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安阳市 2021 年中小学幼儿园优秀自制教（玩）具作品评选结果

序号 证书编号 教具名称 作品分类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工作单位 奖 项

1 安教装（2021）jj21001 号 三球仪 创意制作 王 芳 苏 颖 左改芝 汤阴县县直机关幼儿园 一等奖

2 安教装（2021）jj21002 号 盲文数字移动拼板 创意制作 顾 颖 赵现甫 邢四海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3 安教装（2021）jj21003 号 圆透视成像器 创意制作 顾 颖 申艳红 温茹淇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4 安教装（2021）jj21004 号 平行四边形面积演示 创意制作 郭卫红 杨军霞 张瑞平 内黄县六村乡第九小学 一等奖

5 安教装（2021）jj21005 号 磁悬浮 创意制作 李文杰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奖

6 安教装（2021）jj21006 号 钟摆及滑轮教学多用途实验支架 创意制作 吕会亮 安阳市南关小学 一等奖

7 安教装（2021）jj21007 号 转动的磁场 创意制作 范梁丹 安阳市南关小学 一等奖

8 安教装（2021）jj21008 号 加法加加乐 创意制作 王晓艳 王东方 刘 媛 文峰区银杏小学 一等奖

9 安教装（2021）jj21009 号 平行四边形--等积变形 创意制作 刘 媛 张少辉 牛小露 文峰区银杏小学 一等奖

10 安教装（2021）jj21010 号 年月日 创意制作 杨芳芳 赵慧敏 赵 晶 文峰区银杏小学 一等奖

11 安教装（2021）jj21011 号 三球仪 创意制作 刘志玲 温雨蒙 安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一等奖

12 安教装（2021）jj21012 号 《百变魔盘》 创意制作 李 瑛 王宁宁 邓瑶瑶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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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教装（2021）jj21013 号 探究勾股定理 创意制作 王 青
安阳县永和乡第一初级

中学
一等奖

14 安教装（2021）jj21014 号 百变宝箱 创意制作 王秀林 李 丹 刘乃瑜 林州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15 安教装（2021）jj21015 号 《魔法长颈鹿》 创意制作 郭 璐 王 丹 郭秦洁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16 安教装（2021）jj21016 号 《记忆卡片》 创意制作 李静芳 周玉红 李双武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17 安教装（2021）jj21017 号 《趣味高尔夫》 创意制作 李姗姗 杨杉杉 闫 雪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18 安教装（2021）jj21018 号 《有趣的皮影戏》 创意制作 李海霞 秦晓惠 牛林艳 林州市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19 安教装（2021）jj21019 号 英语自然拼读卡片 创意制作 贾 佳 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一等奖

20 安教装（2021）jj21020 号 强军梦 中国梦 创意制作 李 静 常 笑 程霄云 林州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21 安教装（2021）jj21021 号 一起向未来 创意制作 高伟伟 赵玉茹 郭 荣 林州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22 安教装（2021）jj21022 号 球球总动员 创意制作 辛君芳 郭 琳 魏振海 林州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23 安教装（2021）jj21023 号 《灌篮高手》 创意制作 董方园 郭琳琳 王宁宁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24 安教装（2021）jj21024 号 手脚并用 创意制作 赵花英 杨瑞霞 车利芬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25 安教装（2021）jj21025 号 投篮机 创意制作 杨瑞霞 车利芬 赵花英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26 安教装（2021）jj21026 号 动物电影院 创意制作 张小珂 郭晨洁 袁小聪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27 安教装（2021）jj21027 号 趣味接珠子 创意制作 张佩芳 周 娟 田霄娜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28 安教装（2021）jj21028 号 皮影小剧场 创意制作 周 娟 张佩芳 田霄娜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29 安教装（2021）jj21029 号 俄罗斯方块 创意制作 周 娟 苏姣玲 张佩芳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30 安教装（2021）jj21030 号 滚珠游戏台 创意制作 张佩芳 苏姣玲 周 娟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31 安教装（2021）jj21031 号 “布”好玩儿 创意制作 董秀民 周 娟 刘晓霞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32 安教装（2021）jj21032 号 美工衍纸画---海底世界 创意制作 温茹淇 李晓佳 顾 颖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33 安教装（2021）jj21033 号 毯子变变变 创意制作 袁文文 程月月 申 欢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振兴路

