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书编号 市 县 别 项目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学籍所在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px003 汉中市 汉台区 高中 创新未来设计 智能台灯 唐佳倩 汉中市汉台中学 刘何君 一等奖

px005 汉中市 西乡县 小学 电子板报 多彩校园 穆晓琳 西乡县城北小学 程兴飞 一等奖

px012 汉中市 南郑县 初中 电脑绘画 影子 柴思佳 南郑县铁佛中学 何苗 一等奖

px023 汉中市 镇巴县 初中 创意编程 质点运动 何镇 镇巴县泾洋初级中学 马良信 一等奖

px027 西安市 未央区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纪念长征80周年活动 仝娟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李想 一等奖

px028 西安市 未央区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舌尖上的四川—食堂中的川菜窗口 周萌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高迪 一等奖

px029 西安市 未央区 小学 电脑绘画 七彩世界 白一辰 西安经开第一小学 耿媛媛 一等奖

px030 西安市 未央区 小学 电脑绘画 我和动物是好朋友 杨雨嘉 西安经开第一小学 朱磊 一等奖

px034 西安市 市直属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果汁饮料盒产品设计 杜喆语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房嫄媛 一等奖

px035 西安市 市直属 高中 未来智造设计 中国星际探测器 杨怡蕊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房嫄媛 一等奖

px045 西安市 莲湖区 高中 微电影 剑胆琴心 袁一博 西安市第一中学 曹伟 一等奖

px046 西安市 莲湖区 高中 网页设计 剪贴世界 万雨凡 西安市第一中学 曹伟 一等奖

px055 西安市 雁塔区 初中 网页设计 马路上的虚情假意 李梓萌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党斌 一等奖

px056 西安市 雁塔区 初中 网页设计 是谁让地球发烧？ 高子菡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王博 一等奖

px062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脑绘画 海洋天堂 刘锦恒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王渭汉 一等奖

px063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师恩如歌 武浩楠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王渭汉 一等奖

px069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2016校园生活 龚涵钰 西北大学附属小学 刘岗 一等奖

px070 西安市 碑林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音乐艺术节视觉识别系统 禚烨淇 西安市铁一中学 陈杰 一等奖

px071 西安市 碑林区 高中 H5微场景创作 西安铁一中：给你最适合的教育 李婧怡 西安市铁一中学 杨经纬 一等奖

px073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子板报 阳光小报 李宗泰 西安交大阳光小学 姚瑾媛 一等奖

px076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奶奶的花馍 樊祎琛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李心茹 一等奖

px077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我心中的英雄 张兴志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李心茹 一等奖

px078 西安市 碑林区 高中 网页设计 探究浐河 库逸龙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朱迎春 一等奖

px085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子板报 快乐成长 喻子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王路平 一等奖

px086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网页设计 绳舞飞扬 孙绍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侯隽 一等奖

px090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我的青春我做主 张琳梓 西安铁一中分校 芦萍 一等奖

px095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雨中的伞 李阳凡 西安铁一中国际合作学校 芦萍 一等奖

px100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爱 李雨璇 西安尊德中学 李毅 一等奖

px104 西安市 灞桥区 初中 电脑绘画 丝路遐想 吴芳逸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李纯 一等奖

px105 西安市 灞桥区 初中 电脑绘画 蓝天归来 王聪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牛婧媛 一等奖

px106 西安市 灞桥区 高中 未来智造设计 多功能学习桌 刘冲越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赵莹 一等奖

px113 西安市 灞桥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 郞玉涵 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殷飞 一等奖

附件1：

陕西省第十七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评选类作品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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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123 延安市 延长县 高中 网页设计 心灵驿站 高静学 延长县中学 崔子波 一等奖

px124 延安市 延长县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踏青 呼泽飞 延长县中学 冯曹琴 一等奖

px128 延安市 宜川县 初中 电脑动画 幸福文明伴我行 范一博 宜川县初级中学 宋耿 一等奖

px137 安康市 石泉县 小学 电脑绘画 我们的课堂 严晓芬 石泉县后柳镇中心小学 谭明辉 一等奖

px139 安康市 石泉县 小学 电脑动画 小猴子下山 付怡然 石泉县后柳镇中坝小学 毛威 一等奖

px144 安康市 石泉县 中职 H5微场景创作 校园的水杉树 杜贵红 石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李相权 一等奖

px146 安康市 石泉县 初中 网页设计 地震知识网 张石泉 石泉县熨斗初级中学 牟靖 一等奖

px148 安康市 平利县 小学 电脑绘画 陪伴是最好的爱 张佳瑞 平利县城关第三小学 李海莉 一等奖

px149 安康市 市直属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生活 邹鑫琳 安康市第一小学 王生、王飞 一等奖

