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幻绘画山西省二等奖

月球度假村

▲杨欣语 古交市第二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王茂秀

神奇的灯泡

▲李嘉轩 古交市第六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程俊仙

城市中央能源站

▲侯禹珂 古交市第四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申海鱼 张翠萍

植物油提取器

▲安明珠 古交市第四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张丽娜

〉〈25



科幻绘画山西省二等奖

智能灭火器

▲王宇鑫 古交市第六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程俊仙

空中智能灭火器

▲杜佩阳 古交市第七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杨丽星 张兰兰

未来的世界

▲李田佑 古交市第七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杨丽星 闫芳芳

电子行天机

▲梁煜含 古交市第六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樊改英

〉〈26



科幻绘画山西省二等奖

天然衣物制造机

▲李安泱臻 古交市第七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王玲娟

未来的海底世界

▲阴子慧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环保器

▲张楷乐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二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未来世界

▲崔宇雪 古交市第十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任丽琴

〉〈27



科幻绘画山西省二等奖

新型环保器

▲史钰棋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二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会呼吸的房子

▲张梓钰 小店区三中

八年级 辅导教师 程 靖

雾霾循环治理机

▲王雨涵 小店区长治路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李阳阳

海豚潜艇

▲胡馨予 小店区长治路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董嘉丽

〉〈28



科幻绘画山西省二等奖

未来

▲刘雪娇 小店区育才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张建萍

神奇校车升天记

▲韩佳岑 小店区八一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刘俊俊

南瓜屋

▲王思嘉 小店区育杰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杨凯琳

空气净化器

▲郭慧怡 小店区育才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单彩虹

〉〈29



科幻绘画山西省二等奖

生命的通道

▲马健青 小店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曹亚文

未来

▲余文聪 迎泽区朝阳街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温志翔

宇宙飞船

▲石弓真子 迎泽区双塔北路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贾月红

未来家园

▲韩明君 第四实验南校区

一年级 辅导教师 降兴华

〉〈30



科幻绘画山西省二等奖

幻想世界

▲张家瑞 万柏林区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张凯丽

未来的太空世界

▲任翔宇 万柏林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张利娟

未来海底之城

▲张诗晗 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孙宾玉

未来的世界

▲周可馨 万柏林区外国语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张凯丽

〉〈31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希 望

▲郝丰羽 杏花岭区国师街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张艳萍

光源城市

▲陈智博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智能采集仪

▲孙嘉菲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未来星球

▲张艺涵 杏花岭区国师街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刘晓雯

〉〈32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电子昆虫空气卫士

▲刘子硕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天然染衣制衣机

▲杨景婷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天然环保铅笔机

▲丁柯予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沙漠能源转化器

▲桑 懿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33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海底探测器

▲王晨帆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绿色家园

▲魏晨帆 清徐县王答学区

五年级 辅导教师 罗斐斐

未来城市美容飞船

▲郭佳霖 清徐县实验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常丽丽

未来的世界

▲王一帆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夏 牧

〉〈34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海底探宝机

▲李曦泽 阳曲县新阳街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刘青宏

火灾救援机

▲王 栩 尖草坪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陈颂姣

荷花城市

▲魏文瑾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秦晓清

天空的城市

▲果锦慧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韩 敏

〉〈35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蓝鲸飞行器

▲岳佳祺 尖草坪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陈颂姣

<海洋1号>
▲闫译元 古交市第三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魏香明

太空城市

▲闫恒语 古交市第二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王茂秀

海底城市

▲康诗曼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常文琪

〉〈36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美丽中国我的家

▲房悦阳 古交市第四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阴艳屏 张翠萍

太空城市

▲张云飞 古交市第七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杨丽星 王绪英

中国未来航空

▲薛盛丹 古交市第六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赵俊生

沙漠变绿洲

▲张博宇 古交市第四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张翠萍 王志艳

〉〈37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神奇吸笔

▲闫嘉豪 古交市第七小学校

二年级 辅导教师 王玲娟 田绣莉

未来的海底植物乐园

▲张佳楠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绕村高速

▲程尚武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地下功能大汽车

▲李子垚 古交市第十二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薛满玉

〉〈38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雨水转换器

▲王京飞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二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太空农业基地

