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礼建党 100 周年”徐州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入围名单公示

根据《关于推荐“献礼建党 100 周年”青少年科技创新

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徐科协发﹝2021﹞16 号)的精

神，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组织考评委员会，对照考评要求，

评选确定了 12 个徐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先进集体、100

名徐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先进个人和 100名徐州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标兵入围名单。

为体现公开、公正的评选原则，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并监督评选工作，现将拟命名的“献礼建党 100 周年”徐州

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入围名单在徐州市

科学技术协会网站(http://www.xzkx.com/)上公示，公示期

为 5 天，从 2021 年 6 月 2 日至 2021 年 6 月 6 日止。期间如

有异议，请与市科协科普部联系。

联系人：袁志军 电话：80805011

附件：徐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入围名单

徐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
考评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 日



附件：

徐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先进集体

入围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徐州市第一中学

2.徐州市潘塘中心小学

3.徐州市经十路小学

4.徐州市民富园小学

5.徐州市民主路小学

6.徐州市大马路小学

7.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8.丰县华山中学

9.徐州培栋实验学校

10.睢宁县第二中学

11.新沂市钟吾中学

12.徐州市铜山中学



徐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工作先进个人

入围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 名 单 位

1 靳玉环 徐州市第三十七中学

2 吴 杰 徐州培栋实验学校

3 宋翠翠 徐州市解放路小学

4 张文强 徐州市解放路小学

5 朱明利 丰县创新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6 汪效春 丰县创新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7 杨德生 丰县华山中学

8 卢艳玲 丰县实验小学

9 吴娟娟 丰县人民路小学

10 侯敬军 丰县实验小学

11 沙淑静 徐州市民富园小学

12 郭旭东 徐州市西苑中学

13 张开磊 徐州市树人初级中学

14 张培强 徐州市第一中学

15 甄金虎 徐州市第一中学

16 白 璐 徐州市第一中学

17 李剑亮 徐州市第一中学

18 吴 伟 徐州市云兴小学

19 曹 明 徐州市绿地小学

20 赵克柱 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

21 宋平平 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

22 柏 硕 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

23 张 松 徐州市青年路小学

24 肖 雷 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25 孟 静 徐州市潘塘中心小学

26 李敬伯 新沂市人民路小学



27 聂立波 新沂市行知学校

28 田友志 新沂市第一中学

29 丁栗娜 新沂市高流镇中心小学

30 姚如才 新沂市钟吾中学

31 周 芳 新沂市钟吾中学

32 张慧英 新沂市钟吾中学

33 孙光辉 新沂市钟吾中学

34 方 芳 新沂市棋盘镇城岗小学

35 袁夫康 新沂市第一中学

36 袁福营 新沂市第一中学

37 黄小磊 新沂市新华小学

38 蔡 璨 新沂市瓦窑镇中心小学

39 王 鑫 新沂市桥口小学

40 庄 静 新沂市瓦窑镇新世纪小学

41 韩召龙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42 刘 莉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43 陈 辉 邳州市教育局电教馆

44 李 颖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45 熊恩夫 睢宁县睢城小学

46 李 玲 睢宁县第二中学

47 吕 彬 贾汪区耿集中心小学

48 王晨璐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49 秦 伟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

50 陈 芳 徐州市民主实验学校

51 唐忠阳 徐州市白云山小学

52 张 硕 徐州市兴东实验学校

53 胡媛媛 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

54 黄 璐 徐州市鼓楼小学校

55 袁 晋 徐州市北辰小学

56 陈 琛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

57 徐梦珂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

58 王 瑞 徐州市兴东实验学校

59 王 旭 徐州市万科城民主小学



60 刘 东 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

61 郭 胜 徐州市鼓楼区杨西小学

62 刘清华 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63 郭 蕾 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64 杜 江 徐州市和平桥中心小学

65 徐 锋 徐州市青少年宫

66 徐 晶 徐州市第 34 中附小

67 薛 蕾 徐州市西苑小学

68 马文君 徐州市求是小学

69 张 锐 徐州市求是小学

70 王 颖 徐州市火花学校

71 胡 艳 徐州市科技实验小学

72 张祥游 徐州市光荣巷小学

73 拾刚柱 徐州市张小楼小学

74 王 峰 徐州市碧水湾小学

75 周焕玲 徐州市奎园小学

76 冯书刚 徐州市星光小学

77 沈 宁 徐州市湖滨中心小学

78 张家声 铜山区教师发展中心

79 张敬伟 铜山中学

80 刘强文 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81 王庆明 徐州市高新区中学

82 马文超 铜山区单集镇寿山小学

83 李 凤 铜山区刘集实验小学

84 李海洋 铜山区大彭镇中心中学

85 刘孝梅 铜山区利国实验小学

86 岳朋龙 铜山区伊庄镇实验小学

87 杜文斌 徐州市高新区中学

88 张廷震 铜山区茅村中心中学

89 李 建 铜山区郑集实验小学

90 王梦婷 铜山区大彭实验小学

91 房爱明 沛县魏庙镇中心小学

92 李传祥 沛县魏庙镇中心小学



93 黄甜甜 沛县魏庙镇中心小学

94 付劲松 沛县张庄镇中心小学

95 岳尚东 沛县张寨镇关帝庙小学

96 袁龙强 沛县教师发展中心

97 王 珊 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98 吴娟娟 丰县人民路小学

99 李 璇 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100 郭庆宇 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徐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标兵入围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 名 学 校