px165
杨凌示

范区
区直属 小学 电子板报 天下只有三件事 闫锦华 杨凌高新小学 汤炳文 一等奖

px176 宝鸡市 市直属 初中 创意编程 电子错题集 张立宸 宝鸡市第一中学 尉然 一等奖

px182 宝鸡市 岐山县 小学 电子板报 小荷快讯（交通安全特刊） 卢柳雪儿 岐山县城关小学 苏芳娣 一等奖

px194 宝鸡市 渭滨区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多功能计算器 黄禄轩 宝鸡市长岭中学 晁沛 一等奖

px195 宝鸡市 渭滨区 小学 电脑绘画 书中自有黄金屋 安炳吉 宝鸡市烽火中学 张蔚 一等奖

px199 宝鸡市 渭滨区 小学 电子板报 正在消失的民间工艺 卢程冬 渭滨区五处学校 何晓英 一等奖

px200 宝鸡市 渭滨区 小学 创意编程 过马路 王朴暄 渭滨区经二路小学 李婉瑜 一等奖

px205 咸阳市 市直属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DEMO操作系统 牛志宏 咸阳市实验中学 赵旭辉 一等奖

px206 咸阳市 市直属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博人的任务 潘蓬勃 咸阳市实验中学 赵旭辉 一等奖

px219 省直属 中职 电脑艺术设计 寿建新“蝴蝶博物馆”纪念品艺术设计 金炜杰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柯楠 一等奖

px220 省直属 中职
电脑动画（二

维）
来来往往 张衡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柯楠 一等奖

px221 神木县 神木县 高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高中life 康涵惠 神木县第七中学 李娟萍 一等奖

px226 商洛市 山阳县 高中 微电影 滑板少年 张栓 山阳县中村中学 杨楠 一等奖

px229 商洛市 山阳县 高中 微电影 与爱同在 武珑焯 山阳县城区第三初级中学 李云波 一等奖

px232 商洛市 洛南县 小学 电脑绘画 美丽的田野 罗意翔 洛南县西街小学 王雯 一等奖

px236 商洛市 商南县 初中 电脑动画 最后一滴水 陈垠菘 商南县初级中学 王敬敬 一等奖

px237 商洛市 商南县 初中 创意编程 WoWo个人小助手 苏钰清 商南县初级中学 王敬敬 一等奖

px238 商洛市 商南县 初中 电脑动画 童年逐帧动画 姚旭 商南县金丝峡镇梁家湾九年制学校 刘军 一等奖

px239 商洛市 镇安县 初中 电脑动画 汽油机模型及工作原理 朱富坤 镇安县木王初级中学 李正坤 一等奖

px240 商洛市 镇安县 中职 电脑艺术设计 企业VI设计 聂光武 镇安县职业高级中学 赵玲 一等奖

px253 渭南市 华州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彩色制衣机 熊艺涵 华州区城关小学 郑菁 一等奖

px254 渭南市 华州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多功能餐车 张子心 华州区城关小学 潘莹 一等奖

px255 渭南市 华州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孝心在行动 赵苡涵 华州区城关小学 潘莹 一等奖

px262 渭南市 合阳县 高中 H5微场景创作 校园梦 杨子龙 合阳中学 张栋 一等奖

px269 渭南市 临渭区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爱交中 范晓蕊 渭南市临渭区交斜镇初级中学 贺文囡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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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270 渭南市 临渭区 小学 电脑绘画 我的旅行 苏冠文 渭南市临渭区贠张逸夫小学 雷幸 一等奖

px273 渭南市 澄城县 初中 电脑绘画 向往 王珂 澄城县赵庄镇初级中学 孙悦新 一等奖

px285 榆林市 榆阳区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们的校园 高一禾 榆林市第一中学分校 余林山 一等奖

px293 榆林市 横山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塞北影像 高凤 横山区第四中学 粱喜龙 一等奖

px001 汉中市 市直属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文明住在我心里 周淑卉 汉中市四〇五学校 张红 二等奖

px004 汉中市 汉台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尾气转换机 唐佳欣 汉中市青年路小学 徐永哲 二等奖

