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第35届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幻画拟获奖名单公示
序号 作品名称 申报者 所在学校 学历 年级 辅导老师 备注

一等奖（24项）

1 太空旅行 太空垃圾处理器 林若琦 鼓楼区福新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刘靓

2 《未来的空中城市》 黄琳栩 连江县凤城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张春

3 浩瀚宇宙—中国空间站 何允夕 福清市音埔幼儿园 幼儿园 中班 方明

4 探索宇宙 王皓宇 晋安区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中班 庄征征

5 地球生命的保护伞 吴妍姗 永泰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幼儿 大班 方美辰

6 《海洋机器人》 黄诗妍 福建省罗源滨海学校 小学 六年级 游国仙

7 天空巴士 林栩锐 福州市中山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叶显玉

8 智能救援 刘炫晨 福州市融侨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林宇茸

9 太空生物研究基地 巫昊泽 福州市茶园山小学 小学 三年级 洪晶晶

10 未来水上建筑 陈奕希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 四年级 施苒

11 《太空氧吧》 林芷妍 连江县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黄文芬

12 壁画修复机 吴怡 福州市西园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杨继勇

13 《天空移民城市》 曾芷青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张 冰

14 《神奇的综合发电站》 许尔圣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小学 二年级 周国榕

15 《智能生活机器人》 尹熙 仓山第八中心小学 小学 二年级 徐玥

16 宇宙长城 林欣彤 福州第十八中学 初中 八年级 王勇奎

17 未来 陈伶睿 福州第十八中学 初中 八年级 王勇奎

18 古现中今 吴兴恬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初中 七年级 陈彩云

19 《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自主学习仪》 王紫泠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初中 八年级 黄晖

20 《垃圾资源转换机器》 陈静怡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初中 八年级 黄晖

21 垃圾集中分类处理系统 周可阳 福州时代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林琼心

22 新能源——资源回收转换系统 林子言 福州时代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林琼心

23 6G时代的网络安全卫士 林奕儒 福州时代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林琼心

24 《理想之城》 陈易凡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初中 八年级 胡元冲



二等奖（共45项）

1 《梦想太空》 游佳玥 福州市儿童学园 幼儿园 大班   陈宇 
2 垃圾华丽大变身 赵紫言 福州市丞相坊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卢小玲

3 《探索月球的奥秘》 林俊哲 福州市台江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林海燕

4 《宇宙》 王嘉颍 闽侯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张金玉、
陈淑华

5 快递飞行器 吴梦琴 福清市龙山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张婷

6 Wifi灯泡 吴星雨 福清市城关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林淑珍

7 黑洞航站 何梦余 福州市茶园山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徐福艳

8 地心拯救计划之三度空间 徐为易 鼓楼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李敏

9 未来城市 陈其羽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 三年级 苏亮彬

10 月球新能源新世界 施墨帆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苏亮彬

11 AI消防战士 赖歆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张莹

12 海底新能源世界 林函 福州市国货路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郭晓晴

13 《太空新家园》 张鑫怡 连江第三实验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杨昌通

14 《悬磁浮鞋》 丁俞萱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三年级 郑晓琳

15 《未来城市环卫工》 张慧琳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郑晓琳

16 《来来的家庭机器人》 吴雅淩 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三附属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郑晓琳

