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城市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奖项 

1 刘子铭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谷老师 万物看世界 一等奖 

2 王祈然 南京 南京市中华中学 王红亮 甜蜜的家 一等奖 

3 杨烨 苏州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孙东旭 坦克大战 一等奖 

4 盛子楠 苏州 昆山市第二中学 谢洁 飞机大战 一等奖 

5 黄公甫 苏州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学校 胡成艳 数字华容道 一等奖 

6 唐泽徐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刘老师 
【前方高能】Pyramid MarPlot 20 操作

系统 
一等奖 

7 杨哲烜 苏州  编程猫苏州绿宝教育中心 刁璐璐 笨笨滤镜 一等奖 



8 余洁冰清 无锡 无锡市梁溪区连元英禾双语学校 胡佳 科技时代连连看 一等奖 

9 周川珺 徐州 徐州市撷秀初级中学 无 与电脑博弈之 nim 一等奖 

10 刘冠宏 徐州 徐州市撷秀初级中学 宗培兵 飞机大战 一等奖 

11 焦添阳 扬州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 袁敏 旋转拼图 一等奖 

12 严子骁 南京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 金蓓 成语接龙 二等奖 

13 薛钦文 南京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徐恒 地理地图 二等奖 

14 郝帅轶 南京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 曹宇婷 天气助手—天气之子 二等奖 

15 陆昌盛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初中部 谷晓艳 天气查询助手 二等奖 

16 于锦源 南京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陈珍 《维护和平》游戏 二等奖 

17 薛腾 南京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 姜老师 考 试 助 手 二等奖 

18 周易妡 南通 南通市启秀中学 张育 天女散花（自由落体小球） 二等奖 

19 施程博 南通 江苏省启东中学 李振飞 图形界面下实现进制转换 二等奖 

20 董世钧 苏州 苏州外国语学校 史老师 2020江苏大赛 董世钧 星球大战 二等奖 



21 徐贝依 苏州 常熟市董浜中学 许海东 2020江苏大赛徐贝依坦克防卫 二等奖 

22 陶梦圆 苏州 常熟市董浜中学 许海东 2020江苏大赛陶梦圆躲石头大赛 二等奖 

23 姚朱承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刘海玲 图书管理器 二等奖 

24 管明夷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迷宫可视化寻路 二等奖 

25 倪子嘉 宿迁 北大附属宿迁实验学校 张华兰 
2020江苏大赛+倪子嘉+夜空中最闪亮

的星 
二等奖 

26 邹宇熙 宿迁 北大附属宿迁实验学校 张华兰 
2020江苏大赛+邹宇熙+选出你最敬佩

的诺贝尔奖中国获得者 
二等奖 

27 刘馨蕊 徐州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王雪 愤怒的小鸟 二等奖 

28 常凯 扬州 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 郭力 智能查分小助手 二等奖 

29 袁子鸣 扬州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 宋晓丽 商店进货与购物 二等奖 

30 李浩然 南京 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 姜明章 python 口算练习 三等奖 

31 张淳博 南京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王蔚 
江苏省律师费涉及财产的民事案件收取

区间计算器 
三等奖 

32 张予潇 南京 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 邵媛 学习之旅 三等奖 

33 李正婷 南通 海门市海门港新区实验学校 钱丽红 疫情防控班级信息管理系统 三等奖 



34 陈张易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学校 沈滢洁 2020江苏大赛+陈张易+逆行者 三等奖 

35 傅弘毅 苏州 乐博机器人 马老师 祝妈妈生日快乐！ 三等奖 

36 高子渊 苏州 星澄学校 施展 口算练习 三等奖 

37 蒋晨宸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学校 杨萍 齐心抗疫 三等奖 

38 王静如 苏州 星浦学校 杨萍 “智慧”树 三等奖 

39 袁唯超 泰州 泰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 周鹏 2020中国加油 三等奖 

40 李蔓彤 徐州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王雪 幸运大抽奖 三等奖 

41 卓炳旭 徐州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卓皓 小小护旗手 三等奖 

42 王曦冉 南京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王蔚 智能剪贴板 优秀奖 

43 余冠华 南京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 余洪成 BMI指数测算 优秀奖 

44 葛超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启秀中学 徐丽 时钟 优秀奖 

45 钞佳敏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学校 姜孝春 2020江苏大赛+钞佳敏+五星红旗 优秀奖 

46 程苏园 苏州 星浦学校 庞玉春 太阳花 优秀奖 



47 程雨欣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学校 陈亚根 辉煌绚丽 优秀奖 

48 高墨轩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学校 姜孝春 《花舞》 优秀奖 

49 季子舆 苏州 张家港市东渡实验学校 初中部 叶湘 W.R 单词记忆 优秀奖 

50 刘若水 苏州 金鸡湖学校 刘海玲 圣诞树 优秀奖 

51 倪子瑜 苏州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郭爽 
2020江苏大赛-倪子瑜-小哈生活一点

通 
优秀奖 

52 邱天鹏 苏州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江家祥 粗制滥造的作品 优秀奖 

53 宋秋阳 苏州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浦学校 姜孝春 奥运五环 优秀奖 

54 徐浩轩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浦学校 姜孝春 加减乘除计算器 优秀奖 

55 朱鑫 苏州 星浦学校 姜孝春 2020 江苏大赛 朱鑫 花 优秀奖 

56 冯语轩 无锡 敔山湾实验学校 贡燕蓉 天气及翻译 优秀奖 

57 李乃媛 镇江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李汝光 Python实现 Word 文档自动化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城市 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奖项 

1 吴天一 常州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蔡国 基于 tkinter 的古汉语学习系统 一等奖 

2 蒋志城 常州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张丽英 大学专业选择评估测试 1.0 一等奖 

3 徐卓珩 南通 江苏省启东中学 沙双龙 三国华容道之横刀立马 一等奖 

4 卢思睿 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洪俊 五子棋 二等奖 

5 于昕玥 南通 江苏省南通中学 葛勇兵 于昕玥的参赛作品 单词记忆小程序 二等奖 

6 蔡旻宏 南通 江苏省启东中学 李振飞 益智类互动游戏--扫雷 二等奖 

7 左睿杰 镇江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吴飞 食物营养成分查询软件 二等奖 

8 严若菲 南通 江苏省南通中学 陆雪梅 抗击疫情小游戏 三等奖 

9 刘畅 南通 如皋市第一中学 刘培元 英语电子笔记神器 三等奖 

10 孟筱涵 盐城 江苏省滨海中学 姚文娣 球雷争霸赛 三等奖 

11 李诚信 连云港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方绪东 课堂随机抽查提问系统 优秀奖 



12 刘晁企 无锡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五子棋 优秀奖 

13 沈天晴 盐城 江苏省滨海县明达中学 姚文娣 海龟万花筒之旅 优秀奖 

14 卞政 镇江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吴飞 txt文件加密程序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