px006 汉中市 西乡县 高中 网页设计 美丽的西乡 杨泽立 西乡县第一中学 肖应举 二等奖

px007 汉中市 城固县 小学 电脑绘画 大丰收 袁榕珮 城固县考院实验小学 肖云 二等奖

px008 汉中市 城固县 小学 电脑绘画 祖孙情 刘轩 城固县朝阳小学 赵瑞 二等奖

px009 汉中市 南郑县 小学 创意编程 从天而降 刘依飞 汉中市龙岗学校 赵俊、高原 二等奖

px010 汉中市 南郑县 小学 电脑绘画 家乡美丽的油菜花 吴凡 南郑县两河镇中心小学 张朝勇 二等奖

px015 汉中市 勉县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韵之灵舞蹈社团徽标 夏佳伟 勉县武侯中学 徐颖龙 二等奖

px016 汉中市 勉县 高中 网页设计 茶文化专题网站 张一飞 勉县武侯中学 徐颖龙 二等奖

px020 汉中市 镇巴县 小学 电脑动画 最好吃的蛋糕 陈春宏 镇巴县三元中心小学 谢琳 二等奖

px021 汉中市 镇巴县 小学 网页设计 生命   生命 杨家忻 镇巴县泾洋中心小学 张泽军 二等奖

px024 西安市 长安区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青春不散场 吕晨兆 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道初级中学 陈敏娟 二等奖

px025 西安市 长安区 小学 创意编程 面积计算小助手 张泽轩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小学 牛东亚 二等奖

px026 西安市 未央区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中国首位自然科学诺贝奖得主屠呦呦 刘子瑞 西安市经开市第一中学 高迪 二等奖

px031 西安市 未央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夜色 李思萌 西安经开第一小学 耿媛媛 二等奖

px032 西安市 未央区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手机游戏——坦克大战 董子毅 西安高级中学 陆裕元 二等奖

px033 西安市 未央区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手机工具——MClock 王旭 西安高级中学 陆裕元 二等奖

px036 西安市 市直属 初中 电脑绘画 镜像 齐可涵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房嫄媛 二等奖

px037 西安市 市直属 初中 电脑动画 亭亭如盖 王伊楠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房嫄媛 二等奖

px047 西安市 莲湖区 高中 微电影 一名中学生的创客之路 李诚信 西安市第一中学 曹伟 二等奖

px048 西安市 莲湖区 高中 微电影 中国年 张弘霖 西安市第一中学 王建国 二等奖

px054 西安市 阎良区 小学 电脑动画 垃圾分类的奥秘 冯佳庆 阎良区粟邑小学 臧丽娜 二等奖

px057 西安市 雁塔区 初中 网页设计 屏幕下的杀手 车金泽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党斌 二等奖

px059 西安市 雁塔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魅力西安 杨灏皓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李 超 二等奖

px061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脑动画 同呼吸 共命运 史周依依 西工大锦园实验小学 汪杰 二等奖

px064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垃圾”换新衣 郭林朗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郭丽媛 二等奖

px065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地球，我的泪 潘昱辰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王渭汉 二等奖

px067 西安市 碑林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晨听秋雨 周林星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刘利丽 二等奖

px072 西安市 碑林区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遗传实验室 乔袁飞龙 西安市铁一中学 艾庆兴 二等奖

px074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家在何方 雷明阳 西安交大阳光小学 姚瑾媛 二等奖

px079 西安市 碑林区 高中 微电影 向心力 何铠博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朱迎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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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081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脑绘画 美丽的家乡 陈麒好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楚辉 二等奖

px083 西安市 碑林区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智能测速报警装置 王启哲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张新 二等奖

px087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子板报 课堂内外 董禹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赵楠 二等奖

px088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子板报 见证成长 侯沛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赵欢 二等奖

px091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无奈的小鸟 赵子昊 西安铁一中分校 聂现云 二等奖

px092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海边 李卓雨 西安铁一中分校 聂现云 二等奖

px093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偶像 刘朔辰 西安铁一中分校 杨丽芳 二等奖

px096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动画 还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宋泽瑞 西安理工大附中 高媛 二等奖

px097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动画 愚公移山 李祖明 西安理工大附中 高媛 二等奖

px101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收获 王潇 西安尊德中学 白洁 二等奖

px107 西安市 灞桥区 初中 创意编程 基于人脸识别的掌上签到应用 杨洋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牛婧媛 二等奖

px108 西安市 灞桥区 初中 创意编程 中国地理辅助学习软件 刘毓东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二等奖

px114 西安市 灞桥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生活 胡耀家 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殷飞 二等奖

px115 西安市 灞桥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穆佳彤 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殷飞 二等奖

px116 西安市 灞桥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校园生活 张紫彤 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殷飞 二等奖

px122 延安市 延川县 小学 电脑绘画 上天去游玩 都琳丹 延川县南关小学 李娟 二等奖

px125 延安市 延长县 小学 电脑绘画 中华魂 康佳瑞 延长县呼家川完全小学 刘栓 二等奖

px126 延安市 宝塔区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临镇中学 黄瑞杰 延安市宝塔区临镇初级中学 李博 二等奖

