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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第七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
获奖名单公示

根据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

市綦江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评选办法的通

知》（綦江府办发〔2017〕93号）文件和綦江区青少

年科技创新区长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綦江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评选工作细则（修订）

的通知》（綦青科办〔2019〕1号）文件精神，綦江区

第七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的申报评审工作于

2019年1月在全区中小学校全面展开。截今为止，

经学生个人申报，学校推荐，区教委审核，区青少

年科技创新区长奖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审等程序，

从全区34名申报学生中评出了20名第七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区长奖获奖学生，其中，“区长奖”10名；

“区长提名奖”10名。现就获奖学生相关情况公示

如下：

一、“区长奖”10名

1、刘黔渝，男，汉族，现年16岁，系綦江中学高

2020级22班学生。该生在校表现优异，爱好科技、

象棋、写作、阅读等，近年来，他积极参加各级举办

的科技竞赛活动并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8 年 7 月获第 13 届全国青少年

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迷宫赛（中学组）冠军

（一等奖）和机器人越野赛（中学组）一等奖；2018

年5月获第29届（上半年）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

大赛结构工程挑战赛二等奖；2018 年 1 月获第 28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航海模型对抗赛二

等奖；2018 年7月获第29 届重庆市科技模型大赛

綦江选拔赛一等奖；2018年1月 获第28届科技模

型大赛綦江选拔赛迷你飞船二等奖。

2、罗畅，男，汉族，现年12岁，系綦江区营盘山

小学六年级二班学生，并担任该班的班长。他勤

奋好学、品学兼优、乐观向上、爱好广泛、尊敬师

长、团结同学、做事执着、有毅力，是一个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获奖情况：2018年8月获第十九届“我爱祖国

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盐城号制

作”一等奖；2018 年 8 月获第十九届“我爱祖国海

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创意纸折帆船

载重竞速”二等奖；2018年8月获第十九届“我爱祖

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盐城号模

型航行赛”二等奖。

3、张玺宇，男，汉族，现年11岁，系綦江区文龙

小学五年级学生，现担任学校大队委员。他勤奋

好学，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劳动，有责任心，是位品

学兼优的好学生。近年来，该生在科学老师的悉

心辅导下，多次参加学校、区级、市级和国家级举

办的科技比赛活动，并获得可喜成绩。

获奖情况：2018年5月获重庆市第十九届电脑

制作机器人赛一等奖；2018年5月获重庆市第二十

九届科模赛一等奖；2018年7月获綦江区第四届中

小学科技节一等奖；2018年7月获全国第十九届电

脑制作机器人三等奖；2018 年7月获全国第13 届

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

4、王梓鑫，男，汉族，现年 10岁，系綦江区文龙

小学五年级3班中队长。他是个全面发展、待人诚

恳、乐于助人、活泼乐观、求思进取的好学生。多

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少先

队员”。近年来，该生多次参加学校、区级、市级和

国家级举办的科技比赛活动，并获得可喜成绩。

获奖情况：2018年7月，参加第13届全国青少

年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机器人迷宫赛获二等

奖；2018年5月获第29届（上半年）重庆市青少年

科技模型大赛结构工程挑战赛一等奖；2018年7月

获綦江区第四届中小学生科技节竞赛一等奖。

5、刘震宇，男，汉族，现年10岁，系綦江营盘山

小学四年级八班学生，担任班级科学课代表。他

品学兼优，热爱集体，积极向上，拥有良好的思想

品质，优异的学习成绩，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他

尤其热爱各类科学活动，近年来在科学老师的悉

心辅导下，他多次参加学校、区级、市级和国家级

举办的科技比赛活动，并获得可喜成绩。

获奖情况：2017年12月获第十三届青少年走

近科学世界“科学实验嘉年华”全国展示交流活动

“科学实验金质奖章”；2018年1月，获重庆市第十

四届少年儿童“争当小实验家”科学体验活动一等

奖；2018年5月获第二十九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

型大赛“三等奖”。

6、张艺凡，女，汉族，现年15岁，系重庆市綦江

中学高2021级16班学生。她爱思考，爱好科技、阅

读、美术、钢琴等，在学校团委担任宣传干事，担任

班团支部书记、化学科代表职务。该生多次参加

学校、区级、市级和国家级举办的科技比赛活动，

并获得可喜成绩。

获奖情况：2017年12月获全国第十三届青少

年走进科学世界“科学实验嘉年华”全国展示交流

活动“科学实验金质奖章”；2018年1月获得重庆市

十四届少年儿童“争当小实验家”科学体验活动一

等奖。

7、吴茜，女，汉族，现年 16岁，系重庆市綦江中

学高2021级2班学生。她爱好弹吉他、旅游、画画、

阅读、摄影等，在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征文比赛、

体育竞赛等活动中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7年12月获得全国第十三届青

少年走进科学世界“科学实验嘉年华”全国展示交

流活动“科学实验金质奖章”；2018年1月获得重庆

市十四届少年儿童“争当小实验家”科学体验活动

一等奖。

8、陈元豪，男，汉族，现年 15岁，系綦江区万兴

中学初三年级一班学生。他爱好科技、象棋、阅

读、摄影等，被同学们称为“科技小明星”，在科技

竞赛、作文比赛等活动中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8 年 5 月获第 33 届重庆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2018年4月获重庆市第八

