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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社语〔2020〕414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 2020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厅直

属学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二届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通知》（教办社语〔2020〕72 

号）精神，经组织专家评审，省教育厅评选出经典诵读优秀作品 336

个，优秀辅导教师 212 名，优秀组织单位 34 个，网络组优秀作品

900 个。现予以公布。 

 

附件：1.小学生组获奖名单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0710/156272917467306071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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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学生组获奖名单 

          3.大学生组获奖名单 

          4.教师组获奖名单 

          5.社会人员组获奖名单 

          6.留学生组获奖名单 

          7.辅导教师获奖名单 

          8.优秀组织单位奖 

          9.网络组获奖名单 

 

 

 

2020年 10月 21日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0710/1562729177833070564.docx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0710/1562729180851092651.docx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0710/1562729183700040035.docx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0710/1562729187137091687.docx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0710/1562729190541003520.docx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0710/1562729193870088680.docx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0710/1562729196596022640.docx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90710/156272919983608277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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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小学生组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单位/学校 

一等奖 
《疫情之下挺脊梁，不

负少年》 

万洺泽 张子涵 邱诺涵 刘朱子  

杜云朗 梁潇丹 罗艺鸣 翟依晨 
开封市教育体育局 

一等奖 《请听我说》 
冯熙俊 李欣阳 王悦涵 仵一  杜怡睿 刘一露 

卢博翰 岳熙阴 等 26 人 
河南省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 

一等奖 《蒲公英在飞》 
魏 源 龚怡辰 张跃薷 石钰暄  

王钟毓 渠智皓 赵雨琦 
开封市教育体育局 

一等奖 《姥姥的剪纸》 浚县第二实验小学 鹤壁市浚县第二实验小学 

一等奖 《中国话》 李梓萌  廉棠铄  禹卓彤  王振新 商丘市民主路第二小学 

一等奖 《美哉诗经》 周口市莲花路小学 周口市莲花路小学 

一等奖 
《伟大的祖国 英雄的

时代》 

李宜真 尚欣玥 曹欣妍 程爱玲  

张子涵 朱铭涵 
南阳市第二十五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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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学生组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单位/学校 

一等奖 《你的样子》 陈依 丁瀚元 王子悦 王化阳  刘卫轲 张楠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一等奖 《相信》 
韩易霖 敬威 郑骐壕 申珈赫  张妍 任逸  

刘润 宋昀静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一等奖 《抗疫中国情》 高昂 谷文涛 孙浩然 谢一诺 宁鹏翔 王语萱 郑州市第四十七初级中学 

一等奖 《中国话》 余柯欣 李玟 姜文慧 付金辉 朱恒宇等 17 人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一等奖 《月光下的中国》 淇县第一中学 鹤壁市淇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战瘟神》 张鑫迪 李文钰等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一等奖 《沁园春·长沙》 
伏语墨 陈宠郦 李怡彤 王依琳 穆雨凡  

李亦晨 耿一铭 赵梓丞 等 
永城市实验中学 

一等奖 《唐诗里中国》 
苗卓雯 姬雁斐 李佳静 何悦鸣 牛俊豪  

朱焱熙 柳威晨 孙荃耀 
开封市第十四中学 

一等奖 《厉害了， 我的国！》 徐一铭 张喆 李世月 田雨禾 常乐轩等 12 人 河南省幼儿师范学校 

一等奖 《美哉·诗经》 南阳市第十三中学校北校区 南阳市第十三中学校北校区 

一等奖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周克重 韩涵 丁仕博 申百帅 耿胜宇 魏德志 濮阳市油田艺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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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时代的足迹》 
刘雨乾 杨佳慧 王圣钊 何佳晨  

赵永乾 刘睿默 
新乡市铁路高级中学 

一等奖 《中华少年》 
边子宸 韩绍峰 范林霄 杨子轩 岳沐含  

杨姝雅 王振俨 曹黄暄琅 
河南师大附中双语国际学校 

一等奖 《七子之歌》 
冯在福 张玉情 徐登科 范康顺 王紫微  

石振宇 马段段 
商丘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中国的诗意》 焦亚楠 吴与同等 驻马店市第十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国话》 汤仁杰等 邓州市城区一初中 

二等奖 《黄河颂》 朱冠宇 周之尧等 商丘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黄河赞歌》 三门峡市实验高中 三门峡市实验高中 