px129 延安市 宜川县 小学 电子板报 校园周报 王思睿 宜川县城关小学 刘玲 二等奖

px134 安康市 石泉县 初中 网页设计 我爱古诗词 吴学梅 石泉后柳初级中学 张文超 二等奖

px135 安康市 石泉县 初中 网页设计 我的家乡石泉十美 陈贤宇 石泉后柳初级中学 张文超 二等奖

px140 安康市 石泉县 高中 H5微场景创作 校园艺术节邀请函 王恒 石泉县江南中学 汪峰 二等奖

px145 安康市 石泉县 中职 H5微场景创作 那年军训 张恒 石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李相权 二等奖

px154 安康市 汉滨区 小学 电子板报 菁菁校园 王英杰 汉滨区恒口镇袁庄小学 石磊 二等奖

px155 安康市 宁陕县 高中 微电影 我的乐队——Mental  Ray 黄润盛 宁陕县宁陕中学 蒙伟 二等奖

px156 安康市 宁陕县 小学 电脑绘画 板栗收装机 伍伟嘉 宁陕县江口小学 陈娟 二等奖

px160 安康市 紫阳县 初中 电脑绘画 升迁有道 李子尚 紫阳中学初中部 邓雅丽 二等奖

px161 杨凌示范区区直属 初中 电脑绘画 创意动漫人物 张宏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王红艳 二等奖

px172 宝鸡市 凤县 初中 创意编程 三角形解题方法 彭宵 凤县凤州初级中学 郭伟 二等奖

px175 宝鸡市 凤翔县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弹道修正1.2 李乐 凤翔县凤翔中学 陈芳娟 二等奖

px177 宝鸡市 市直属 初中 创意编程 数制转换 朱懿德 宝鸡市第一中学 王雪梅 二等奖

px178 宝鸡市 市直属 初中 电脑动画 陪伴 盛华琳 宝鸡市第一中学 王雪梅 二等奖

px183 宝鸡市 陇县 中职 电脑艺术设计 薯片包设计 张梅梅 陇县职业教育中心 边靖 二等奖

px185 宝鸡市 陇县 初中 创意编程 点餐系统 王卓 陇县曹家湾中学 米文平 二等奖

px186 宝鸡市 陇县 高中 网页设计 带你体验陇州社火的精彩 曹宇宁 陇县第二高级中学 韩江洁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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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187 宝鸡市 陈仓区 小学 电子板报 千渭之星 田文姝 宝鸡市陈仓区千渭小学 杜少飞 二等奖

px192 宝鸡市 眉县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太白山尚境温泉休闲文化 杨乐 眉县槐芽中学 吴小伟 二等奖

px197 宝鸡市 渭滨区 初中 电脑绘画 遐想的外国人 翟姚俊喆 宝鸡市新建路中学 周芳 二等奖

px198 宝鸡市 渭滨区 初中 电脑绘画 骑行故宫 朱思颖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子弟学校 李洁 二等奖

px207 咸阳市 市直属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块砖游戏 坚增印 咸阳市实验中学 赵旭辉 二等奖

px211 咸阳市 兴平市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生活 陈博豪 金城实验学校 宋平萍 二等奖

px212 咸阳市 秦都区 小学 电脑绘画 未来校园新科技 王勃越 陕西师范大学金泰丝路花城学校 白延玲 二等奖

px213 咸阳市 彬县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魏怡 陕西省彬县新民中学 朱雪萍 二等奖

px215 咸阳市 彬县 初中 电脑绘画 成就蓝天 吴玉荷 彬县公刘中学 李萍萍 二等奖

px216 咸阳市 彬县 初中 电脑绘画 雨润荷花 田晔 彬县龙高初级中学 仙文刚 二等奖

px222 神木县 神木县 高中 H5微场景创作 七中，我爱你 白雪 神木县第七中学 李娟萍 二等奖

px223 铜川市 王益区 高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们的校园生活 程瀚洋 铜川矿务局第一中学 陈明瑛 二等奖

px224 铜川市 宜君县 初中 网页设计 幻想星空 李正阳 宜君县尧生中学 范宝宝 二等奖

px227 商洛市 山阳县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生活 王白洋 山阳县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郭仓 二等奖

