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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五届全国科学表演大赛获奖名单 

原创微型科普剧本获奖名单 

一等奖（10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背上的阳光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2 卫生间惊魂 北京市实美职业学校 

3 小水滴历险记2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4 杯酒“释”英雄 绍兴科技馆 

5 相亲相爱一家人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6 苍蝇的末日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五小学 

7 假如给我七天生命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三小学 

8 追寻——宇宙第一速度 陕西科技馆接待服务中心 

9 灰尘宝宝旅行记 宁夏平罗县城关第五小学 

10 生物通关大考验 中国石林喀斯特地质博物馆 

二等奖（20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唤醒睡美人 河北省科学技术馆 

2 宝贝，欢迎你！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3 最佳饮品争霸赛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4 眼睛的秘密 巴彦淖尔市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5 让生命熠熠生辉 辽宁省丹东凤城一中 

6 小种子的奇妙旅行 厦门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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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东游记之唐僧回家 广东中山市黄圃镇马安小学 

8 魔幻科学社团 重庆科技馆 

9 放生记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三小学 

10 
流萤微光——给我们一个

长不大的夏天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盘龙乡拖支白小

学 

11 三打白毒精 云南省石林县鹿阜中学 

12 失效的“神药”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三小学 

13 王者之剑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民族中学 

14 鹰王与黑玛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一中学 

15 可爱的蜜蜂 甘肃省兰州市第八十一中学 

16 逗一斗 石嘴山市科技馆 

17 羊脂炭球的故事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盛元小学 

18 元素总动员 宁夏灵武市第三中学 

19 我的发明梦 新疆科技馆 

20 地球与她的小精灵们 中国石林喀斯特地质博物馆 

三等奖（40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带我回家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小学 

2 异想乌金 乌海科学技术馆 

3 天钥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葫芦岛校区星光话

剧社 

4 梦之旅——精灵脱险记 江苏省张家港市妙桥幼儿园 

5 人体系统行动队 江苏省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6 外星人地球历险记 浙江省瑞安市高楼镇中学 

7 虚拟之患 宁波科学探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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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看！算命师与魔术师 厦门科海科普宣传推广中心 

9 精灵归途 江西省科学技术馆 

10 保护眼睛 山东省青岛崂山区张村河小学 

11 毁灭之前，反思之后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12 干电池奇遇记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13 白海豚的困惑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莲小学 

14 太空之旅 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中心小学 

15 最佳拍档之夺宝奇兵 广东科学中心 

16 水葫芦的故事 广西钦州市第一中学 

17 甜蜜的“陷阱”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州市第十八

中学 

18 还我们一个美丽的家园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镇

完全小学 

19 丹顶鹤与鹤顶红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稼依镇农业技术

推广站 

20 风之谷 云南省富源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21 鬼吹灯之绝密地图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二小学 

22 卖空气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中学小学部 

23 人类、环境一家亲 云南省富源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24 山鹰王子游蔬菜王国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太和街道小坡小

学 

25 危险的“野味”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三小学 

26 新郎失踪的秘密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二小学 

27 一粒小种子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幼儿园 

28 植物发烧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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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化学实验室消防总动员 甘肃省临夏中学 

30 月亮摔碎了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东关小学 

31 在路上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小学 

32 杜鹃鸟繁衍的秘密 宁夏平罗县城关第五小学 

33 
狗出没之阿尔法狗大战光

头亮 
宁夏青铜峡市第五小学 

34 禁毒大作战 宁夏平罗县城关回民小学 

35 树洞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第二中学 

36 小树复活记 宁夏灵武市第一小学 

37 种子的奥秘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第二小学 

38 北斗让生活更美好 新疆库尔勒市第八中学 

39 探究声音的奥秘 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第四中学 

40 熊大王的礼物 新疆科普活动中心 

优秀奖（50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脊柱的七嘴八舌 北京西城区实验小学 

2 漂移的杯子 北京市西城区香厂路小学 

3 巧用金属钠 北京四中顺义分校 

4 拯救羊村——明天会更好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5 自然之道 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小学 