1 李孜昂 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2 张津齐 徐州市第十三中学

3 蔡政达 徐州培栋实验学校

4 张晨熙 徐州市解放路小学

5 司启元 徐州市解放路小学

6 杨舒涵 徐州市解放路小学

7 闫语真 徐州市解放路小学

8 酆雨舟 中国矿业大学附属小学

9 王 锐 丰县华山中学

10 生一臣 丰县东关小学

11 董昀鑫 丰县人民路小学

12 雷岩熙 丰县实验小学

13 熊浩然 徐州市民富园小学

14 王煜淞 徐州市华润小学

15 耿晨阳 徐州市西苑中学

16 刘立言 徐州市西苑中学

17 王柚焯 徐州市西苑中学

18 张元昊 徐州市西苑中学

19 褚宏熙 徐州市西苑中学

20 崔棋尧 徐州市西苑中学

21 程培峰 沛县第三中学



22 李欣铭 沛县张庄中心小学

23 鹿旭尧 沛县鹿楼镇中心小学

24 周 弈 沛县魏庙镇中心小学

25 陈志成 沛县魏庙镇中心小学

26 王 帅 沛县魏庙镇中心小学

27 潘浩天 徐州市华杰实验小学

28 张清清 徐州市成科城民主小学

29 彭映清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

30 李承峻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

31 王戎轩 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

32 封力硕 徐州市万科城民主小学

33 李文嘉 徐州市民主实验学校

34 邵思旗 徐州市民主实验学校

35 王梓彤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

36 王相煜 徐州市白云山小学

37 陈昱昊 徐州市民主路小学

38 张晴焜 徐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39 赵一凡 徐州市云兴小学

40 周歆迪 徐州市绿地小学

41 杜易澄 徐州市第一中学

42 张书恺 徐州市第一中学

43 徐深麒 徐州市第一中学

44 陈汉宁 徐州市第一中学

45 滕奕辰 徐州市第一中学

46 刘泓麟 徐州市第一中学

47 徐 一 徐州市第一中学

48 刘兆宇 徐州市第一中学

49 陈晟乐 徐州市第一中学

50 戴铮傲 徐州市第一中学

51 汪紫馨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52 赵康铭 徐州市大庙中学

53 仇翔宇 徐州市西朱中学

54 刘佳祺 徐州市西朱中学

55 汤正博 徐州市金龙湖小学

56 李俊豪 徐州市金龙湖小学

57 刘宏洋 徐州市金龙湖小学

58 刘政道 徐州市金龙湖小学

59 王钰舜 徐州市金龙湖小学

60 李承俊 徐州市金龙湖小学

61 王勃然 徐州市云苑路小学

62 徐浩然 徐州市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63 杜轩池 铜山区利国实验小学

64 苏德林 铜山区利国实验小学



65 张 彭 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66 孙涵祺 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67 李瑞洁 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68 李小超 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69 权照博 铜山区大许中学

70 高马睿 徐州市青年路小学

71 曹雨晨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72 朱荣泽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73 龚 正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74 许洪瑞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

75 李乐凡 江苏省运河中学

76 王梦圆 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

77 陈禹存 新沂市钟吾中学

78 陈梦琪 新沂市第一中学

79 黄文宽 新沂市第一中学

80 葛胤亨 新沂市钟吾中学

81 葛德华 新沂市新华小学

82 尹 瑞 新沂市第一中学

83 马嘉若 新沂市第一中学

84 伏 玉 新沂市第一中学

85 丁 驰 新沂市第一中学

86 苗润青 新沂市第一中学

87 石 林 新沂市第一中学

88 刘怡文 新沂市第一中学

89 姚骁键 新沂市钟吾中学

90 咸建广 新沂市钟吾中学

91 武锦旗 徐州市第七中学

92 臧羿衡 徐州市第七中学

93 安冠桥 贾汪区耿集镇中心小学

94 吴轩震 徐州市彭祖大道小学

95 孙瑞临 睢宁县第二中学

96 马梓霖 徐州市湖滨中心小学

97 王绎斐 徐州市光荣巷小学

98 张屹然 徐州市求是小学

99 孙彭博 徐州市求是小学

100 徐珺茹 徐州市第三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