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小能手”学生作品拟获奖名单
作品名称 学校 学生姓名 年段 作品类别 指导老师 拟获奖等

抽屉小能手 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肖懿文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余雪 一等奖

绽放的紫荆花 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张琳露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余雪 一等奖

整理书包 武汉市武昌区复兴路小学 邹羽恬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何玲燕 一等奖

花草纸灯笼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熊梓凝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朱红赤 一等奖

缝制香囊，编五彩绳，悦享民俗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田婧钰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梁琪 一等奖

摘菜、洗菜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奥林小学 邹一诺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刘欣 一等奖

种植豆芽 武汉市东西湖区嘉禾园小学 尚辰希 1-2年级 生产劳动 张晶萍 一等奖

干花果盘 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黄奕涵 1-2年级 生产劳动 余雪 一等奖

好吃不如饺子 武汉市汉阳区晴川实验小学 谭青和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郭琳 一等奖

扎染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中心小学 易臻曦 1-2年级 生产劳动 吴欢 一等奖

热干面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吕书霆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朱红赤 一等奖

自制葡萄奶酥 武汉市硚口区紫润小学 高梓宸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骆文娟 一等奖

“来自“戚风”的祝福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 胡芝源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周黛妮 一等奖

夏日饮品送清凉
——鲜橙柠檬茉莉花果茶 武汉市汉口辅仁小学 唐诗然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徐贞 一等奖

掐丝珐琅画之成长树 武汉市江夏区实验小学 左锦程 3-4年级 生产劳动 王琪 一等奖

辣椒苗栽种记 武汉杨春湖实验学校 蔡君熠 3-4年级 生产劳动 王学斌 一等奖



共享单车志愿者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 胡喆涵  孙子墨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周黛妮 一等奖

番茄炒蛋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小学 朱姿俞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李璇 一等奖

校园劳动之整理图书角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第二小学 蔡辰曦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付何为 一等奖

鞠家有女初长成 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小学 鞠析彤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桂智敏 一等奖

防疫小天使 武汉市汉阳区弘桥小学 杜彦欣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严梦慈 一等奖

缤纷志愿   “义”起添彩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黎珺  刘小萤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黎珺 一等奖

丰收的劳动课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丁娅婷 5-6年级 生产劳动 沈翱 一等奖

美味早餐自己做
—制作豆腐脑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奥林小学 曾子晴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王婧 一等奖

创意稻草人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王思成 5-6年级 生产劳动 章曦 一等奖

行走的风扇 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万致远 田沐宸  胡梦辰 5-6年级 生产劳动 祖宁 一等奖

刻章小达人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周晨瑞 5-6年级 生产劳动 高洁 一等奖

我的土豆丝 武汉市武昌区复兴路小学 熊浩涵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何玲燕 一等奖

舌尖上的美味——番茄炒蛋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中心小学 闫诗琪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谌娜 一等奖

中国国家馆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第四小学 余瑞秋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陈秀梅 一等奖

童心妙手制香囊 武汉市恒大嘉园学校 张豪烁 5-6年级 生产劳动 杨晶 一等奖

变废为宝制作花肥 武汉市洪山实验小学 杨智墉  向夕宇 5-6年级 生产劳动 张星宇 一等奖

日食记 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小学 高博涵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桂智敏 一等奖

红领巾小小楼栋长 武汉市江岸区沈阳路小学 钱菁语 5-6年级 服务性劳动 杨燕 一等奖



防疫我助力，水饺献爱心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孙思宁 5-6年级 服务性劳动 许燕 一等奖

小红鹰志愿服务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王语堂 5-6年级 服务性劳动 陶雯雯 一等奖

志愿服务进社区
——我劳动，我光荣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李峻瑶 5-6年级 服务性劳动 周侃 一等奖

六年级服务性劳动：垃圾分类宣传 武汉市蔡甸区枫树路学校 阮嘉欣 5-6年级 服务性劳动 易玫 一等奖

麻绳编织花瓶 武汉市二桥中学 汤骏宇 7-9年级 生产劳动 袁桂萍 一等奖

枣糕制作 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 王潮宇 7-9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桂老师 一等奖