二等奖 《丰碑》   秦爽 张家悦 张艺凡 胡楠等 商丘市第十六中学 

二等奖 《我爱你，中国》 田雨蒙 许诗哲 等 驻马店市第四初级中学 

二等奖 中国阻击战 李创业 王浩 李帅朋 张乐琪 张赛楠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二等奖 《书韵》 陈娜羽 陈芊羽 安安 马裕涵 李佳音 开封市集英中学 

二等奖 《我爱你，中国》 韩永帅 王胜轩 王雨媛 刘妙妙 刘颖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二等奖 读中国 商冰洁 等 6 人 济源示范区济渎路学校 

二等奖 《淇河 诗河》 浚县白寺乡第一初级中学 
鹤壁市浚县白寺乡第一初

级中学 

二等奖 《中国精神》 张伟豪 李璞 孙雨情 朱嘉伟 余梦会 永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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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中国话》 徐彦姿 尤浩 杨俊捷 邹紫涵 蔡心怡 殷雨萱 信阳市罗山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我，向人民报到》 赵一卓 刘怡彤 等 8 人 济源示范区济水一中 

二等奖 《我爱你中国》 
付雪石 梁雅寒 胡静鑫 张懿铭 刘丹妮  

潘晓龙 等 40 人 
濮阳市油田第十中学 

二等奖 春江花月夜 李彦谆 等 济源示范区实验中学 

二等奖 《读中国》 李国琳 马文库 刘雨菲 王家鑫 等 16 人 濮阳市台前县复兴学校 

二等奖 《英雄》 
王佩文 周宛捷 袁珠鑫 崔博宇 叶星辰  

李贝宁 
南阳第二中等职业学校 

二等奖 《信念永恒》 漯河实脸高级中学 漯河实验高级中学 

二等奖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李好 孙雨彤 曹静雨 胡雨婷 罗 开封市第八中学 

二等奖 《天耀中华》 石智金 卢海航 宁家爽等 周口市沈丘县长安高中 

二等奖 《祖国万岁▪ 抗疫必胜》 孟津县第一中学 孟津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黄河》 梁宇杰 韩佳乐 向林 唐家和 郑梓钒 王育龙 平顶山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将进酒》 漯河市郾城区第三初级中学 漯河市郾城区第三初级中学 

二等奖 《走进淇河》 鹤壁市高中 鹤壁市高中 

二等奖 《长歌浩叹唱古今》 许昌市第五高级中学 许昌市第五高级中学 

二等奖 《以青春的名义宣誓》 
梁诗敏 姚佳豪 李贵钰 陈瑞婷 范昊轩  

白润鑫 

孟州市赵和镇东小仇初级

中学 

二等奖 《蒹葭》 安阳汤阴县实验中学 安阳汤阴县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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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心田上的百合花》 
韩佳鑫 马向一  马艺函 郭益彤  袁洋  

鲁经典 王安 
汝州市第五初级中学 

三等奖 《秋天的怀念》 崔明希 韩辰昊 许瀚元等 焦作市第十七中学 

三等奖 《多难兴邦吾辈自强》 张 优 吕宇坤等 博爱县月山中学 

三等奖 《啊，河南人——黄河魂》 
申媛 肖婷婷 王家琪 李梦瑤 李俊鹤   

周浩鹏 苗炳坤 崔鹏程等 
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三等奖 《红梅赞》 鹿邑县实验中学 鹿邑县实验中学 

三等奖 《兵车行》 安阳市第一中学 安阳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少年中国说》 兰考县葡萄架乡第二初中学生 兰考县葡萄架乡第二初中 

三等奖 《与爱同行 未来可期》 洛阳市第四十中学 洛阳市第四十中学 

三等奖 《我的中国梦》 洛阳市第八中学 洛阳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中华民族》 张朋博 王丽娜等 周口市沈丘县第三高级中学 

三等奖 《因为有你我们能》 杨韶然 张珂等 许昌市建安区第三高级中学 

三等奖 《英雄生死路，多向死而生》 袁鑫茹 王垚瑞 王冰燕 张云翔 张力之 许昌第二高级中学 

三等奖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安阳市实验中学 安阳市实验中学 

三等奖 《少年中国说》 朱镇等 固始信合外国语中学 

三等奖 《我爱你，中国！》 漯河市第二高级中学 漯河市第二高级中学 

三等奖 《蒹葭》 镇平县涅阳街道办事处第一初级中学 
南阳市镇平县涅阳街道办

事处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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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三门峡》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第一初级中学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大王镇第一初级中学 

