖

10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朱昕睿 丰台 三等奖

11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马卓益 丰台 三等奖

12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王子熠 丰台 三等奖

13 北京十二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闫沁 丰台 三等奖

14 金顶街第二小学 贾鹏程 石景山 三等奖

15 金顶街第二小学 曹天一 石景山 三等奖

16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许博涵 通州 三等奖

17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白岳泽 海淀区 三等奖

18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李京天 海淀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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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6（塑料材质）
高中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市古城中学 刘雪熠 石景山 一等奖

2 北京市古城中学 张兰欣 石景山 二等奖

3 北京市古城中学 周欣洁 石景山 二等奖

4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刘思佳 大兴 三等奖

5 北京市古城中学 任宜静 石景山 三等奖

6 北京市古城中学 张莹 石景山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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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6（塑料材质）
高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35中学 岑成 石景山 一等奖

2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王悠然 东城区 一等奖

3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张一晨 大兴 二等奖

4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王瑞祺 通州区 二等奖

5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张洛尘 大兴 三等奖

6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丁林泉 大兴 三等奖

7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魏云诚 通州区 三等奖

8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戴文墨 通州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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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6（塑料材质）
初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张添豪 大兴 一等奖

2 北京第二十中学 董彦豪 海淀 一等奖

3 北京市第101中学 周兴源 海淀 一等奖

4 北京市古城中学 袁子正 石景山 一等奖

5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石景山学校 王炳尧 石景山 一等奖

6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王天晟 通州区 一等奖

7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宋铭博 大兴 二等奖

8 北京第二十中学 王梓越 海淀 二等奖

9 北京市第101中学 孟圣轩 海淀 二等奖

10 北京市古城中学 隆泽翔 石景山 二等奖

11 北京市古城中学 刘熙麟 石景山 二等奖

12 北京市古城中学 肖宇希 石景山 二等奖

13 北京市古城中学 汪伯宁 石景山 二等奖

14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承罡 东城区 二等奖

15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王嘉诚 大兴 三等奖

16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王一 大兴 三等奖

17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贾晴朗 大兴 三等奖

18 北京第二十中学 何瑞轩 海淀 三等奖

19 北京第二十中学 胡生源 海淀 三等奖

20 北京市第101中学 肖智聪 海淀 三等奖

21 北京市古城中学 耿梓泰 石景山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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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6（塑料材质）
初中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22 北京市古城中学 沈子鹏 石景山 三等奖

23 北京市古城中学 张思齐 石景山 三等奖

24 北京市古城中学 汪奕舟 石景山 三等奖

25 北京市古城中学 张子健 石景山 三等奖

26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祝楷 东城区 三等奖

27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张宇楷 东城区 三等奖

28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任冯嘉灏 通州区 三等奖

29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孙依梦 通州区 三等奖

30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李佳澎 通州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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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6（塑料材质）
初中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黄思涵 大兴 一等奖

2 首师大附中玉泉学校 葛子芯 海淀 一等奖

3 首师大附中玉泉学校 赵涵 海淀 二等奖

4 北京市古城中学 杨天一优 石景山 二等奖

5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于默涵 大兴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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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6（塑料材质）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李博霖 海淀区 一等奖

2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袁浩彧 通州区 一等奖

3 丰台五小科丰校区 赵梓茗 石景山 一等奖

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吴沛达 东城区 一等奖

5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李昊宸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一等奖

6 通州区实验一小 仪杨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一等奖

7 崇文小学 吕乐涵 东城区 一等奖

8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谢伯昱 海淀区 二等奖

9 金顶街第二小学 邵文暄 石景山 二等奖

10 金顶街第二小学 任仲麟 石景山 二等奖

11 顺义区港馨小学 薛承博 顺义 二等奖

12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袁安山 大兴 二等奖

13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吴泽轩 通州区 二等奖

1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张峰瑞 东城区 二等奖

15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李知行 东城区 二等奖

16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苏景昀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17 通州区实验一小 杨一凡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18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汤哲旭 东城 二等奖

19 崇文小学 孔令熹 东城区 二等奖

20 崇文小学 李沅宸 东城区 二等奖

21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王鹤然 海淀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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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6（塑料材质）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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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冯昱瑄 海淀区 三等奖