px233 商洛市 洛南县 小学 电脑绘画 暖春 刘馨悦 洛南县西街小学 杨秀玲 二等奖

px235 商洛市 商州区 初中 电脑绘画 梅 陈锦豪 陕西省商丹高新学校 吕江虹 二等奖

px243 韩城市 韩城市 小学 电脑绘画 荷花 周茜妍 韩城市新城区第三小学 薛红侠 二等奖

px244 韩城市 韩城市 小学 电脑绘画 春趣 马浚苇 韩城市新城区第三小学 薛红侠 二等奖

px247 渭南市 白水县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校园活动 陈佳乐 冯雷镇小学中心校 李婧妤 二等奖

px250 渭南市 市直属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四季校园美如画 詹峥艳 渭南初级中学 丁辉 二等奖

px256 渭南市 华州区 小学 电脑绘画 春的旋律 吉逸宸 华州区城关小学 郑菁 二等奖

px257 渭南市 华州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剩饭转换机 梅靖涵 华州区城关小学 郑菁 二等奖

px258 渭南市 华州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华州皮影戏 吕贝蕾 华州区城关小学 陈楠 二等奖

px259 渭南市 华州区 小学 电脑绘画 智能手语转换机 杜李一一 华州区城关小学 陈楠 二等奖

px263 渭南市 合阳县 高中
电脑动画（二

维）
防范雾霾从我做起 王轩 合阳县合阳中学 张栋 二等奖

px264 渭南市 合阳县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晨光听力训练 侯晨光 合阳县合阳中学 陈珮 二等奖

px267 渭南市 合阳县 初中 电脑绘画 守望 马国豪 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 房勇 二等奖

px268 渭南市 合阳县 小学 电脑绘画 让环保与健康同行 范雨萌 合阳县路井镇中心小学 张小丽 二等奖

px275 榆林市 米脂县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小小升旗手 李松涛 米脂县第三中学 刘昊 二等奖

px276 榆林市 米脂县 初中 电脑绘画 环保岛 郭超 米脂第三中学 折焕平 二等奖

px277 榆林市 米脂县 初中 未来智造设计 未来智能环保节能住宅 杜智源 米脂第三中学 董延育 二等奖

px279 榆林市 神木县 初中 网页设计 文学天地网页 苏科杰 神木县锦界中学 白梅 二等奖

px282 榆林市 绥德县 初中 电脑动画 校园互帮互助 马博宇 绥德中学 封龙 二等奖

px283 榆林市 绥德县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中国强则中国少年更强 李锦凯 绥德中学 李艳飞 二等奖

px288 榆林市 榆阳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我们的青春 王余庭 榆林市第三中学 孙丹丹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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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291 榆林市 靖边县 小学 网页设计 靖边丹霞地貌 张虔 靖边县第二小学 张继元 二等奖

px292 榆林市 横山区 初中 电脑绘画 东方红 心中的激情 曹永涛 横山区第三中学 高永成 二等奖

px294 榆林市 横山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芦河沙地苹果 李雨姝 横山区第四中学 粱喜龙 二等奖

px295 榆林市 横山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陕北女娃娃 刘张芳 横山区第四中学 粱喜龙 二等奖

px002 汉中市 市直属 小学 创意编程 换装游戏 王俣宁 陕西省汉中师范附属小学（本部） 徐玎 三等奖

px011 汉中市 南郑县 小学 电脑绘画 山村人家 李思源 南郑县城关小学 章志强 三等奖

px013 汉中市 南郑县 小学 电子板报 校园生活 赖星慧 南郑县新集镇铁峪九年制学校 李刚 三等奖

px014 汉中市 勉县 高中 网页设计 菜豆腐中的化学 曹亦礼 勉县九冶中学 庄丽梅 三等奖

px017 汉中市 洋县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校园安全关乎你我 刘雨山 汉中市四〇五学校 张红 三等奖

px018 汉中市 洋县 初中 电脑绘画 教室设计 孙利阳 洋县马畅初级中学 刘小民 三等奖

px019 汉中市 略阳县 小学 电脑绘画 自动洒雨机 郑铭扬 略阳县何家岩镇中心小学 袁方华 三等奖

px022 汉中市 镇巴县 小学 网页设计 可爱的校园 刘英琦 镇巴县泾洋中心小学 张泽军 三等奖

px038 西安市 市直属 初中 电脑绘画 一剪梅 张信爱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李青青 三等奖

px039 西安市 市直属 初中 电脑绘画 城中林 张欣楠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房嫄媛 三等奖

px040 西安市 沣东新城 小学 电脑绘画 花海 李司佳 沣东新城凹里小学 王颖 三等奖

px041 西安市 周至县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世界四方任你流浪>书籍装帧设计 范紫怡 周至中学 杨茂 三等奖

px042 西安市 临潼区 初中 电脑绘画 传承 张奕弛 西安市临潼区任留初级中学 杨双龙 三等奖

px043 西安市 莲湖区 小学 创意编程 小小动物园电子科普小程序 胡奕可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学 郭文雅 三等奖

