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全国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 

微型科普剧本获奖名单 

一等奖 

作品名称 单位 作者 

《我的老师是天使》 广东省中山市菊城小学 邵琳 

《未来城历险记》 重庆科技馆 曾晓华 

《朋友圈里传开了》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百草园小学 刘霞珍 章丽红 

《天下无贼》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周祎哲 沈晨洲 

《昆虫世界奇遇记》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张晓肖 

《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杨秀 

《大草原上的小能手》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馆 黄亦璇 

《花青素、变变变》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紫玉小学 杨玲芳 李海燕 杨 武 

《小水滴历险记 3》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青少年科技馆 王波 

《编程人生》 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邱麒行 赵雅妍 

二等奖 

作品名称 单位 作者 

《互联网和大数据》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闫夏 

《黑猫警长新编----谁

偷吃了我的庄稼》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第二小

学校 
王粒子 

《你好，小狗艾瑞克》 浙江省宁波科学探索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陈倩妍 

《机器人与人》 山东省平度市实验中学 谢昊宇 

《或许》 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林珈帆 

《极速前行》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中学 毕娟 毛迅 

《与伟人同行——“大

陆漂移说”诞生记》 
云南省石林石得利地质科技有限公司 蒋林宏 



《甜甜的井水》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李华芳 

《和你在一起》 陕西科学技术馆 陈涛 尹媛 

《宇宙单行线》 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李心睿 

《AI 芯踪》 福建省科技馆 詹慧中 

《阿呆的机器人兄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馆 任乐乐 刘鹤 

《大自然特战队》 安徽省科学技术馆 沈超群 

《唱花儿的花儿》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第二小学 王晓燕 耿学娟 

《迷悟》 江西省科学技术馆 许兰艳 熊伟 邱志中 

三等奖 

作品名称 单位 作者 

《我是苏菲》 山西省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张小兵 

《被智能的生活不能》 江苏省太仓市科技活动中心 陆见青 

《批判会》 山西省长治市城区惠丰小学校 李晋元 

《返唐记》 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简乐行 

《“胃”忧记》 广东省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 邵燕萍 

《折翼天使振翅飞翔》 宁夏石嘴山市第二十一小学 马佳鑫 

《算法的世界》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张晓肖 

《Enter》 安徽省蚌埠市科学技术馆 房凝 翟久行 王朝阳 

《携手共筑蓝天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七小学 赵斌 杜佩佩 

《子佳的秘密》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王子佳 

《南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馆 杨大伟 

《苍穹下的梦想》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黄梓航 李浩田 李欣怡 

《交通工具

GO!GO!GO!》 
湖南省科学技术馆 王宇 方芳 

《我们不一样》 河北省科学技术馆 刘亚玲 

《我的爸妈是机器人》 重庆科技馆 冯媛 

《登山遇 FLYCAT 记》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三中学 姜海意 法家璇 尹详喆 

《俺在家里“逛”商场》 山东省平度市实验中学 祝文琳 

《堵》 山东省平度市实验中学 崔子萍 



《妈妈的心愿》 宁夏青铜峡市第五小学 席占银 刘志芳 来学峰 

《遗落人间的人参果》 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中心小学 余平津 陈忠新 杨彦昌 

《卡拉麦里的主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十四小学 陈建明  牛晓松 

《为爱》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刘稳 

《拯救本草纲木》 绍兴科技馆 劳奇奇 

《神奇的二进制》 甘肃省张掖中学 牛子航 何文涛 

《孙悟空四两拨千斤》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现

代科技馆 
王慧丽 

 

  