17 未来新世界 吉田静 福清市玉屏西园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郑张云

18 身份转换仪 刘思言 晋安区第六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林诗慧

19 智能垃圾分类仪 林欣仪 福州市西园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蓝榕航

20 智能生态城市综合体 肖存希 福州市鼓山苑小学 小学 三年级 林大汕

21 未来的社区医院 赵星熠 福州市鼓山苑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徐丽

22 自主课程培训学校 俞泽轩 晋安区第六中心小学 小学 三年级 施秀清

23 《太阳能垃圾处理器》 许可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张晨怡

24 《天空之城》 李雨墨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洪晓艳

25 《垃圾自动分类处理器》 李晨瑞 仓山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庄丽雅

26 《空中取水灭火器》 刘心怡 仓山区第七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梁梦婷

27 全自动购物车 苏王晶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 七年级 林逍逍



28 多彩的网络 池润棋 福州第十八中学 初中 八年级 王勇奎

29 神州星舰 林思妤 福州第十八中学 初中 七年级 龚辉

30 太空模拟服 任浈 福州第十八中学 初中 七年级 周婉梅

31 太空中的外来客 方旆歆 福州第十八中学 初中 七年级 周婉梅

32 《智能城市保洁车》 庄朵尔 连江县凤城中学 初中 七年级 刘红华

33 未来新农村 林子鸿 福清第二中学 初中 八年级 黄玲

34 未来时空 范婧涵 福州市秀山初级中学 初中 八年级 许燕

35 手可摘星辰 徐婉琳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初中 七年级 陈彩云

36 妙笔生花 陈瑶 福州四中桔园洲中学 初中 八年级 冯洪亮

37
旅行 许恩锦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 七年级

陈晶晶、
李娟

38 《全自动式健康环保厨房》 詹诗雯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初中 八年级 黄晖

39 《废旧衣物回收利用机》 吴辰宇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初中 七年级 陈晓丹

40 《太空城市》 毛心润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初中 七年级 陈晓丹

41 《新空际》 余音 福州第十九中学 初中 八年级 王天鸽

42 光——未来 张棠溪 福州立志中学 初中 七年级 李征

43 《玻璃新世界》 郑缤悦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初中 七年级 胡元冲

44 《观星阁》 郑美旺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初中 八年级 胡元冲

45 科技幻想图 邵洁 永泰县第三中学 初中 九年级 林珠荆

三等奖（共75项）

1 《我和我的外星朋友》 吴宬翰 福州市儿童学园 幼儿园 大班   陈宇 
2 《遨游太空》 史言心 福州市儿童学园 幼儿园 大班  陈增艳

3 《城市机器人》 傅瑾瑜 福州市儿童学园 幼儿园 大班   赵芸 
4 《联想漫游》 郑雨真 台江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陈秀燕

5 《智能机器人》 韩睿妍 台江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陈校灵

6 《未来世界》 吴姿怡 台江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陈校灵

7 海底城堡 林嘉翊 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附属幼儿园 幼儿园 大班 刘燕燕

8 垃圾综合处理器 陈灵昕 亚峰中心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陈晓燕

9 绿色生命机 林隽迪 亚峰中心小学 小学 二年级 宋薇



10 宇宙家园 欧俊林 亚峰中心小学 小学 三年级 宋薇

11 《科技之都》 林欣怡 福州三中罗源滨海学校 小学 六年级 李安徽

12 《海中城》 黄思琦 福州三中罗源滨海学校 小学 六年级 李安徽

13 《宇宙之城》 邱芷璇 福州三中罗源滨海学校 小学 二年级 陈小惠

14 《智能机器》 黄国亮 福州三中罗源滨海学校 小学 五年级 游国仙

15 《机器人时代》 邱洛伊 福州三中罗源滨海学校 小学 六年级 游国仙

16 移民星球 詹若曦 福州市屏西小学 小学 四年级 黄兰萍

17 记忆提取器 许睿瑄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兰丽娜

18 未来智能餐桌 方均珞 闽清县城关小学 小学 五年级 罗碧云

19 海底世界 吴茗杉 闽清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陈燕青

20 《科技新城》 林凤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吴思宇

21 多功能消防救援机 林子扬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小学 小学 二年级 林宝满