px044 西安市 莲湖区 小学 电脑绘画 期盼蓝天创意画创意画 邵伟航 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学 郭文雅 三等奖

px049 西安市 莲湖区 高中 微电影 曾经沧海难为水 靳聿佳 西安市第一中学 王建国 三等奖

px050 西安市 莲湖区 高中 微电影 学有娱力 张静雯 西安市第一中学 李鑫 三等奖

px051 西安市 莲湖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周至邮品设计 张鹤译 西安市第一中学 曹伟 三等奖

px052 西安市 高陵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绿色环保电池 孙昊帅 高陵区第三中学 康博 三等奖

px053 西安市 阎良区 小学 电脑动画 请分类投放垃圾 王颖彤 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中心小学 刘江锋 三等奖

px058 西安市 雁塔区 初中 电脑动画 致我们的金色年华 孟庆昕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 冯彦 三等奖

px060 西安市 雁塔区 小学 电脑绘画 绿地毯 刘唯佳 陕西师范大学金泰假日花城小学 姚蓓 三等奖

px066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城市之花 周桐言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融侨分校 王渭汉 三等奖

px068 西安市 碑林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时间煮雨 徐宁泽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刘利丽 三等奖

px075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脑动画 圆圆和方方 骞若瑜 西安交大阳光小学 姚瑾媛 三等奖

px080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网页设计 一缕阳光 王晨曦 西安交大阳光中学 朱迎春 三等奖

px082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网页设计 保护环境 王伊可容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贾海滨 三等奖

px084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黄雀啼深秋 韩佳阳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李薇薇 三等奖

px089 西安市 碑林区 小学 电子板报 点滴绘生活 赵恒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刘艳利 三等奖

px094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读走人生 王祚儿 西安铁一中分校 景如鑫 三等奖

px098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动画 一个思想母亲的孩子 赵星宇 西安理工大附中 高媛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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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099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动画 井盖没了 李云梦 西安理工大附中 高媛 三等奖

px102 西安市 碑林区 初中 电脑绘画 憧景 徐可 西安尊德中学 白洁 三等奖

px103 西安市 灞桥区 高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生活 姚激扬 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 张伟 三等奖

px109 西安市 灞桥区 初中 电脑动画 回家过年 李征钊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牛婧媛 三等奖

px110 西安市 灞桥区 初中 电脑动画 运动的时间去哪儿呢？ 白宇宗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牛婧媛 三等奖

px111 西安市 灞桥区 初中 电脑绘画 球场争锋 吉煜锟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常娟 三等奖

px112 西安市 灞桥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新年好 李子豪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赵莹 三等奖

px117 西安市 灞桥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校园生活 温翔皓 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闫婧 三等奖

px118 西安市 灞桥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 张语娜 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殷飞 三等奖

px119 西安市 灞桥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美丽校园 卜瞾琳 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殷飞 三等奖

px120 西安市 灞桥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 杨昕 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 殷飞 三等奖

px121 延安市 延川县 初中 网页设计 魅力陕北 程佳豪 延川县延远中学 梁向明 三等奖

px127 延安市 宝塔区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生活 张雷 延安市宝塔区临镇初级中学 李博 三等奖