环保卫生间模拟设计与制作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陈子渊  周子尧  毕胜 7-9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张爱华 一等奖

劳动是什么滋味？ 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 章文妍 7-9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庞涵菲 一等奖

手工编制《华》 武汉市洪山中学 陈蕾雷 7-9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赵玉 一等奖

创意梅花 武汉市卓刀泉中学 顾妙妍 7-9年级 生产劳动 高瑛 一等奖

宝莲灯 武汉市卓刀泉中学 李远诚 7-9年级 生产劳动 高瑛 一等奖

绿色出行，文明共享 武汉市第六十四中学 宋梓玮 7-9年级 服务性劳动 朱晶晶 一等奖

环保小卫士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鄢雨粟 7-9年级 服务性劳动 周健 一等奖

泥塑：女娲补天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光谷分校 曾钰萱 7-9年级 生产劳动 赵琴 一等奖

清除福寿螺卵装置实验探究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孔茈玉  樊泓毅  冷沁芫 7-9年级 服务性劳动 张爱华 一等奖

别样花瓶 武汉市卓刀泉中学 伍赞羽 7-9年级 生产劳动 高瑛 一等奖

农作物种植及研究 武汉第三寄宿中学 田睿阳 7-9年级 生产劳动 余丹 一等奖



镂空手提包 武汉市洪山中学 宋婧轩 7-9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李克 一等奖

绿源种植蔬菜义卖 武汉市光谷汤逊湖学校 詹耀扬 7-9年级 生产劳动 刘蕊 一等奖

自制骨传导音响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第七初级中学 朱方鸣 7-9年级 生产劳动 刘翠姣 一等奖

孜然土豆、番茄炒蛋 武汉市江岸区博雅小学 李铭浩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万敏 二等奖

我是劳动小能手 武汉市江岸区吕锡三小学 杜易宸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王敏 二等奖

花样系鞋带 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 蔡晓璟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余雪 二等奖

自制雪媚娘 武汉市硚口区紫润小学 刘天宇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姚珍 二等奖

美味的水饺 武汉市汉阳区楚才小学 张莫阡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刘艳萍 二等奖

我是劳动小能手 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小学 康皓文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吴艳芳 二等奖

家庭烹饪——制作蛋挞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周楚葇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涂志英 二等奖

整理书包 武汉瑞景小学 周瑞崎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姜海琳 二等奖

家庭烹饪——花式馒头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侯亦杰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涂志英 二等奖

爸爸的小帮手
——多彩饺子成形记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小学 陈一宁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吴霞 二等奖

手工衍纸 绣球花 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孟诗茵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江岚 二等奖

用电饭煲煮饭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三小学 汪泽文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鲍世凤 二等奖

洗碗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口小学 程瑾瑶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熊爱华 二等奖

家务劳动我在行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中心小学 李其衡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魏欣 二等奖

变废为宝《长征火箭制作流程》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二小 周毓琬  陈奕安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陈聪 二等奖



陶艺作品冰墩墩 武汉市江夏区实验小学 李魏斯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胡璐 二等奖

扎染之布偶小马 武汉市江夏区实验小学 郭笑宇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陶然 二等奖

夏之甘露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小学 何语宸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项芳 二等奖

中华美食——茶与茶点 武汉市光谷第二十一小学 黄颖萱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严涵 二等奖

劳动有滋味，夏日“焙”清凉
 ——纸杯蛋糕与青柠百香果茶 武汉市光谷第十一小学 李雨默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胡兰田 二等奖

烹饪与营养（包饺子） 武汉市洪山区第三小学 高悦祎 1-2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杨力蓁 二等奖

制作：环翼飞机 武汉市汉阳区七里小学 吴瑞恩 1-2年级 生产劳动 袁艳飞 二等奖

纸杯手工——动物乐园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口小学 叶迤谦 1-2年级 生产劳动 熊爱华 二等奖

种植芽苗菜 武汉市蔡甸区第五小学 丁芊茹 1-2年级 生产劳动 丁唯 二等奖

动物饲养活动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第二小学 呙诗晗 1-2年级 生产劳动 陈聪 二等奖