22 百变“懒汉壶” 杜熙雅 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 小学 三年级 陈小琴

23 《美食狂想曲》 严泷汐 马尾实验小学 小学 三年级 林欢

24 《残疾人梦想再造机》 侯诗颖 福州市魁岐小学 小学 二年级 林丹

25 《水能发电》 林烨彤 福州市魁岐小学 小学 三年级 何玮祎

26 《盲眼见世》 席奥佳 福州市魁岐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陈姗姗

27 《月球上的家园》 龙思羽 福州市魁岐小学 小学 六年级 翁燕珍

28 《空中交警》 董梓萱 连江县教师进修校附属小学 小学 五年级 陆周凤

29 听力修复器 郑希妤 福清市龙田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余晓燕

30 水壶太空旅游飞船 陈欣羽 福清市百合小学 小学 五年级 薛爱娟

31 《未来悬浮城市街景》 蔡沐晨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小学 六年级 宋黎

32 《森林智能消防员》 赵羽禾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小学 一年级 林长华

33 《我的环保新世界》 杨博宇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小学 一年级 林长华

34 《宇宙进化联盟》 张浩翔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周国榕

35 《ET.ET和我一起在旅行》 陈黎睿霖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小学 四年级 吴晓红

36 《天空之城》 张棋皓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黄伟

37 《未来的垃圾回收利用》 姚沐菡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林怡

38 未来世界 陈子越 吴航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黄宝金



39 未来智能——停车场 郑铃萱 城门中心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游东方

40 《独立空间》 方安淇 仓山区第五中心小学 小学 六年级 林丽梅

41 我的未来梦 陈欧丹阳 南台实验小学 小学 五年级 洪流

42 《智能垃圾分类车》 林毅夫 仓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三小学 小学 四年级 杨舒欣

43 宇宙飞船 陈淞琳 福州第十四中学 初中 七年级 王志梅

44 海底城市 张韵棋 福州第十四中学 初中 七年级 王志梅

45 太空城市 胡雨萱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 七年级 林逍逍

46 未来城市 孙弘阳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 七年级 林逍逍

47 未来城市 郑可馨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 七年级 林逍逍

48 未来家园 王昕妍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林逍逍

49 垃圾分类处理器 黄欣妍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 七年级 林逍逍

50 《空中花园》 杭润雨 福建师大二附中 初中 七年级 黄菁

51 太阳能垃圾分类机 陈雨欣 北京师范大学福清附属学校 初中 九年级 林臻

52 宇宙村 钱怡萱 福州外国语学校 初中 七年级 林家悦

53
未来之站 张珂钒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 八年级

马山凤、
李娟

54
未来机器救援队 沈君丞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 八年级

马山凤、
李娟

55
环境净化器 邱叶源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李娟、马
山凤 

56
海洋之城

林汐羽
芊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 八年级
马山凤、

李娟

57
拯救者 林慧孜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初中 七年级

陈晶晶、
李娟

58 科技化的太空 陈若琳 福州第八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曹怡雯

59 超级地球母树 林思淼 福州时代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林琼心

60 水陆空三用环保汽车 苏嘉琪 福州时代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林琼心

61 穿越文明的星际旅行 何毅 福州时代中学 初中 八年级 林琼心

62 《变变变——青春之门》 杨焱 福州第十九中学 初中 八年级 刘蔚莉

63 《多元化智能城市》 方泽文 福州第十九中学 初中 八年级 刘蔚莉



64 《时空钟表》 张偌晗 福州第十九中学 初中 七年级 许柳铧

65 《天空之城》 童欣 福州第十九中学 初中 七年级 许柳铧

66 保护绿色家园 刘芸熙 福州立志中学 初中 七年级 李征

67 地球卫生——自然环保的多功能飞船 黄彦淋 福州立志中学 初中 七年级 李征

68 我家的“保姆”——会做家务的机器人 庄曼如 福州立志中学 初中 七年级 李征

69 《诺亚计划》 梁一灵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初中 八年级 胡元冲

70 《垃圾自动净化器》 黄诗淇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初中 八年级 胡元冲

71 美丽宇宙 付心语 福州第十八中学象园 初中 八年级 叶欣茹

72   知心相机 陈思敏 福州第十八中学象园 初中 八年级 叶欣茹

73 未来sky 李钰潼 福州第十八中学象园 初中 七年级 叶欣茹

74 未来的海底世界 柯梦钧 福州第十八中学象园 初中 七年级 叶欣茹

75 天空城 林青妍 永泰县青云中学 初中 八年级 陈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