px130 延安市 洛川县 小学 电子板报 热爱环保参与环保 吴浩煜 洛川县凤栖镇北关小学 辛红珍 三等奖

px131 延安市 洛川县 小学 电脑绘画 年味 贾雯静 洛川县凤栖镇北关小学 辛红珍 三等奖

px132 延安市 黄龙县 小学 电子板报 绿色时空 胡文盼 黄龙县范家卓子中心小学 王莎 三等奖

px133 延安市 黄陵县 小学 电子板报 趣味数学 孙怡欣 黄陵县隆放中心小学 李青 三等奖

px136 安康市 石泉县 高中 微电影 小王子 刘洋 石泉县石泉中学 喻荣恒 三等奖

px138 安康市 石泉县 小学 电脑动画 塑料袋的奇幻旅程 陈先瑞 石泉县后柳镇中心小学 毛毅 三等奖

px141 安康市 石泉县 小学 电脑绘画 热闹的老街县衙 刘伊贝 石泉县城关第一小学 陈小华 三等奖

px142 安康市 石泉县 小学 电脑绘画 树屋 张潇予 石泉县城关第二小学 张丽娟 三等奖

px143 安康市 石泉县 初中 电脑绘画 大丰收 柯友杰 石泉县饶峰九年制学校 胡德伟 三等奖

px147 安康市 平利县 初中 网页设计 五讲教育 刘洁 平利县广佛镇初级中学 王超 三等奖

px150 安康市 汉阴县 初中 电脑绘画 好孩子是打出来的吗？ 李凯 汉阴县月河初级中学 何远兴 三等奖

px151 安康市 汉阴县 小学 电脑绘画 文峰塔下赛龙舟 严静怡 汉阴县实验小学 丁洁 三等奖

px152 安康市 汉阴县 小学 电脑绘画 孝敬长辈 吴怡恒 汉阴县实验小学 丁洁 三等奖

px153 安康市 汉阴县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留守.不孤独 钟梓怡 汉阴县铁佛初级中学 敖堃 三等奖

px157 安康市 宁陕县 初中 网页设计 美丽的蒲河 林镶 宁陕县蒲河九年制学校 唐志康 三等奖

px158 安康市 旬阳县 小学 创意编程 Go to the zoo 张馨睿 旬阳县城关第二小学 张树群 三等奖

px159 安康市 旬阳县 高中
电脑动画（二

维）
都是手机惹的祸 雷世航 旬阳县神河中学 李成森 三等奖

px162 杨凌示范区区直属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WATER 马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姬燕 三等奖

px163 杨凌示范区区直属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FREE or DOOM？ 宋昊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姬燕 三等奖

px164 杨凌示范区区直属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文件夹打包程序 任宇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姬燕 三等奖

px166
杨凌示

范区
区直属 小学 电子板报 多彩的校园 宋煜泽 杨凌高新小学 马丽 三等奖

px167 府谷县 府谷县 初中 创意编程 心算练习 郝春博 府谷县第二初级中学 王小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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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168 府谷县 府谷县 初中 创意编程 小飞机大作战 杨田雨 府谷县第二初级中学 王小平 三等奖

px169 府谷县 府谷县 初中 创意编程 鸡蛋，我的 张凯杰 府谷县第二初级中学 王小平 三等奖

px170 府谷县 府谷县 初中 创意编程 蝙蝠踢足球 李薪宇 府谷县第二初级中学 王小平 三等奖

px171 宝鸡市 太白县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灯笼（三阳开泰） 叶梓 太白县太白中学 张婷 三等奖

px173 宝鸡市 凤县 小学 网页设计 美丽的家乡 文浩轩 凤县黄牛铺镇中心小学 权安乐 三等奖

px174 宝鸡市 凤县 小学 电脑绘画 校园足球联赛 何欣桐 凤县新建路小学 赵倩 三等奖

px179 宝鸡市 市直属 初中 电脑动画 蝌蚪级 雷鸣 宝鸡市第一中学 王雪梅 三等奖

px180 宝鸡市 扶风县 小学 电脑绘画 吉祥如意 张宇航 扶风县法门镇建和小学 唐兵科 三等奖

px181 宝鸡市 扶风县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文明用餐 赵宇航 扶风县第二高级中学 唐文强 三等奖

px184 宝鸡市 陇县 中职 电脑艺术设计 手提袋设计 高红霞 陇县职业教育中心 杨帆 三等奖

px188 宝鸡市 陈仓区 小学 H5微场景创作 西小-我成长的乐园 陈馨悦 宝鸡市陈仓区西堡小学 马亚亚 三等奖

px189 宝鸡市 陈仓区 小学 电脑绘画 端午画王 刘泽曦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小学 张宝云 三等奖

px190 宝鸡市 眉县 高中 H5微场景创作 眉县中学 冯立郎 眉县中学 赵阳 三等奖

px191 宝鸡市 眉县 小学 电脑绘画 忘返 牛一卜 眉县营头镇中心小学 王希敏 三等奖

px193 宝鸡市 眉县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白雪公主（小游戏） 何煜 眉县槐芽中学 高秋月 三等奖

px196 宝鸡市 渭滨区 小学 电脑绘画 放风筝 田梓阳 宝鸡市清姜小学 张欣 三等奖

px201 宝鸡市 渭滨区 初中 电脑绘画 背影 叶诗雨 渭滨区清姜路中学 张绪庆 三等奖

px202 咸阳市 三原县 初中 电脑动画 圣诞贺卡 孟文慧 三原县东郊中学 张建栋 三等奖

px203 咸阳市 三原县 小学 电脑绘画 多功能房车 韩楚瑶 三原县池阳小学 康丽 三等奖

px204 咸阳市 长武县 高中 微电影 心灵的触碰 崔超 长武县中学 高宁 三等奖

px208 咸阳市 市直属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小组文化建设积分APP-Group Studio 王泽桢 咸阳市实验中学 赵旭辉 三等奖