6 “纸”为你精彩 河北省科学技术馆 

7 来思远的神奇书宝 山西省太原市财政金融学校 

8 “胡”口脱险 包头市科技馆 

9 小狐狸卖菜记 巴彦淖尔市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10 回归之殇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老观坨九年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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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学校 

11 西游记外传--迷雾小镇 吉林省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12 “消失”的动物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13 安全小卫士 绍兴科技馆 

14 小雨点的困惑 合肥现代科技馆 

15 约定 江西省南昌市北湖小学 

16 西游降魔篇——蓝光传说 河南省科技馆 

17 拯救白海豚 河南省郑州市第四十二中学 

18 揭秘江湖术士的伎俩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第一初级

中学 

19 小生活里的大科学 广东科学中心 

20 种子要发芽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五小学 

21 乌鸦喝水变奏曲 广西合山市实验小学 

22 血液的秘密 广西钦州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23 红楼梦后传 贵州省大方县第三中学 

24 护绿爱家 贵州省印江县板溪小学 

25 别烧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民族中学 

26 除草剂的忏悔 云南省富源县胜境中学 

27 地球也是我们的家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维摩乡维摩小学 

28 黄胸乌科教片之旅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稼依镇农业技术

推广站 

29 会变色的米饭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二幼儿园 

30 癞蛤蟆“洗冤录”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三小学 

31 绿精灵寻踪记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第一小学 

32 梦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紫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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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亲亲植物的嘴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二小学 

34 森林百变秀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民族中学 

35 我们班有个霹雳贝贝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三小学 

36 心系乡村，建特色生态园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一中学 

37 森林风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和政路小学 

38 我拿健康赌明天 甘肃省通渭县第一中学 

39 变幻的四季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第五小学 

40 斗瓜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第一小学 

41 宁夏五宝离别记 宁夏吴忠市利通二小 

42 神奇的森林在这里 石嘴山市科技馆 

43 天狗吃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东塔学

校 

44 王小宝的眼睛 宁夏西吉县第一小学 

45 有你们，我很幸福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第三小学 

46 丰盛的晚餐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中学 

47 楼兰精灵回家吧 新疆库尔勒市科学技术馆 

48 蚂蚁王国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中学 

49 我与手机 新疆巴州焉耆二中 

50 快乐棉花营 新疆兵团石河子科学技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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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剧获奖名单 

科普剧——幼儿组 

一等奖（1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沙漠新城 江苏省张家港市机关幼儿园西园 

二等奖（1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下雨了  宁夏银川市第二幼儿园 

三等奖（1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地球妈妈生病了 宁夏银川市二幼满春分园 

 

科普剧——青少年组 

一等奖（6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背上的阳光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2 让生命熠熠生辉  辽宁凤城第一中学 

3 爷爷的“座驾” 山东省青岛金水路小学 

4 “豆丁”家族科学秀 山东青岛市李沧区少年宫 

5 护绿爱家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板溪小学 

6 一棵树 甘肃省嘉峪关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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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地球监测记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2 情系乒乓 浙江省瑞安市马鞍山实验小学 

3 毁灭之前，反思之后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4 太空之旅 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中心小学 

5 十面霾伏 广西靖西市实验小学 

6 甜蜜的“陷阱”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第十八中学 

7 三打白毒精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中学 

8 花火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拱星墩小学 

9 灰尘宝宝旅行记 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城关第五小学 

三等奖（12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巧用金属钠 北京四中顺义分校 

2 卫生间惊魂 北京市实美职业学校 

3 当北极不再寒冷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小

学 

4 宝贵的小水滴 安徽省合肥市翠庭园小学 

5 声音的秘密 山东省青岛第二十七中学 

6 卖空气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中学小

学部 

7 梦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紫玉小学 

8 在路上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小学 

9 吃饺子风波 甘肃省临夏市新华小学教育集团 

10 呵护明亮的眼睛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水车园小学 

11 我想出去玩 甘肃省兰州市第三十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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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来别有雾霾 新疆呼图壁县第一小学 

优秀奖（23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晋祠美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晋祠中

心小学校 

2 
红黄蓝绿，今天你分类了

吗？ 
辽宁省丹东市实验小学话社团 

3 哈雷慧星撞地球 
辽宁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商务

校区 

4 我想有个家 辽宁省丹东市第六中学 

5 我爱机器人 
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首山镇第二初

级中学 

6 人体系统行动队 江苏省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7 约定 江西省南昌市北湖小学 