剪窗花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第四小学 李涵睿 1-2年级 生产劳动 陶贝 二等奖

我的苗苗乐园 武汉市光谷第十八小学
王书娅  白云尚  王铭扬  杜语菲 
施青苗  史言之  王若涵  吴芊羽 
王诗铃  邓力文  吴镒清  魏莱

1-2年级 生产劳动 叶诚 二等奖

汉服立裁 武汉市光谷第十二小学 周董禾 1-2年级 生产劳动 黎孔阳 二等奖

植物工场护卫队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 李梓萱   王乐欣  刘诗萌  张梓恩 3-4年级 生产劳动 周黛妮 二等奖

我是劳动小能手 武汉市汉阳区西大街小学 祝茂洋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朱红赤 二等奖

辣椒秧的成长之旅 武汉市硚口区紫润小学 刘晟竣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程浪 二等奖



我奉献 我劳动  我快乐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向世勇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沈翱 二等奖

彩色馒头 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路小学 余宗翰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方文娟 二等奖

制作爱心早餐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 李康祺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周黛妮 二等奖

前程似锦，一路繁花 武汉市光谷第十七小学
郭子琪  吴家璐  章轶锴  汪加诚   
向业成  李晨欣  王奕潼  宁紫晴  
毛紫妍  董子诚  陈彦曦  宫晨曦

3-4年级 生产劳动 林巧 二等奖

家庭烹饪——番茄炒鸡蛋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李翌可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涂志英 二等奖

手工中式点心——金鱼饺 武汉市硚口区紫润小学 陈妤霆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陈兰兰 二等奖

酸甜一“夏”——学做水果茶 武汉市中法友谊小学 黄雅晨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李苗苗 二等奖

家常菜
——青椒炒肉丝 菜品里的小知识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鲁锦鑫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谢梅红 二等奖

包粽子 武汉市蔡甸区南湖小学 王佳欣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黄鑫 二等奖

“植”此青绿  草药飘香 武汉市汉阳区华师大附属郭茨口小学 朱熙宇  徐琬茜  李思思 3-4年级 生产劳动 杨少君 二等奖

衍纸手工花 武汉市黄陂区实验小学 易锦程 3-4年级 生产劳动 汪聪 二等奖

传统工艺制作——灯笼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刘宸铭 3-4年级 生产劳动 付璟 二等奖

给家人做早餐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孙心容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郭琴 二等奖

劳动小能手洗衣服 武汉市鲁巷实验小学 刘旻晔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柯园园 二等奖

多肉我来种 湖北省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吕亭宣 3-4年级 生产劳动 郑曾贞 二等奖

创意花瓶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二小学 陶子涵 3-4年级 生产劳动 王丽 二等奖



生态劳动“小能手”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薛峰小学 潘静幽  夏达轩  刘一寒  张金翰 
冯思悦  冯婧媛  余俊豪  张源溪 3-4年级 生产劳动 罗乐 二等奖

巧手编织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雷亚丁 3-4年级 生产劳动 程媞 二等奖

我的厨房我做“煮” 武汉市汉口辅仁小学 王婧瑶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徐贞 二等奖

勤劳小手大有作为 武汉市育才汉口小学 余彦霏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李丽 二等奖

鱼鳞刨 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小学 卢沁彤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胡应楠 二等奖

制作水果拼盘 武汉市金银湖小学 陈浩楠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华银银 二等奖

感受“粒粒皆辛苦” 武汉市育才汉口小学 李昊泽 3-4年级 生产劳动 李茜 二等奖

桥见童心 武汉市汉阳区弘桥小学 蒋明远 3-4年级 生产劳动 严梦慈 二等奖

纸质南湖红船模型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小学 罗王依 3-4年级 生产劳动 熊英捷 二等奖

最美人间烟火——劳动创造幸福 武汉市光谷汤逊湖学校 陈丁豪 3-4年级 生产劳动 朱畅 二等奖

守护盲区 为爱畅行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 王姿蔺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周黛妮 二等奖