▲胡诗瑶 沙河街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毛爱莲

未来科学城

▲张 淼 小店区三中

八年级 辅导教师 程 靖

新型织衣机

▲樊彦君 小店区恒大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白秀玲

〉〈39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科技新家园

▲邹逸洋 小店区正阳街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郭璐瑶

未来的城市

▲高宇欢 小店区师范街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侯文佳

古今龙城，日新月异

▲顾宇涵 小店区八一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刘俊俊

来自外太空的朋友

▲范珂睿 小店区八一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刘俊俊

〉〈40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海底探秘▲石晓晴 小店街道二中

八年级 辅导教师 张娇娇

科技之国▲郝晨阳 迎泽区双塔北路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张 丽

万能能源机器▲由悦杨 迎泽区朝阳街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尚 进

万能环保能源机▲廖俊熙 迎泽区朝阳街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尚 进

遨游太空▲李子薇 迎泽区建设路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雷玲玲

〉〈41



科幻绘画山西省三等奖

环保车创想▲崔乐应 迎泽区双西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王慧艳

梦想未来▲穆雨童 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赵丽卿

净化雾霾清新转化器▲魏语佳 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赵丽卿

葵花加油站▲张梦梵 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孙宾玉

奶瓶吸灰幻想梦▲殷可心 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钱 磊

〉〈42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未来的儿童乐园

▲张佳楠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海底开采可燃冰

▲孟赵温馨 小店区刘家堡乡二中

九年级 辅导教师 赵金龙

船载城市

▲王佳琛 小店区刘家堡乡二中

九年级 辅导教师 赵金龙

未来世界充满爱

▲李新宇 小店区育才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王淑红

〉〈43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遨游科技大厦

▲李念桐 杏花岭区新建路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郑智慧

森林清洁工

▲李梓菲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多功能净化器

▲郭瑾菲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未来家园

▲王璐瑶 杏花岭区新建路小学羊市街分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宋雪晶

〉〈44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未来医院

▲成艳茜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未来太空站

▲马紫伊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节能城市

▲边紫涵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农作物捉虫器

▲武慧捷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45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绿色家园

▲成怡甜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植物发电

▲成思凝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果园里智能化水果采摘机

▲郭佳和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智能环保垃圾处理器

▲齐 悦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王海平

〉〈46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森林杀虫灯

▲乔殿博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多功能环保汽车

▲樊佳鑫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雾霾清除机

▲王心怡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神奇校车

▲刘炫妙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47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海底之城

▲潘一诺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罗亚花

走向海洋

▲王子轩 清徐县实验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孙淑芳

未来海底城市

▲梁时祎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夏 牧

智能科技果园

▲张舒畅 清徐县实验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夏 牧

〉〈48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沙漠超能水源

▲刘佳宇 清徐县实验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孙淑芳

水果采摘蜻蜓器

▲李牧原 清徐县实验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常丽丽

自动消防车

▲秦姝玥 清徐县实验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常丽丽

未来的房子

▲郭润嘉 清徐县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孙淑芳

〉〈49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能源转换车

▲贾耀淳 清徐县实验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常丽丽

海底潜艇

▲林泉宏 清徐县紫林路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武凌萍

未来的空中火车

▲刘顺翔 清徐县西城实验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阎晓丽

太空建筑

▲吴子瑶 清徐县西城实验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阎晓丽

〉〈50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飞行时代

▲武子钰 清徐县紫林路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武凌萍

花树幻想

▲刘昊旋 阳曲县新阳街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陈海燕

多功能环保节能车

▲张宇琛 阳曲县新阳街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蒋一鸿

新型衣服制造机

▲李一笑 阳曲县新阳街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王 莎

〉〈51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未来森林城市

▲郑可欣 阳曲县新阳街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陈海燕

万能空中灭火器

▲张慧钰 阳曲县城东路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赵玉凤

巨蟹大楼

▲牛二星 阳曲县城东路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周海仙

时空穿越飞船

▲张靖媛 阳曲县新阳街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陈海燕

〉〈52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月亮度假村

▲刘梦瑶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刘晓红

破冰船

▲张凯政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韩 敏

太空机器人

▲阎奕达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刘晓红

奇幻的城市

▲苏心怡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刘晓红

〉〈53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未来城市

▲安妍静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韩 敏

海底城堡

▲柳孙月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秦晓清

甜蜜梦幻屋

▲成雨轩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秦晓清

太阳能发电站

▲刘 琦 晋源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秦晓清

〉〈54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未来的城市清洁工

▲周钰轩 晋源区晋祠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赵一乐

海底城市

▲张颂研 尖草坪区第二实验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齐文玲

海绵城市

▲张梦瑶 尖草坪区第二实验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吴 悦

未来城市

▲王淑晨 晋源区晋祠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郭 萍

〉〈55



科幻绘画太原市一等奖

未来垃圾处理器

▲康明宇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雨水转换器

▲赵梓豪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二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多功能农用机