届青少年科普征文大赛小学组三等奖；2018年5月

获第三届重庆市青少年科学素养大赛决赛初中组

二等奖；2018 年1月获第28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

模型大赛綦江选拔赛三等奖；2018年7月获綦江区

第四届中小学生科技节竞赛二等奖。

9、何亚倩，女，汉族，现年12岁，系綦江区打通

一小五（二）班学生，任学校大队委和该班中队

长。她有目标，有决心，学习成绩较好；她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兴趣小组，特别是在科技方面

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求知探索意识；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各项科技活动，并取得了较好成绩。

获奖情况：2018 年 5 月获第 33 届重庆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创新成果三等奖；2018年4月

获重庆市第八届青少年科普征文大赛小学组三等

奖；2018 年5月获第29 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

大赛綦江选拔赛一等奖；2018 年1月获第28 届重

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綦江选拔赛一等奖。

10、王浩，男，汉族，现年16岁，系綦江区三角

中学九年级1班学生。他爱好科技、阅读、探险、摄

影、游戏软件等，在科技竞赛活动中，他积极参加

学校等组织的各项科技活动，并在科技竞赛活动

中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8 年 5 月获第 29 届（上半年）重

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一等奖；2018年7月获綦

江区第四届中小学生科技节竞赛活动一等奖；2018

年1月获第28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綦江

选拔赛二等奖。

二、“区长提名奖”10名

1、封扬帆，女，汉族，现年12岁，系綦江区营盘

山小学六年级八班学生。她学习积极进取，勤奋

努力，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多次被学校评为

“三好学生”。她爱好科技、书法、体育、英语、阅

读、钢琴、羽毛球等，被同学们称为“科技小明星”，

在科技竞赛、思维竞赛、作文竞赛、钢琴比赛等活

动中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7年12月获得全国第十三届青

少年走进科学世界“科学实验嘉年华”全国展示交

流活动“科学实验金质奖章”；2018年1月获重庆市

十四届少年儿童“争当小实验家”科学体验活动二

等奖；2018年5月获第29届（上半年）重庆市青少

年科技模型大赛结构工程挑战赛三等奖。

2、蒋卓时，男，汉族，现年 11岁，系綦江区文龙

小学五年级3班学生。他爱好科技、阅读、探险、书

法、音乐、乒乓球等，被同学们称为“小科学家”；在

近年的科技模型赛、机器人竞赛、数学竞赛、听写

大赛、英语竞赛、书法比赛等活动中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8 年 7 月获第 13 届全国青少年

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保龄球赛二等奖；2018

年7月获第13届全国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

竞赛轨迹赛二等奖；2018 年7月获第29 届重庆市

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綦江选拔赛一等奖。

3、田野，男，汉族，现年11岁，现就读于綦江区

实验一小。该生性格活泼开朗、待人有礼，热爱科

学，品学兼优；在近年的科技竞赛等活动中多次获

奖。

获奖情况：2018 年 7 月获第 13 届全国青少年

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迷宫赛一等奖；2018年7

月获第13届全国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

保龄球赛二等奖；2018 年1月获第28 届重庆市青

少年科技模型大赛綦江选拔赛二等奖。

4、尹骊皓，男，汉族，现年10岁，系綦江区营盘

山小学五年级三班学生。他品学兼优，学习刻苦

认真、勤奋努力，成绩优秀；该生近年来在科学老

师的悉心辅导下，多次参加学校、区级、市级和国

家级举办的科技比赛活动，并获得可喜成绩。

获奖情况：2018年8月获第十九届“我爱祖国

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盐城号制

作”一等奖；2018 年 8 月获第十九届“我爱祖国海

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盐城号航行

赛”三等奖；2018年1月获得重庆市十四届少年儿

童“争当小实验家”科学体验活动三等奖；2018年7

月获第29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綦江选拔

赛三等奖。

5、温蕊嘉，女，汉族，现年11岁，系重庆市綦江

区陵园小学学生，她乐观开朗，阳光自信，是学校

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近年来，她积极参加各级举

办的科技竞赛活动，并在科技竞赛活动中多次获

奖。

获奖情况：2018 年 7 月获第 13 届全国青少年

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迷宫赛一等奖；2018年7

月获第13届全国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

保龄球赛二等奖。

6、黄林洋，男，汉族，现年19岁，系古南职业中

学2017级汽修4班学生，该生品学兼优，曾担任汽

修专业部团委副书记，多次获得校、区级表彰。在

专业学习、技能实训方面能力尤为突出，曾在市

级、国家级科技创新创业竞赛中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8年8月获2018“挑战杯--彩虹