科普剧获奖名单 

一等奖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组别 

湿地的春天 辽宁省葫芦岛第二实验小学 青少年组 

卡拉麦里的主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十四小学 青少年组 

Hello AI World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水车园小学 青少年组 

“大显身手”动物大会 浙江省嵊州市剡溪小学 青少年组 

青春修炼曲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第十八中学 青少年组 

苍穹下的梦想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青少年组 

迷悟 江西省科学技术馆 成人组 

天下无贼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成人组 

算法的世界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成人组 

二等奖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组别 

小蝴蝶与含羞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第一小学 青少年组 

小蚂蚁天坑历险记 
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青少年学生校外

活动中心 
青少年组 

致命抗生素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鹿阜中学小学部 青少年组 

重建未来 北京市海淀区星火小学 青少年组 

宝藏 北京博源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青少年组 

灭蝗记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山湖

花园小学 
青少年组 

黑暗中的朋友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青少年组 

未来在你手中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青少年组 

七月的人工智能时代 厦门科技馆管理有限公司 成人组 

王后的魔法球 赣州科技馆 成人组 

疯狂动物城——科学

pang pang pang 
山东省科技馆 成人组 

最浪漫的事 吉林省科技馆 成人组 

三等奖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组别 

花青素，变变变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紫玉小学 青少年组 

人工？智能？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灵山书院 青少年组 

智能学生机器人进课堂 贵州省都匀市第三完全小学 青少年组 



我在火星种棵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玛纳斯县第二小

学 
青少年组 

核你在一起 辽宁省葫芦岛第二实验小学 青少年组 

遗落人间的人参果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中心小

学 
青少年组 

妈妈的心愿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第五小学 青少年组 

氮生记 北京市昌平实验中学 青少年组 

我是苏菲 山西省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青少年组 

急速前行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中学 青少年组 

为爱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青少年组 

彩虹去哪儿了 绍兴科技馆 成人组 

代理妈妈 石嘴山市科技馆 成人组 

唐僧师徒遭“霾”记 重庆科技馆 成人组 

交通工具 GO！GO！GO！ 湖南省科学技术馆 成人组 

火星旅行社 武汉科学技术馆 成人组 

优秀奖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组别 

未来没有雾霾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商业幼儿园 幼儿组 

香菇变身记 张家港市妙桥幼儿园 幼儿组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第

二幼儿园 
幼儿组 

黑猫警长新编----谁偷

吃了我的庄稼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第二小

学 
青少年组 

受伤的北极之光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第二小学

校 
青少年组 

朋友圈里传开了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百草园小学 青少年组 

深海来客 江苏省海门市三阳小学 青少年组 

谁是真正的太阳 FANS 江苏省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青少年组 

地震来了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 青少年组 

未来水世界 江苏省海门市三星小学 青少年组 

垃圾总动员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厂小学 青少年组 

二十年后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中心小学 青少年组 

北极熊找家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青少年组 

小魔女送信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青少年组 



东游记之唐僧回家 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马安小学 青少年组 

甩一甩 云南省马关县第二小学 青少年组 

科学少年说 云南省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青少年组 

地球也是我们的家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维摩乡维摩小学 青少年组 

失效的“神药”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三小学 青少年组 

假如给我七天生命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三小学 青少年组 

二零五零超级学校 云南省昆明西山区求实小学 青少年组 

旋转的陀螺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总校第三小学 青少年组 

地球精灵 甘肃省永靖刘化学校 青少年组 

校园招聘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和政路小学 青少年组 

爷爷的新拐杖 甘肃省临夏市实验第二小学 青少年组 

智能教师争霸赛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第七小学 青少年组 

神奇的啊呆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城关第六小学 青少年组 

孙悟空寻找花果山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城关第五小学 青少年组 

智能总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第二小学 青少年组 

绿色王国历险记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实验小学 青少年组 

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时

代的思想者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第六小学 青少年组 

全域沉眠 天津市第一中学滨海学校 青少年组 

欢乐佳庭行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巴江中学 青少年组 

为你所 AI 云南省玉溪第一中学 青少年组 

科学照亮生活 甘肃省广河县回民第二中学 青少年组 

刷脸的考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青少年组 

小麋鹿回家记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成人组 

最后的审判 辽宁省科学技术馆 成人组 

杯酒释“英雄” 绍兴科技馆 成人组 

科迷之家 绍兴科技馆 成人组 

地球卫士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科学技术馆 成人组 

藏羚羊的请求 青海省科技馆 成人组 

魔法学校 青海省科技馆 成人组 

会有小智帮我爱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馆 成人组 

梦游二维世界 乌鲁木齐市科学技术馆 成人组 

  