制作工艺花—向日葵 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十二小学 涂锦萱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吴扬 二等奖

高烤状元烧烤店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董栋梁  易梦梵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方雅婷 二等奖

暑假带娃记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第一实验小学 卢俊哲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周黛妮 二等奖

DIY冰粉 武汉瑞景小学 杨昊霖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姜海琳 二等奖

一点善心一点善行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黄馨冉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吴杨梦菲 二等奖

美味可口的桃子罐头 武汉市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徐柳承昊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唐德珍 二等奖



金属丝造型——蝴蝶 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岭小学 李孟阳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黄婧 二等奖

劳动小能手（整理图书角）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中心小学 罗时涵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熊小花 二等奖

烹饪与营养——小米糕制作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六小学 鲍昊冉  吴玥蓉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罗芬 二等奖

芋圆水果捞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奥林小学 汪可星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张丽 二等奖

青菜炒蛋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小学 胡羿旸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杨佳丽 二等奖

主持服装物品整理与收纳 武汉市光谷第五小学 乐晨熙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汪永忠 二等奖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武汉市光谷第二十七小学 舒欣妍  蔡子妍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胡莉 二等奖

自制杯子蛋糕 武汉市洪山实验小学 曾亦凝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赵洋 二等奖

家务统筹小能手 湖北省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余佳淇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郑曾贞 二等奖

制作相框 武汉市武昌区三道街小学 宋奕萱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徐莹莹 二等奖

制作相框 武汉市武昌区三道街小学 万佳怡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徐莹莹 二等奖

烹饪小达人 武汉市东西湖实验小学 欧阳徐玥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肖银华 二等奖

使用家用电器电饭煲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中心小学 孙雨涵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魏欣 二等奖

我会巧收纳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中心小学 张雨泽 3-4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况晨晨 二等奖

铅制编钟 武汉市育才小学 郭展巳 3-4年级 生产劳动 彭贝 二等奖

逐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
——喜迎二十大 武汉市育才家园小学 王奕童  阎天麒  孙世宸 3-4年级 生产劳动 舒曼 二等奖

小木工泥塑作品——花之屋 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方蕊萱  何美琪  张子豪  张诗涵 3-4年级 生产劳动 李靖 二等奖



劳动实践 “晒”出精彩 收获快乐 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小学 何芷妍 3-4年级 生产劳动 王语嫣 二等奖

暖心的礼物——织围巾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中心小学 李彬冰 3-4年级 生产劳动 刘艳菲 二等奖

我的劳动日记-做饭 武汉市江夏区明熙小学 易烁妍 3-4年级 生产劳动 易芳 二等奖

我的小暑VLOG 武汉市汉阳区车站小学 徐诗卉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雷妍 二等奖

服务性劳动之志愿者服务 武汉市东西湖区将军路小学 陈锦鑫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蔡贤婷 二等奖

爱绿护绿我在行动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中心小学 张冯鑫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况晨晨 二等奖

公益活动我先行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李茂源  陈昕妤  黄行知  杨楚辰 3-4年级 服务性劳动 谢依灵 二等奖

清溪竹扇 武汉市光谷第三十二小学 胡梦琪  胡渃珂  徐茈馨  
付雨嫣  王紫妍 5-6年级 生产劳动 叶梓 二等奖

制作蓝莓慕斯蛋糕 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杜韵诗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梁萍 二等奖

美食制作 武汉市江岸区模范路小学 王子宇 5-6年级 生产劳动 魏婷婷 二等奖

童心绣色——戳戳绣 武汉市光谷第三小学 张诗涵 5-6年级 生产劳动 周玲玲 二等奖

家庭厨师 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王子涵 5-6年级 生产劳动 朱小玲 二等奖

制作蛋糕
——太阳花多层水果蛋糕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第四小学 揭澄澄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陈秀梅 二等奖

"慧“劳动，”慧“生活，”慧“成长 武汉市光谷第八小学 汪可可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汪新慧 二等奖

状元帽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李豪毅 5-6年级 生产劳动 肖慧 二等奖

植物移植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中心小学 张乐萱  郭文轩 5-6年级 生产劳动 汪漪 二等奖