三等奖 《因为有你》 
张雯帅 秦鑫宇 王光明 姜宇欣 贾祎童  

刁理想 申敬洋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三等奖 《中国话》 
李锦灏 杨少娜 陈鑫宇 黄玉环 李成城  

付安黎 
信阳工业学校 

三等奖 《少年中国说》 
程诗涵 孙彦卓 江婉怡 闫晓海 陈 湘  

任锦灏 
信阳市淮滨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我们的中国梦 杨敬毅，周芙羽，郝锦添，赵赫，胡济哲 长垣市东英学校 

三等奖 《少年国魂》 刘晴晴 袁乐乐 王东明 赵清爽 王小凡等 周口市沈丘县长安高中 

三等奖 《五四的火炬永不熄》 康琎  等 
驻马店市西平县第一初级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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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大学生组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单位/学校 

一等奖 《可爱的中国》 赵文杰 王一丁 冯佳浩 姜 磊 洛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永远的九岁，写给小萝卜头》 于湄雯 王宁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等奖 《光的赞歌》 李浩宇 平顶山学院 

一等奖 《天路》 魏莹莹 刘闻硕 郑州师范学院 

一等奖 《岳阳楼记》 李 钊 信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白马篇》 马永光 张 成 张泽旭 史镒熔 孙力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一等奖 《天空》 李明哲 张璐瑶 牛乔飞 李默晗 高启源 河南大学 

一等奖 《致青年公民》 周 悦 河南科技学院 

一等奖 《林徽因徐志摩诗三首》 姜 一   郭 许 许昌学院 

一等奖 《偶遇》  时 韵  马可夫 南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祖国接你回家》 黄 帅 顾永荣 黄淮学院 

一等奖 《远去的帆影》 朱利媛 商丘师范学院 

一等奖 《战地日记》 赵 迪 宋汪洋 安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他（她）们》 张曼莉 焦作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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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黄河颂歌》 
张朴煜 王留洋 李浩洋 李馥如 杨 晨  

焦 洋 
郑州大学 

二等奖 《呼兰河传》（节选） 王婷婷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最后一分钟》 张祖星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木兰辞》 李梦雨 洛阳理工学院 

二等奖 《青山不老》 石亚辉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二等奖 《因为有你》 燕婷婷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二等奖 《英雄》  
杨雅迪 李云龙 宋汪洋 

马建龙 张慧云 陈阳旻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二等奖 《商鞅之死》 刘 沛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英雄归来》 王大树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我的自白书》 政法与传媒系编导 192 班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郑州经贸学院） 

二等奖 《黄河》 廖富新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二等奖 《我们读中国》 
杨艳 牛冲 陈晓雨 张笑乾 王勇龙  

依 宁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拥抱明天》 王恩贺 王震海 董佳波 杨辰雨 杨月莹 开封大学 

二等奖 《伟大的觉醒》 
门 倩 杨亚坤 马琦程 史荣恩 王贝贝 韦

继茹 孙世豪 伊丽娜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二等奖 《中国狙击战》 陈 璟 陈政宇 张智涵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二等奖 《一件未织完的毛衣》 韩静懿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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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中国就在这》 乔宇 张皓月 沈星宇 王博晗 河南科技大学 

二等奖 《在山的那边》 张萌丽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二等奖 《百合花开》      乔 丹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二等奖 《中国力量》 刘维天 朱宇航 陈甜甜 闪利微 杨雨馨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二等奖 《不朽——致敬英雄》 唐科银 信阳学院 

二等奖 《民族魂中国魂》 安阳工学院团委 安阳工学院 

二等奖 《因为有你》 
汪 悦 代宸源 杨启顺 张家敏 王彦文 陈

秀婷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将进酒》 李亚光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二等奖 《红高粱》 赵雨晴 程 航 新乡学院 

三等奖 《愿山河无恙 望吾辈自强》 常 硕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我，在原地等你》 叶延茹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安阳学院 安阳学院 

三等奖 《因为有你》 冯慧祯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三等奖 《战役诗》 张子龙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三等奖 《何其有幸，生于强大的中国》 郭凯迪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信仰春天》 张 晶 河南工程学院 

三等奖 《因为有你》 贺新新 周口师范学院 

三等奖 《黎明》 卫晟泽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雪》 陈子岚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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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归来春风》 宋云浩 郑州西亚斯学院 