px209 咸阳市 礼泉县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祖国在我心中 豆妍 礼泉县实验初中 张宇 三等奖

px210 咸阳市 礼泉县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校园元旦 罗晨博 礼泉县实验初中 张宇 三等奖

px214 咸阳市 彬县 初中 电脑动画 春意蓉蓉 李扬 陕西省彬县新民中学 李盈利 三等奖

px217 咸阳市 彬县 小学 电脑绘画 我是留守儿 马开来 彬县实验小学 杜芳 三等奖

px218 咸阳市 彬县 初中 电脑绘画 彬州2050 成海鹏 彬县新堡子初级中学 沈松 三等奖

px225 铜川市 新区 小学 电子板报 我们开学啦 何佳洋 铜川市新区平新明德小学 冯娇娇 三等奖

px228 商洛市 山阳县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My school file 王孝航 山阳县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郭仓 三等奖

px230 商洛市 丹凤县 初中 电脑动画 预防雾霾 孙岩 丹凤县龙驹初级中学 张喜珍 三等奖

px231 商洛市 洛南县 高中
电脑动画（二

维）
白鸽的遭遇 张克凡 陕西省洛南中学 张少杰 三等奖

px234 商洛市 洛南县 中职 H5微场景创作 15春计算机 穆浩鹏 洛南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赵亚文 三等奖

px241 韩城市 韩城市 小学 电脑绘画 新农村新变化 薛宇欣 韩城市板桥学校 吕倩婧 三等奖

px242 韩城市 韩城市 初中 网页设计 韩城--我的故乡 薛晨曦 韩城市新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薛林玉 三等奖

px245 韩城市 韩城市 小学 电脑绘画 哭了笑了 蔡孟袁 韩城市新城区第三初级中学 陈小燕 三等奖

px246 渭南市 白水县 小学 电脑绘画 童年的梦想 郝国荣 白水县城关镇胜利小学 高莉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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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248 渭南市 市直属 初中 创意编程 自动避障小车 王一帆 渭南市初级中学 张枝 三等奖

px249 渭南市 市直属 初中 创意编程 延时小灯泡 杨旭 渭南市初级中学 张枝 三等奖

px251 渭南市 市直属 初中 网页设计 用青春的激情诠释校园的风采 张天露 渭南初级中学 张枝 三等奖

px252 渭南市 市直属 初中 网页设计 一个线上申请移民的网站 王乙然 渭南初级中学 丁辉 三等奖

px260 渭南市 华州区 小学 电脑绘画 童年的记忆 梁敏怡 华州区城关小学 刘曼 三等奖

px261 渭南市 华州区 小学 电子板报 毓秀小学校报 武欣耀 华州区毓秀小学 武鹏 三等奖

px265 渭南市 合阳县 高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 飞行棋 徐婷 合阳县合阳中学 张宏 三等奖

px266 渭南市 合阳县 高中 微电影 一顿饭 陈博 合阳县合阳中学 康晓锋 三等奖

px271 渭南市 临渭区 小学 电脑绘画 蓝色梦想 王浩宇 渭南市临渭区贠张逸夫小学 朱丽娜 三等奖

px272 渭南市 临渭区 小学 电脑动画 摘一束鲜花给妈妈 孟闻星 渭南市临渭区育红小学 董亚欣 三等奖

px274 渭南市 澄城县 初中 电脑动画 Saving  The  Earth 高泽旭 澄城县赵庄镇初级中学 许永奇 三等奖

px278 榆林市 神木县 小学 电子板报 只有一个地球 王雅涵 神木县第二小学 武海潮 三等奖

px280 榆林市 高新区 小学 电脑绘画 榆林高新二小操场一角 贺柔柔 榆林高新区第二小学 袁志伟 三等奖

px281 榆林市 高新区 小学 电脑绘画 十二生肖系列 高梓超 榆林高新区第三小学 艾伊伦 三等奖

px284 榆林市 绥德县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保护环境海报（停止蚕食地球） 封少杰 绥德中学 李艳飞 三等奖

px286 榆林市 榆阳区 初中 未来智造设计 书桌 叶姿延 榆林市第一中学分校 刘占飞 三等奖

px287 榆林市 榆阳区 初中 H5微场景创作 我的校园日常 刘鑫 榆林市第一中学分校 张雨蓓 三等奖

px289 榆林市 榆阳区 高中 电脑艺术设计 完美的心态就是…接受不完美 王佳琦 榆林市第三中学 贾丹丹 三等奖

px290 榆林市 榆阳区 初中 创意编程 触碰小动画 李欣 榆林市第四中学 张瑞丽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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