分园
一等奖

34 安教装（2021）jj21034 号 《祖国在心中》 创意制作 王艳敏 申庆珍 郑敬敏 安阳市龙安区教育局 一等奖

35 安教装（2021）jj21035 号 《我们的冬奥梦》 创意制作 申艳芬 桑立花 黄丽红 安阳市龙安区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36 安教装（2021）jj21036 号 《旱地冰壶》 创意制作 李卫平 孟 瑜 王彦霞
安阳市龙安区

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37 安教装（2021）jj21037 号 《抬花轿等年俗系列》 创意制作 刘爱莉 王素娟 孙树卿 安阳市文明大道幼儿园 一等奖

38 安教装（2021）jj21038 号 识字花盘“转转转” 创意制作 刘爱平 李静静 林永清 安阳市铁西路小学 一等奖

39 安教装（2021）jj21039 号 英语交通工具转盘 创意制作 田利华 付素芳 常淑艳 林州市第三小学 一等奖

40 安教装（2021）jj21040 号 《丑小鸭》 创意制作 任丽颖 李双武 刘芳芳 林州市实验幼儿园 一等奖

41 安教装（2021）jj21041 号 《肺是怎样呼吸的》肺模型 创意制作 贾淑平 田晓琳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42 安教装（2021）jj21042 号 三原色 创意制作 李凤兰 刘增丽 付素芳 林州市第三小学 一等奖

43 安教装（2021）jj21043 号 《投篮高手》 创意制作 宋 枫 王方方 姬改芳 龙安区龙悦湾幼儿园 二等奖

44 安教装（2021）jj21044 号 小小压水井 创意制作 窦 宁 何雪利 赵花英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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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安教装（2021）jj21045 号 植物细胞结构示意图 创意制作 付卫平 王新艳 马 姣 铜冶镇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46 安教装（2021）jj21046 号 一起向未来 创意制作 石玉洁 张玮珍 元慧雯 林州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47 安教装（2021）jj21047 号 泡泡车 创意制作 何雪利 赵瑞娜 车利芬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48 安教装（2021）jj21048 号 打击乐坊 创意制作 张小珂 郭晨洁 窦 宁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49 安教装（2021）jj21049 号 《磁铁活动舞台》 创意制作 郝变苏 赵如平 魏艳丽 林州市第四小学 二等奖

50 安教装（2021）jj21050 号 《花种》 创意制作 张玉凤 苏振宇 李瑞芳 林州市长安小学 二等奖

51 安教装（2021）jj21051 号 《好玩的过滤器》 创意制作 王艳敏 蔡琳琳 李会娟 安阳市龙安区教育局 二等奖

52 安教装（2021）jj21052 号 《纸盒计算机》 创意制作 郭琳琳 董方园 郝瑶瑶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53 安教装（2021）jj21053 号 《龟兔赛跑》 创意制作 常立平 常苗苗 郭 卿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54 安教装（2021）jj21054 号 《吃面条比赛》 创意制作 郭 卿 赵 静 常苗苗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55 安教装（2021）jj21055 号 《交通安全红绿灯》 创意制作 郝瑶瑶 王 宁 郭琳琳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56 安教装（2021）jj21056 号 《益智百宝箱》 创意制作 郭 瑞 傅驿涵 赵 静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57 安教装（2021）jj21057 号 《小小金字塔》 创意制作 邓瑶瑶 王宁宁 周玉红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58 安教装（2021）jj21058 号 《乐趣翻转》 创意制作 王宁宁 李 瑛 邓瑶瑶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59 安教装（2021）jj21059 号 《有趣的瓶盖》 创意制作 魏世琪 王彦方 郝凰慧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60 安教装（2021）jj21060 号 《数字趣多多》 创意制作 王 丹 郭 璐 郭秦洁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61 安教装（2021）jj21061 号 《颜色串串乐》 创意制作 郭秦洁 郭 璐 王 丹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62 安教装（2021）jj21062 号 《小鱼对对碰》 创意制作 段晓伟 郭 钰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63 安教装（2021）jj21063 号 《妙妙屋》 创意制作 郭 钰 周玉红 段晓伟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64 安教装（2021）jj21064 号 《有趣的电视机》 创意制作 王 宁 郝瑶瑶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65 安教装（2021）jj21065 号 《二十四节气转盘》 创意制作 郝瑶瑶 王 宁 林州市第一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66 安教装（2021）jj21066 号 小鸡在哪里 创意制作 王 莹 元 贺 李晓霞 林州市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67 安教装（2021）jj21067 号 肺模型 创意制作 郑丽娜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二等奖