23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杨旭 海淀区 三等奖

24 金顶街第二小学 刘宇轩 石景山 三等奖

25 金顶街第二小学 梁骁 石景山 三等奖

26 顺义区港馨小学 史岩 顺义 三等奖

27 顺义区港馨小学 赵高研 顺义 三等奖

28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杨正源 大兴 三等奖

29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李胤喆 大兴 三等奖

30 顺义区空港小学 葛文皓 顺义区 三等奖

31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许梓轩 通州区 三等奖

32 丰台少年宫 王蓦涵 丰台 三等奖

33 丰台少年宫 吴岳霖 丰台 三等奖

34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王邦睿 东城区 三等奖

35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韩铄 东城区 三等奖

36 东城区明城少年宫 聂正轩 东城区 三等奖

37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张佳琮 东城 三等奖

38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温旭 东城 三等奖

39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彭浩然 东城 三等奖

40 崇文小学 沈顾远 东城区 三等奖

41 崇文小学 徐尚东 东城区 三等奖

42 崇文小学 张韦玮 东城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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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6（塑料材质）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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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崇文小学 赵子鑫 东城区 三等奖

44 崇文小学 刘宇涵 东城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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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6（塑料材质）
小学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王墨雅 大兴 一等奖

2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张靖楠 通州区 一等奖

3 金顶街第二小学 李柏慧 石景山 二等奖

4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路雨桐 大兴 二等奖

5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刘若昱 通州区 二等奖

6 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吕舟琰 海淀区 三等奖

7 金顶街第二小学 郝婧伊 石景山 三等奖

8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张晨旸 大兴 三等奖

9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李宗俊 大兴 三等奖

10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秦  怡 通州区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京
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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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纸质材质）
小学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梓蕴 通州区 一等奖

2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徐桢辅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一等奖

3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谷子硕 通州 一等奖

4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王茂森 通州区 二等奖

5 顺义区高丽营第二小学 赵梓豪 顺义区 二等奖

6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曾思齐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7 通州实验一小 王格淇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8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史泽一 通州 二等奖

9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石皓夫 通州 二等奖

10 顺义区港馨小学 沈晨熙 顺义 三等奖

11 北京市顺义区裕龙小学 许容荣 顺义区 三等奖

12 顺义区高丽营第二小学 杨昊轩 顺义区 三等奖

13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高嘉硕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14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安璐明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15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高铭阳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16 通州实验一小 于济诚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17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白振煦 通州 三等奖

18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张茗豪 通州 三等奖

19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王圣元 通州 三等奖

20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姬旭尧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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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纸质材质）
小学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孙艺晨 通州区 一等奖

2 通州实验一小 田若希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一等奖

3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郭玥吟 通州 一等奖

4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孙艺卿 通州区 一等奖

5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李欣阳 顺义 一等奖

6 通州实验一小 余锦添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7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赵泽丹 通州 二等奖

8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张艺航 通州 二等奖

9 顺义区港馨小学 袁熙涵 顺义 二等奖

10 顺义区港馨小学 孙瑜轩 顺义 二等奖

11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曹睿芮 通州区 二等奖

12 通州区龙旺庄小学 栗诗琪 通州区 二等奖

13 顺义区高丽营学校 张珞凝 顺义 三等奖

14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周俊伊 通州 三等奖

15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朱琳诺 通州 三等奖

16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朱琳轩 通州 三等奖

17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李悠然 通州 三等奖

18 潞河中学附属学校 赵艺嘉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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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纸质材质）
中学男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第二十中学 张益冬 海淀 一等奖

2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李佳兴 通州区 一等奖

3 北京第二十中学 贾子墨 海淀 二等奖

4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张浩暄 顺义区 二等奖

5 北京第二十中学 卫国钰 海淀 三等奖

6 潞河中学 李超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
北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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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纸质材质）
中学女子组

序号 学校 姓名 区级组织/俱乐部 奖项

1 北京第二十中学 王雪琪 海淀 一等奖

2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张睿好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一等奖

3 潞河中学 赵菲亚 通州 一等奖

4 潞河中学 杨婧熙 通州 一等奖

5 北京第二十中学 仇星彤 海淀 二等奖

6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杨子娴 通州区活动中心 二等奖

7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中学 商雨欣 通州区 二等奖

8 潞河中学 曹渊青 通州 二等奖

9 潞河中学 史梦桐 通州 二等奖

10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孙芃薇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11 通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王心琪 通州区活动中心 三等奖

12 潞河中学 陈沅庆 通州 三等奖

13 潞河中学 关乐瑄 通州 三等奖

14 潞河中学 王心琪 通州 三等奖

“百年红船梦•一起向未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暨2021年北
京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线上赛获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