▲冀霖芹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收割玉米机

▲王心雨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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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机器人

▲郭之浩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多功能清洁机

▲阴一诺 古交市第二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张国兴

美丽的空中家园

▲张雪棋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二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美丽的宇宙之城

▲闫玥茹 古交市第一小学校

一年级 辅导教师 杨 婧 张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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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浮的小岛

▲岳小雅 古交市第二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弓凡英

七彩太空

▲曹力丹 古交市第三小学校

一年级 辅导教师 李晓芳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房佳宁 古交市第三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闫 靖

海底观光机

▲王文政 古交市第二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弓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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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灯塔

▲张博凯 古交市第四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阴艳屏

智能空气收割机

▲武耘田 古交市第七小学校

五年级 辅导教师 杨丽星

未来的海洋家园

▲苓向博文 古交市第七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杨丽星

未来的海底城堡

▲王奥亚 古交市第六小学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张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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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校园

▲李梓曦 古交市第七小学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王玲娟 李红红

现代化城市

▲范代红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人类未来的生活

▲李蕊蕊 古交市第十一中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郭晓芳

海底探险号

▲张瑞芳 古交市第十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任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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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间游乐机

▲闫宇腾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一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智能消防器

▲张书玮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未来的高速公路

▲阴子慧 古交市梭峪中心校

四年级 辅导教师 武改莲 王新花

明日之城

▲高希潼 小店区恒大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齐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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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管理员▲郝诺妍 小店区长治路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李阳阳

不一样的城市▲韩坤志 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校

二年级 辅导教师 张玉棠

海底的家园▲董显之 小店区育才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陈彩萍

大树王国▲岳劲安 小店区恒大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张 媛

太空防疫站▲焦轶可 小店区育才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陈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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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清洁机▲田思颖 小店区育才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张珍珍

鞋子里的小学▲池沛儿 小店区正阳街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樊莎莎

天空的城市▲薛瑞霞 迎泽区双语实验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栗艳霜

未来科技城▲庞懿桉 迎泽区朝阳街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尚进

星球天使▲杜子妍 小店区育才小学

一年级 辅导教师 孙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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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张韵佳 杏花岭区三桥街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郭 鸿

飞行的茶餐厅▲郑舒文 山西省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李晓静

梦幻未来城▲郭若叶 杏花岭区杏花岭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胡琼华

Wifi输送器▲张凌菲 杏花岭区新建路二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郝朝霞

外太空的游乐场▲赵柏涛 杏花岭区新建路小学羊市街分校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宋雪晶

地热温差充电站▲范承昀 杏花岭区后小河小学

五年级 辅导教师 冯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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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技梦▲孙梦扬 杏花岭区虹桥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卢国林

未来太空家园▲张家榕 杏花岭区三桥街小学

二年级 辅导教师 罗晓梅

音乐机器人▲王雅茹 杏花岭区东华门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刘 荣

未来灭火器▲张黎威 杏花岭区化工路小学

四年级 辅导教师 胡卫华

清洁器飞船▲韩梓沂 杏花岭区五一路小学校富力城校区

二年级 辅导教师 赵怡梅

环保太阳能▲金明泽 杏花岭区五一路小学校富力城校区二

年级 辅导教师 赵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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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张煜祺 杏花岭区五一路小学校富力城校区 二

年级 辅导教师 赵怡梅

净化空气、共享蓝天▲俞文龙 杏花岭区新建路小学校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刘 玫

空中城堡▲邓雯心 杏花岭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杨 楠

天才发明者▲韦健妍 杏花岭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 辅导教师 康茵岚

天空之城▲张萧蕊 杏花岭区锦绣苑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韩海霞

太空体检站▲刘思彤 山西省实验小学

六年级 辅导教师 周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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