68 安教装（2021）jj21068 号 《污水净化器》 创意制作 莫秀芳 王冰艳 林州市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69 安教装（2021）jj21069 号 认识方向 创意制作 郭丽平 莫素君 杨卫平 林州市第三小学 二等奖

70 安教装（2021）jj21070 号 九九乘法口诀表 创意制作 杨文艳 莫素君 郭丽平 林州市第三小学 二等奖

71 安教装（2021）jj21071 号 1-9 乘法练习 创意制作 郭俊锋 苏永胜 李建芳 林州市第七小学 二等奖

72 安教装（2021）jj21072 号 叶片的结构模式图 创意制作 付卫平 王新艳 马 姣 铜冶镇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73 安教装（2021）jj21073 号 种子萌发时释放二氧化碳装置 创意制作 张红兵 张桂芹 付卫平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

第一初级中学
二等奖

74 安教装（2021）jj21074 号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 创意制作 王新艳 马 姣 付卫平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

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75 安教装（2021）jj21075 号 天气转盘 创意制作 吴艳鱼 牛小凡 牛芳芳
殷都区都里镇李珍

中心小学
二等奖

76
安教装（2021）jj21076 号

钓鱼识字 创意制作 吴艳鱼 牛小凡 张 瑜
殷都区都里镇李珍

中心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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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安教装（2021）jj21077 号 动物识单词 创意制作 申丽娜 牛芳芳
殷都区都里镇李珍

中心小学
二等奖

78 安教装（2021）jj21078 号 乘法口诀大转盘 创意制作 牛芳芳 申丽娜
殷都区都里镇李珍

中心小学
二等奖

79 安教装（2021）jj21079 号 空气炮 创意制作 赵花英 高卫敬 赵秀丽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0 安教装（2021）jj21080 号 找朋友 创意制作 车利芬 赵花英 杨瑞霞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1 安教装（2021）jj21081 号 奥运直通车 创意制作 田霄娜 周 娟 张佩芳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2 安教装（2021）jj21082 号 弹珠弹弹乐 创意制作 王晓丽 师满玲 赵瑞娜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3 安教装（2021）jj21083 号 幸运转盘 创意制作 赵瑞娜 王丽敬 何雪利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4 安教装（2021）jj21084 号 可爱的冰墩墩 创意制作 赵瑞娜 窦 宁 师满玲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5 安教装（2021）jj21085 号 好玩的飞盘 创意制作 张艳静 李关粉 王慧静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6 安教装（2021）jj21086 号 猴子捞月亮 创意制作 王丽敬 赵瑞娜 苏姣玲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7 安教装（2021）jj21087 号 走迷宫 创意制作 赵瑞娜 王丽敬 何雪利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8 安教装（2021）jj21088 号 多功能载物车 创意制作 李关粉 张艳静 王慧静 内黄县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89 安教装（2021）jj21089 号 识字转盘 创意制作 籍晓静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二等奖

90 安教装（2021）jj21090 号 拼音转转盘 创意制作 康惠兵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二等奖

91 安教装（2021）jj21091 号 跳跃的小熊 创意制作 林瑞妍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二等奖

92 安教装（2021）jj21092 号 计数器 创意制作 王淑增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二等奖



93 安教装（2021）jj21093 号 我是什么——大转盘 创意制作 朱瑞平 内黄县张龙乡第五小学 二等奖

94 安教装（2021）jj1094 号 “平翘舌音”教具 创意制作 张艳丹 张 娟 尹梦思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二等奖