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

7、陈声予，男，汉族，现年11岁，系綦江区南州

小学五年级六班学生。在学校担任大队委兼任班

上的副班长。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搞好学

习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科技竞赛活动，并取

得了较好竞赛成绩。

获奖情况：2017 年 11 月获 2017-2018 夏季国

际青少年机器人世锦赛中国赛区选拔赛一等奖；

2018年1月获得重庆市十四届少年儿童“争当小实

验家”科学体验活动三等奖。

8、余江豪，男，汉族，现年 15岁，系綦江区万兴

中学初二年级一班学生。曾担任班长、生活委员

等职务，他爱好科技、象棋、阅读、摄影等，被同学

们称为“科技小明星”，近年来，他积极参加科技创

新竞赛活动并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8 年 1 月获第 28 届重庆市青少

年科技模型大赛二等奖；2018年4月获重庆市第八

届青少年科普征文大赛小学组三等奖；2018年5月

获第29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綦江选拔赛

一等奖。

9、邓鑫锐，男，汉族，现年10岁，系綦江东溪书

院街小学四年级1班学生。他学习认真刻苦，各科

成绩良好；他兴趣爱好广泛，乐于助人。在实践中

能够勤于动手，敢于大胆实践，勇于开拓创新；并

在近年的科技创新竞赛活动中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8 年 7 月获第 13 届全国青少年

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挑战赛二等奖；2018年7

月获第13届全国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

保龄球赛二等奖；2018 年1月获第28 届重庆市青

少年科技模型大赛綦江选拔赛三等奖；2018年7月

获第 29 届重庆市科技模型大赛綦江选拔赛二等

奖。

10、萧毅，男，汉族，现年 14岁，系綦江区三角

中学九年级6班学生。他爱好科技、阅读、探险、体

育等，积极参加学校和各级组织的科技竞赛活动，

并多次获奖。

获奖情况：2018 年 5 月获第 29 届（上半年）重

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一等奖；2018年1月获第

28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綦江选拔赛二等

奖。

本公示自登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接受广大

市民的评议和意见反馈，逾期将不再受理。评审

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重庆市綦江区科学技术协会

内。联系地址：綦江区文龙街道银华大厦办公楼

211室，联系电话：023-81713576 023-81713578

重庆市綦江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3月15日

3 月 12 日，距离 2019 年高考仅

剩88天，1500余名南州中学高2019

届师生、家长聚集在该校操场，举行

“筑就梦想 励志人生”成人仪式暨

高考誓师大会。

伴随庄重的国歌声，成人仪式

拉开了序幕，迎着春风，大家共同见

证了高三年级学生的成人礼。

南州中学党委书记刘平深情寄

语全体高三学子——

从踏入十八岁的这一天起，你

必须做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

不再是口号一般的承诺，而是响当

当、沉甸甸的誓言。希望你们有理

想，“志当存高远”；坚持终身学习，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要修高尚

品行，系好人生每一颗扣子。

紧接着，1100 余名高三学子与

家长一起，在老师们的祝福中穿过

成人门，郑重接过那枚闪亮的“成人

纪念章”，并在成人誓言词上认真写

下自己的名字。

在高考誓师大会上，南州中学

校长杨秀鹏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

们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做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能增强道德修养，做

严谨自律的风尚秉持者；能践行公

民的义务，做脚踏实地的未来建设

者。”

“孩子们，你们要有敢于亮剑的

勇气，把永不言败的豪情和舍我其

谁的英雄气概，写进你们的青春档

案。你们要用勇敢和坚毅去挑战困

难、挑战压力、挑战自我，用不达目

标誓不罢休的精神，去迎接今年这

个特殊的6月。”学生家长代表邓茶

文的话，也是所有家长对孩子们的

期盼。

教师代表，高三年级 B 组主任

张天勇，则用毛虫实验和毛虫过河

的故事启发引导同学们，应该如何

渡过这一关键的冲刺期，然后用“差

生逆袭”的故事来鼓励大家，88天，

还有机会大幅度提高分数，这其中

的关键是要确定目标、制定计划、找

准方法、坚持到底。

随后，“冲刺高考训令”发布，要

求全年级师生坚持“平时为高考，高

考当平时”的态度，扎实开展高考强

化训练，冲刺 6 月，刻苦学习、科学

训练，勇于战胜困难，勇于超越自

己。

“让我们举起右手，以青春的名

义，庄严宣誓：不作懦弱的退缩，不

作无益的彷徨；号角已响，奔向远

方；目标明确，积极向上；勤学苦练，

斗志昂扬；顽强拼搏，决胜沙场；全

力以赴，创造辉煌；请父母放心，请

老师放心，请学校放心，流金 6 月，

我们注定成功；梦在6月，我们注定

辉煌！”高2019届8班学生张子屹带

领全体高三学子郑重宣誓。响亮的

誓言，表达了全体高三学子满满的

信心和必胜的决心。

冬去春来，孕育万种希望；朗朗

书声，铺就锦绣南中。150对理想之

鸽腾空而起，承载着希望与梦想，飞

上蓝天。

筑就梦想 励志人生
——南州中学举行高2019届成人仪式暨高考誓师大会

文/见习记者 廖静 通讯员 林子翔

图/记者 陈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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