兰花盆栽设计 武汉杨春湖实验学校 张熙浛 5-6年级 生产劳动 王学斌 二等奖



美味的披萨 武汉市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沈曼妮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王淑丽 二等奖

拆洗风扇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爱家分校 张嘉乐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伍敏 二等奖

家庭小助手 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小学 冷文煊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程晨 二等奖

鲜虾青菜面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林天怡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郭琴 二等奖

自制小吊扇 武汉市汉阳区车站小学 王恺乐 5-6年级 生产劳动 陈漪 二等奖

DIY植物精油唇膏 武汉市汉阳区玉龙小学 唐雅楠 5-6年级 生产劳动 周仙 二等奖

毛绒绒的风信子 武汉市汉口辅仁小学 褚佳妍 5-6年级 生产劳动 徐贞 二等奖

炒河粉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文泽炫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罗莉 二等奖

织物染——拓染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道长岭小学 田正扬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王明汝 二等奖

劳动小能手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中心小学 李晨豪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曾萍 二等奖

家庭菜：可乐烧鸡翅 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建和分校 张起航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施倩 二等奖

自制简易电池 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寄宿学校 余睿翔 5-6年级 生产劳动 张雯 二等奖

指尖上的泥塑——兔 武汉市黄陂区实验小学 雷博雅 5-6年级 生产劳动 韩志芳 二等奖

美丽的纸“水仙花” 武汉市汉口辅仁小学 孙嘉黎 5-6年级 生产劳动 徐贞 二等奖

家庭烹饪——番茄鸡蛋会议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陈宝萱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涂志英 二等奖

卡通励志风铃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小学 刘子涵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吴玲利 二等奖

献给党的礼物 武汉市汉口辅仁小学 乐奕奎 5-6年级 生产劳动 徐贞 二等奖

公共电器设备维护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第二小学 胡杨 5-6年级 服务性劳动 景京 二等奖



家庭小助手 武汉市东西湖实验小学 程欣蕊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黄姗姗 二等奖

米歌的做包子日记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中心小学 周米歌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张思思 二等奖

厨房新人秀 武汉市新洲区钱学森学校 王婉尧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朱爱玲 二等奖

立体装饰画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二小学 刘宗凌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王芬 二等奖

京剧脸谱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六小学 万利菁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徐年华 二等奖

自立自强我最棒 武汉枫叶学校 林琛 5-6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陈思源 二等奖

中国地图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一小学 潘宇洁 5-6年级 生产劳动 祁瑾 二等奖

粒粒粮食都归仓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道临空小学 李煜龙  陈欣慧 5-6年级 生产劳动 邓化林 二等奖

大手牵小手，防溺我先行 武汉市汉阳区钟家村小学新区分校 李紫萱 5-6年级 服务性劳动 宝云蕾 二等奖

六年级服务性劳动：动物救助 武汉市蔡甸区枫树路学校 肖涵予 5-6年级 服务性劳动 易玫 二等奖

佛山非遗的五行福狮 武汉市汉口辅仁小学 蒋嫣然 5-6年级 生产劳动 徐贞 二等奖

纸艺铃兰花《人生大事》 武汉市第一初级中学 韩达理  雷朵昤  严若菲
蒋泽宽  姚羿麟 7-9年级 服务性劳动 黄芳 二等奖

纸艺铃兰花《半夏铃幸》 武汉市第一初级中学 郑东旭  傅保森  周弋旻
毛蕊  饶雨菲 7-9年级 服务性劳动 黄芳 二等奖

种植柠檬和薄荷带来的快乐 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 刘梦缘 7-9年级 日常生活劳动 张爱华 二等奖

番茄炒鸡蛋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陵中学 刘馨薇 7-9年级 服务性劳动 周立涛 二等奖

早餐日记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陵中学 程哲瀚 7-9年级 服务性劳动 周立涛 二等奖

酱香基围虾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陵中学 万夕彤 7-9年级 服务性劳动 周立涛 二等奖

油淋茄子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陵中学 江祁瀚 7-9年级 服务性劳动 周立涛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