95 安教装（2021）jj21095 号 弦乐器--吉他 创意制作 杨黎芳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二等奖

96 安教装（2021）jj21096 号 打击乐器--鼓 创意制作 郑丽娜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二等奖

97 安教装（2021）jj21097 号 weather 主题折叠书 创意制作 翟 萍 夏 鹂 牛培红 安阳市南关小学 二等奖

98 安教装（2021）jj21098 号 电动船 创意制作 孙力中 马凌云 杨占丽 安阳市第十中学 二等奖

99 安教装（2021）jj21099 号 太阳能电扇 创意制作 马凌云 孙力中 杨占丽 安阳市第十中学 二等奖

100 安教装（2021）jj21100 号 伸肘屈肘模型 创意制作 李 悦 安阳市第九中学 二等奖

101 安教装（2021）jj21101 号 《奇思妙想》 创意制作 刘怡彤 关露露 王慧敏 龙安区枫林实验幼儿园 二等奖

102 安教装（2021）jj21102 号 识字大转盘 创意制作 龙素敏 段婧轩 赵方晓 安阳市铁西路小学 二等奖

103 安教装（2021）jj21103 号 尿液形成示意图 创意制作 马 姣 王新艳 付卫平 曲沟镇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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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 2021 年中小学生优秀科技创新小制作小发明评选结果
序号 证书编号 作品名称 学段 作品分类 作者 1 作者 2 作者 3 辅导教师 单 位 奖 项

1 安教装（2021）zf21001 号 电磁炮 中段 开源电子 张一鸣 张笑丹 安阳市三十二中学 一等奖

2 安教装（2021）zf21002 号 自制希罗喷泉装置 小学 创意制作 牛晨睿
魏小琛

张少辉
文峰区银杏小学 一等奖

3 安教装（2021）zf21003 号 电动晾衣架 小学 创意制作 丁米朵 张志英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一等奖

4 安教装（2021）zf21004 号 红外寻迹车 中段 开源电子 李浩冉 吴喜来 安阳市第五中学 一等奖

5 安教装（2021）zf21005 号 自动饮水机 中段 开源电子 胡景哲 杜 瑞 安阳市三十二中学 一等奖

6 安教装（2021）zf21006 号
“统一号”南海驱

逐舰
小学 创意制作 王尚恒 程琳恩

杨慧娟

付玉娟
文峰区银杏小学 一等奖

7 安教装（2021）zf21007 号 模拟车轮液压碟刹 小学 创意制作 赵梓正 吕会亮 安阳市南关小学 一等奖

8 安教装（2021）zf21008 号 自制酒精消毒机 小学 创意制作 范家铭 郭艳敏 安阳外国语小学 一等奖

9 安教装（2021）zf21009 号 电梯模型 小学 创意制作 杨子墨 苏文静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一等奖

10 安教装（2021）zf21010 号 月亮太阳能汽车 小学 创意制作 董昊楠 张 杰 石曜彰
张国旗

张桂芹
许家沟前西岗中心小学 一等奖

11 安教装（2021）zf21011 号 电动仿生鱼 中段 开源电子 李浩冉 吴喜来 安阳市第五中学 一等奖

12 安教装（2021）zf21012 号 景观灯 小学 创意制作 张芸熇 张志英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一等奖

13 安教装（2021）zf21013 号 气垫船 中段 创意制作 何家豪 石曜彰 姚帅康
张宪芳

张桂芹
水冶东北街 一等奖



14 安教装（2021）zf21014 号 农用拖拉机 中段 创意制作 张奥翌 石曜彰 姚帅康
王庆平

张桂芹
水冶东北街 一等奖

15 安教装（2021）zf21015 号 《风力水上快艇》 小学 创意制作 郝子帅 闫紫钰 刘志峰 林州市长安小学 一等奖

16 安教装（2021）zf21016 号 下雨报警器 小学 创意制作 李昊蒲
郭丽平

莫素君
林州市第三小学 一等奖

17 安教装（2021）zf21017 号 自制音乐瓶 小学 创意制作 李舒阳 俎贵常 安阳市西大街小学 一等奖

18 安教装（2021）zf21018 号 飞向太空 小学 创意制作 贾博宇 张桂芹 安阳市建安小学 一等奖

19 安教装（2021）zf21019 号 走迷宫 小学 创意制作 张舒然 吴艳鱼 都里镇李珍中心小学 一等奖

20 安教装（2021）zf21020 号 手工算盘 小学 创意制作 张左亮 张国旗 许家沟前西岗中心小学 一等奖

21 安教装（2021）zf21021 号 投篮器 小学 创意制作 石砳磊 石茗萱 李文杰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一等奖

