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空间获奖名单

一等奖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第一实验小学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长春市第一外国语中学

长春市第五十七中学

长春市二道区吉林小学

二道区远达小学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博远学校

长春市第五十二中学

二等奖

长春市同兴小学

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小学

长春市第五十三中学

二道区新太小学

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小学

长春市南关区平泉小学

长春市第一六四中学

长春市南关区苗圃小学校



九台区西营城中心学校

二道区公平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土顶中心小学

德惠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长春市第五十八中学

长春南关区滨河小学

长春市春城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长春市南关区回族小学校

东北师范大学东安实验学校

长春市二道区长青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慧谷学校

长春市第 150 中学

长春市第六十八中学

二道区英俊学校

长春市第一五三中学

长春市东光学校

长春市第一五二中学

长春市南关区明珠小学校



二道区八道小学

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

优秀奖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小学

长春市第一零三中学校

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中心小学

长春市南关区兴盛小学

农安县第一中学

长春市南关区西四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城中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佟家中心小学

长春市南关区东岭小学校

长春经开区仙台小学

长春市朝阳实验中学

德惠市米沙子镇沃皮中心小学

长春净月潭实验小学

长春高新北郊小学

长春市南关区八一小学校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街小学校

长春市文庙小学

长春市双阳区教师进修学校



长春市宽城区小南小学

长春市朝阳区富锋中心校



教师空间获奖名单

一 等 奖

高丽丽 长春市树勋小学

朴明玉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

刘晶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孙爱萍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魏丽雪 二道区远达小学

赵立 长春市朝阳实验中学

李杰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

孔丽萍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徐海军 长春市第一六四中学

王伊林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

二 等 奖

李静宇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李雪娇 长春市第五十七中学

董斌婷 长春市南关区西四小学

张敏 长春市树勋小学

赵玉东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樊允 长春市南关区西四小学

张帅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刘丽丽 长春市双阳区第一实验小学



何淑彦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刘江 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中心小学

董丽芬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曹丽波 长春市双阳区第一实验小学

孔祥明 二道区远达小学

平桂红 长春市第一六四中学

丛亚杰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王晓春 榆树市第二实验中学

郑雪梅 德惠市第二十六中学

李丽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孙贺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窦继红 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

三等奖

张小红 榆树市福安中心小学

逯春波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文军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高阳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张新建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姜欣华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潘亚娇 二道区远达小学

王秀敏 长春市树勋小学



徐曼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吴桂英 长春市双阳区第一实验小学

赵槟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

柳艳波 九台区沐石河中心学校

姜辉 德惠市和平乡中心小学

张丽丽 九台区东湖镇中心学校

郝思靓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陈红丽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金红 榆树市立新小学

钱立林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韩金儒 长春市九台区二道沟中心学校

王新金 长春市东光学校

杨静晗 二道区远达小学

张美玲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刘海奇 榆树市环城乡双井中心小学校

范国佳 九台区东湖镇中心学校

程光亮 榆树市南岗小学校

李玉珍 经开区中山小学

孟宪辉 榆树市李合中心小学

高明月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刘宗宝 榆树市青山乡中心小学

周鹤 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



优秀奖

吕婉婷 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小学

齐兆阳 九台区西营城中心学校

黄屿娜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李淑英 长春市东光学校

周云波 九台区饮马河中心学校

孙国燕 农安县三盛玉镇中心小学

李永江 长春市第五十七中学

王鹤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榆树小学

董振涛 长春市第三十中学

刘春波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邢玉香 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中心小学

臧春梅 农安县三盛玉镇中学

郑长伟 农安县三盛玉镇中心小学

李军 东北师范大学东安实验学校

孙博 长春市南关区八一小学校

杨爽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崔一 二道区远达小学

刘萍 长春市第八十九中学

李淑秋 德惠市同太乡中心小学

胡海鸽 九台市第一中学



姜南 九台区第八中学

王海燕 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中心小学

张俐 长春经开区仙台小学

顾文贺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榆树小学

陈晶华 九台区西营城中心学校

张晓磊 德惠市朱城子镇中心小学

刘丽 二道区八道小学

尹畅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榆树小学

高畅 长春市二道区长青小学

张珺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小学

王宁宁 九台区东湖镇中心学校

张丹 长春市第六十八中学

鲁桂英 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小学

李胜男 长春市东光学校

刘蕊冰 长春市宽城区长盛小学

马草山 榆树市秀水中心小学

刘立娜 榆树市李合中学

崔丹 长春市宽城区天光小学

王晶晶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施冬梅 长春市双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学生空间获奖名单
一等奖

马晗森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张洪瑞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范飞阳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刘笑岐 长春市双阳区第一实验小学

赵乐 长春市树勋小学

陈家琪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姚锦凝 长春市树勋小学

王淑涵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刘屹轩 东北师范大学东安实验学校

胡原硕 长春市双阳区第一实验小学

二等奖

尉迟琳童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

李雯博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小学

陈禹丞 德惠市第二实验小学

朱思诺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

杨涵博 长春市双阳区第一实验小学

赵洺皓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

周子潇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王馨甜 长春市树勋小学

彭佳艺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王圣迪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姚雨桐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张天仪 东北师范大学东安实验学校

王禹沣 长春市树勋小学

李昕芮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曲美佳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孙于涵 德惠市第一小学

王韵翔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任正阳 长春市南关区兴盛小学

王博然 长春市南关区西四小学

徐子涵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小学

三等奖

袁睿岐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王嘉怡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王睿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杨紫涵 长春市南关区东四小学

郭俊杰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张子涵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宋昕颉 长春市南关区西五小学

尚宇昊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刘俊杨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中心小学

李昕泽 长春市双阳区第一实验小学



吕冠修 二道区八道小学

姚子谦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王贺一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小学

梁雨菲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王泓涵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刘轩瑞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刘美辰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小学

卢泽心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范恩铭 长春市双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牟浩维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邹英久 德惠市第二实验小学

刘奕可 长春市二道区长青小学

张冬昊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石雪 二道区远达小学

杨斯淇 德惠市第二实验小学

平俊男 长春市第一六四中学

吴晨雪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小学

余灏泽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徐浩睿 二道区腰十小学

冯欣妍 德惠市第一小学

优秀奖

孙作昊 德惠市第二实验小学



周奕名 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小学

王琦鑫 长春市二道区长青小学

潘紫琳 长春市二道区长青小学

云姝涵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韩佳默 二道区腰十小学

曹瑞 长春市双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陆昭瑾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孙博研 二道区远达小学

赵家毅 长春市第一外国语中学

李思锐 长春市东光学校

王子俊 德惠市第一小学

宋思锐 长春市双阳区第一实验小学

吴奕兴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秦嘉璐 德惠市第二实验小学

刘鑫喆 长春市第五十七中学

齐紫涵 长春汽开区第十三小学

林沣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小学

牟家毅 德惠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俊毅 长春市宽城区实验小学

王增鑫 长春市宽城区小南小学

王伯升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广场小学

常志恒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小学



王欣瑜 二道区长江学校

倪日新 长春市第五十七中学

毕千惠 九台区东湖镇中心学校

刘鑫淼 德惠市第二实验小学

丁俤臻 长春市东光学校

朱俊毅 长春市同兴小学

柳俊希 长春市宽城区实验小学

李博文 长春汽开区第十三小学

李曦宇 长春市宽城区实验小学

李艾琳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孙天佑 长春市二道区吉林小学

王馨悦 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小学

段懿轩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

刘若妍 长春市东光学校

王一越 长春市宽城区实验小学

朱家奥 长春市绿园区迎宾路小学

王天一 长春市东光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