8 雨天的故事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第六实验小学 

9 八仙过海查雾霾  山东省日照市第一中学东校 

10 苍蝇之死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五小学 

11 白海豚的困惑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莲小学 

12 空气大炮 
广东省清远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

验小学 

13 乌鸦喝水变奏曲 广西来宾市合山市实验小学 

14 小蚂蚁“寻药”记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维摩乡维摩小

学 

15 鬼吹灯之绝密地图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二小学 

16 除草剂的忏悔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胜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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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蜂出没——淘淘历险记 青海省科学技术馆 

18 熊出没之大漠奇缘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小学 

19 变幻的四季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第五小学 

20 臭椿树上的“花姑娘”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第二小学 

21 小鱼儿回家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第十小学 

22 小小科学迷 新疆库尔勒市第一小学 

23 精彩绝伦的世界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中学 

科普剧——成人组 

一等奖（4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宝贝，欢迎你！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2 “消失”的动物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3 玩具店奇妙夜 云南省科学技术馆 

4 楼兰精灵回家吧 新疆库尔勒市科学技术馆 

二等奖（5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在路上 上海科学院、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2 精灵归途 江西省科学技术馆 

3 最佳拍档  广东科学中心 

4 食品添加剂的冤情 新疆科技馆 

5 “黄标车”逃亡记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三等奖（7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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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奇的蒙医整骨术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馆 

2 捉妖记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青少年科学技术

馆 

3 幻影迷踪 安徽合肥市科技馆 

4 科技新播报  湖南省科学技术馆 

5 《奇奇与皮皮》之大气压 广东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 

6 神奇的FAST  贵州科技馆 

7 走开雾霾 陕西榆林市科技馆 

优秀奖（9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乌金王国奇遇记 内蒙古乌海科学技术馆 

2 “胡”口脱险 内蒙古包头市科学技术馆 

3 月兔的地球旅行 厦门科技馆 

4 点亮山城 重庆科技馆 

6 生命简史之单细胞进化 陕西科学技术馆 

7 追寻——宇宙第一速度 陕西科技馆接待服务中心 

8 皇宫里的新鲜事儿  青海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9 冰与火的对决 青海科技馆 

5 地球与她的小精灵们  中国石林喀斯特地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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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秀获奖名单 

科学秀——青少年组 

一等奖（1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流体大做战 广东佛山市顺德德胜小学 

二等奖（1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柠檬蔬菜百咖秀  河南焦作市科创梦想教育培训有限

公司 

三等奖（2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趣味气球科学秀 辽宁大连市知行小学 

2 鸡蛋王国里的秘密 新疆玛纳斯县第二小学 

优秀奖（2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玩蛋高手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 

2 疯狂联动装置 兰州市第五十九中学 

科学秀——成人组 

一等奖（4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叹为观“纸” 河北省科学技术馆 

2 科学秀—奇幻光影 山东临沂市科技馆 

3 Cindy畅游童话世界 湖南省科学技术馆 

4 科学伴我同行 广东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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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5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趣味虹吸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青少年科学技术

馆 

2 实验VS“食”验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 

3 探索  广东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 

4 神秘的小精灵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馆 

5 逗一斗 石嘴山市科技馆 

三等奖（7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走西口 山西省科学技术馆 

2 AKE松鼠博士计划——化学秀  爱每课（大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 疯狂的空气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科技馆 

4 漫游气之界 青海省科学技术馆 

5 穆如清风 宁夏科技馆 

6 鸡蛋也疯狂 新疆库尔勒市科学技术馆 

7 玩转大气压 新疆科技馆 

优秀奖（3名） 

序号 作品名称 参赛单位 

1 科幻之旅—未来世界 内蒙古乌海科学技术馆 

2 看脸 厦门科技馆 

3 有趣的声音 郑州科学技术馆 

 

优秀组织单位获奖名单（共8家） 

北京市宣武青少年科学技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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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科技馆 

石林彝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 

富源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砚山县科学技术协会 

甘肃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宁夏科技馆 

新疆科普活动中心（新疆青少年科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