22 安教装（2021）zf21022 号 歇山顶 小学 创意制作 杜梓萌 王佳慧 殷都区幸福小学 一等奖

23 安教装（2020）zf21023 号 光隧道 小学 开源电子 陈奕儒 李瑞霞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一等奖

24 安教装（2021）zf21024 号 炫彩灯光小房子 小学 创意制作 尹若冰 陈 萍 安阳外国语小学 一等奖

25 安教装（2021）zf21025 号 自制星座星象仪 小学 创意制作 贺裕欢 李丽英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一等奖

26 安教装（2021）zf21026 号 奥运圣火点火器 小学 创意制作 邢君越 郑丽娜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一等奖

27 安教装（2021）zf21027 号 模拟缆车 小学 创意制作 孟小盛 范梁丹 安阳市南关小学 一等奖

28 安教装（2021）zf21028 号 平衡球迷宫盒子 小学 创意制作 郭宇灿
呼梅林

付素芳
林州市第三小学 一等奖

29 安教装（2021）zf21029 号
自制“解放台湾号”

军列—电动小火车
小学 创意制作 牛晨睿

魏小琛

张少辉
文峰区银杏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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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安教装（2021）zf21030 号 留声机 中段 创意制作 魏子怡 戚玲菲 程般若 孙力中 安阳市第十中学 一等奖

31 安教装（2021）zf21031 号 弹力双驱回力车 小学 创意制作 平原旭 李志红 安阳市安林学校 二等奖

32 安教装（2021）zf21032 号 太阳能小车 小学 创意制作 李昊蒲
郭丽平

杨 静
林州市第三小学 二等奖

33 安教装（2021）zf21033 号 自制尤克里里 小学 创意制作 徐泊宁
刘 媛

方鹏飞
文峰区银杏小学 二等奖

34 安教装（2021）zf21034 号 无动力小喷泉 小学 创意制作 范尧辰 张红霞 安阳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35 安教装（2021）zf21035 号 电磁铁 中段 创意制作 刘泽冉 张宪芳 水冶东北街 二等奖

36 安教装（2021）zf21036 号 乾坤壶 小学 创意制作 郭一帆
常淑艳

郭丽霞
林州市第三小学 二等奖

37 安教装（2021）zf21037 号 筷子辘轳井 小学 创意制作 程子康 毕晓雪 安阳市安林学校 二等奖

38 安教装（2021）zf21038 号 投石战车 小学 创意制作 路东霖 焦博扬 李晨阳
曲丽芳

莫素君
林州市第三小学 二等奖

39 安教装（2021）zf21039 号 《风车》 小学 创意制作 杨 翔
赵如平

郝变苏
林州市第四小学 二等奖

40 安教装（2021）zf21040 号 投石机 中段 创意制作 李智信 刘艳荣 水冶东北街 二等奖

41 安教装（2021）zf21041 号 远征战机 中段 创意制作 姬绍杰 刘艳荣 水冶东北街 二等奖

42 安教装（2021）zf21042 号 电动风车 小学 创意制作 许培杰 常秀清 水冶东北街 二等奖

43 安教装（2021）zf21043 号 饮水机 小学 创意制作 史博仁 石曜彰 姚帅康 王焕萍 安阳市殷都北蒙小学 二等奖

44 安教装（2021）zf21044 号 相邻数 小学 创意制作 吴其轩 牛小凡 都里镇李珍中心小学 二等奖



45 安教装（2021）zf21045 号 数字比大小 小学 创意制作 吴勇颐 张 瑜 都里镇李珍中心小学 二等奖

46 安教装（2021）zf21046 号 喂食小猴子 小学 创意制作 杨紫艺 申丽娜 都里镇李珍中心小学 二等奖

47 安教装（2021）zf21047 号 会飞的火箭 小学 创意制作 袁晨阳 刘盼盼 磊口乡泉门小学 二等奖

48 安教装（2021）zf21048 号 旋转木马 小学 创意制作 席 甄 齐桂霞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二等奖