 

科学秀表演获奖名单 

一等奖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科学脱口秀 厦门科技馆管理有限公司 

玩爆气球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德胜小学 

二等奖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魔法泡泡秀 江西省科学技术馆 

科学家 PK 女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十四小学 

乐“磁”不疲 绍兴科技馆 

三等奖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月亮的味道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神奇的杯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玛纳斯县第二小学 

神奇的液氮 延安市科学技术馆 

四两拨千斤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青少年科技馆 

优秀奖 

作品名称 获奖单位 

塑料杯留声机 桂林市创坊教育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激光乐器秀——云宫迅音 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 

看不见的祝福 榆林市科学技术馆 

无所不在的大气压力 乌鲁木齐市科学技术馆 

美好生活 绍兴科技馆 

“看见”空气 重庆科技馆 

 

  



 

科学演绎达人奖获奖名单 

表演者 出演剧目 

刘馨璐 湿地的春天 

陈子硕 “大显身手”动物大会 

何开芃 卡拉麦里的主人 

王自珩 小蚂蚁天坑历险记 

迪力扎提·阿力木江 小蝴蝶与含羞草 

龙云雨 青春修炼曲 

袁星宇 迷悟 

罗斯文 王后的魔法球 

李韫祺 科学脱口秀 

赵力蒴 科学家 PK 女巫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甘肃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广西省乐业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江苏省科学技术馆 

宁夏科技馆（宁夏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新疆玛纳斯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云南省富源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紫玉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奖名单 

单位 指导老师 指导作品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何文轶、韩光熙 苍穹下的梦想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林媛媛、刘丰 黑暗中的朋友 

北京市海淀区星火小学 王婧妤 重建未来 

北京博源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李军华、叶培霖 宝藏 

北京市昌平实验中学 张静、刘红蕾 氮生记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

校 
刘稳 为爱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水车园小

学 
金艳、张宁宁、刘思辰 Hello Al Word 

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玛纳斯县

第二小学 
王红 、路刚、李有琴 我在火星种棵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十

四小学 
陈建明、牛晓松、杨翌 卡拉麦里的主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第一

小学 
逄增文、张莹、耿昌威 小蝴蝶与含羞草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

校 
齐洪、岳丹、王成迎 未来在你手中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

紫玉小学 
杨玲芳、杨赵文、杨武、娄玉泉 花青素，变变变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第十八

中学 
蒙兰荣、王晶、凌波 青春修炼曲 

辽宁省葫芦岛第二实验小学 王妲、李一楠 湿地的春天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德胜小学 皇甫宣政、吴道敬 玩爆气球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城第一小学 黄耀磊、金咏虹、张  星 
小蚂蚁天坑历险

记 

贵州省都匀市第三完全小学 余昌玲、吴帮俊、罗乾美、汪云 
智能学生机器人

进课堂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山湖花园小学 
王静慧、金丽雯、沈佳辉 灭蝗记 

辽宁省葫芦岛第二实验小学 栗丹、李一楠 核你在一起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第五

小学 
席占银、来学峰、金丽芹 妈妈的心愿 

山西省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张小兵、王茜 我是苏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玛纳斯

县第二小学 
发子璇、王传良 、林海燕 神奇的杯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十

四小学 
仲燕、韩伟伟、黄生武 科学家 PK 女巫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鹿阜中学小

学部 
赵敏、赵艳、娄惠英 致命抗生素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

鹿阜中学 
毛迅 、毕娟 、金宏 极速前行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

镇中心小学 
余平津、陈忠新、杨彦昌 

遗落人间的人参

果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灵山书院 王奇尔、傅孝杰 人工？智能？ 

浙江省嵊州市剡溪小学 商珊珊、姚赛英 
“大显身手”动物

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