49 安教装（2021）zf21049 号 电动卷闸门 小学 创意制作 刘佳钰 刘 敏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二等奖

50 安教装（2021）zf21050 号 食品搅拌机 小学 创意制作 张欣源 苏文静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二等奖

51 安教装（2021）zf21051 号 自动化垃圾桶椅子 小学 创意制作 路千寻 杨艳红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二等奖

52 安教装（2021）zf21052 号 自制多功能小台灯 小学 创意制作 段智浩 杨艳红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二等奖

53 安教装（2021）zf21053 号 纸质机械木马 小学 创意制作 聂雯莉 王佳慧 殷都区幸福小学 二等奖

54 安教装（2021）zf21054 号 007 坦克 小学 创意制作 纪清哲 王佳慧 殷都区幸福小学 二等奖

55 安教装（2021）zf21055 号
未来多功能文具盒

——小智同学
小学 创意制作 朱歆语 王 妍 安阳市殷都区幸福小学 二等奖

56 安教装（2021）zf21056 号 自制电动摩天轮 小学 创意制作 范博辰 魏奕潼 邢歆煜 郭艳敏 安阳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57 安教装（2021）zf21057 号 手摇风扇 小学 创意制作 郭一诺 张红霞 安阳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58 安教装（2021）zf21058 号 纸杯直升飞机 小学 创意制作 郝艺锦 张红霞 安阳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59 安教装（2021）zf21059 号 手工自制饮水机 小学 创意制作 马晓冉 张红霞 安阳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60 安教装（2021）zf21060 号 平拼音转盘 小学 创意制作 李亚翀 张红霞 安阳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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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安教装（2021）zf21061 号 环保创意小台灯 小学 创意制作 高梓瑶 陈 萍 安阳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62 安教装（2021）zf21062 号 手工秋千 小学 创意制作 王姿媛 陈 萍 安阳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63 安教装（2021）zf21063 号 纸箱可穿戴恐龙 小学 创意制作 王甜馨 陈 萍 安阳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64 安教装（2021）zf21064 号 创意闪光小夜灯 小学 创意制作 魏灵羽 杨黎芳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二等奖

65 安教装（2021）zf21065 号 吹皮机 小学 创意制作 吴睿晨 魏晓慧 安阳市东南营小学 二等奖

66 安教装（2021）zf21066 号 四则运算转动器 小学 创意制作 霍城朗 赵 晶 文峰区银杏小学 二等奖

67 安教装（2021）zf21067 号 乘法口诀助学器 小学 创意制作 王怀颖 赵 晶 文峰区银杏小学 二等奖

68 安教装（2021）zf21068 号 自制扫地机器人 小学 创意制作 焦梓涵 魏小琛 文峰区银杏小学 二等奖

69 安教装（2021）zf21069 号 望远镜 中段 创意制作 程般若 何菲扬 侯昱莹 马凌云 安阳市第十中学 二等奖

70 安教装（2021）zf21070 号 投篮器 中段 创意制作 侯昱莹 郭奥珂 刘慧欣 孙力中 安阳市第十中学 二等奖

71 安教装（2021）zf21071 号 电动飞雪 中段 开源电子 袁林锋 李志尚 安阳市三十二中学 二等奖

72 安教装（2021）zf21072 号 筷子风车 小学 创意制作 李姝瑶 李 想 毕晓雪 安阳市安林学校 二等奖

73 安教装（2021）zf21073 号 筷子笔筒 小学 创意制作 侯思含 胡文倩 毕晓雪 安阳市安林学校 二等奖

74 安教装（2021）zf21074 号 纸盒家园 小学 创意制作 陈锦博 陈家雷 毕晓雪 安阳市安林学校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