三等奖 《热爱生命》 赵梦珂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三等奖 
古诗绵绵思远道——古诗 19 首

（部分）诵读。 

王韩秋思 潘玉冬 刘潇乐 郭治城  

林依彤 吴诺 李蔚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三等奖 青春赞歌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三等奖 《岳阳楼记》 张起博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盛世中国》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张世荣 申惜瑜 连孟媛 张瑞豪 

崔朝森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李 嫣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三等奖 《中华永爱》 贾瑶雨 薛泽然 南阳理工学院 

三等奖 《读中国》 赵婕 卢怡好 郑州商学院 

三等奖 《书韵》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17 级新闻班全

体学生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三等奖 《吹号人》 程行 焦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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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教师组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单位/学校 

一等奖 《大堰河——我的保姆》 练书锋 河南大学 

一等奖 《情洒黄土地，梦起梁家河》 杜慧敏 郑州师范学院 

一等奖 《向着太阳奔跑》 
丁 倩 董文霞 崔晓瑜 刘彩娟  茹 健 

徐一帆 
三门峡市渑池县外国语小学 

一等奖 《爸爸，您去了哪里》 蔡 培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等奖 《我来》 周菱姿 王海英 冯学林 张永喜 濮阳县城关镇三中 

一等奖 《教师的誓言》 
索海蛟 张 倩  沈 丹 张永红 赵思超  

郭鑫 陈旭 赵文博 曹慧敏 
商丘市梁园区语委办 

一等奖 《当好愚公精神的传承人》 张 哲 苗洪森 牛 玫 马亚丽 黄 宁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抗疫家书》 冯 夏 洛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英雄担道义 人间有大爱》 
齐欲涛 王金蕊 郑俊杰 李鹏 袁梦迪 

谭亚楠 
三门峡市育才中学 

一等奖 《屈原颂-- 生死交响》 杨 林 卢 营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一等奖 《你从梁家河走来》 步长磊 武龙飞 张 悦 倪惠杰 安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相信未来》 孙启良 商丘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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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逆行的背影》 娄 琳 河南省幼儿师范学校 

一等奖 《我想等你换上春装》 廖雯雯 信阳师范学院 

一等奖 《祖国 我为你拉纤》 李莎 毛雪 陈卓 邢纪阳 郑州大学 

一等奖 《青春中国》 李倩倩 济源示范区北海马寨小学 

一等奖 《因为你，为了你》 崔彦芳 李 雷 史亚楠 范 楷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等待春天》 刘 艳 杨伟伟 永城职业学院 

一等奖 《春天，遂想起》 屈义植 平顶山学院 

一等奖 《战地日记》 袁丽娟 赵功千 济源示范区济水一中 

一等奖 《可爱的中国》 曾瑾 张丽 朱慧明 李亚清 商丘市梁园区语委办 

一等奖 《春天的誓言》 
郭士卿 高婧 高晗 刘杨平 潘文 郭鸽 

化雨 
商丘中等专业学校 

二等奖 《若我归来》 薛 逸 开封市二师附小 

二等奖 《清明思念》 史丽娟 李化冰 马军伟 陈 通 商丘市回民中学 

二等奖 《等待》 张建政 马艳萍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二等奖 《声声慢》 王瑞娜 雷 蕾 洛阳市涧西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孩子 不怕》 吴 柯 苗 静 简栋晓 陈琳琳 南阳市向阳幼儿园 

二等奖 《我有祖国我有母语》 李俊龙 黄 飞 许昌市建安区第三高级中学 

二等奖 《枸杞花开》 蒋林霖 刘 琪 周口市十九中 

二等奖 《黄河颂》 卢昆等 6 人 济源示范区天坛路幼儿园  

二等奖 《相信未来》 师跃宏 洛阳市涧西区青岛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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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前赤壁赋》 李爽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二等奖 《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赵海英 周口市淮阳区淮阳一中 

二等奖 《青衣》 毛芳芳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黄河谣》 孙桂云 宝丰第二初级中学教师 

二等奖 《千年一梦，初心不灭》 史群英 赵越 苗孟华 位华 贾玉兰 鹤壁市湘江小学 

二等奖 《因为有你》 高 晗 万光明 许昌学院 

二等奖 
《除夕夜，你们和雪花一起

出征》 
王晓静 

安阳林州市第一 

实验小学 

二等奖 《美丽中国》 
李晓晶 金明明 陈翠翠 刘 爽  

许文梦 李 丽 

河南省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教育局 

二等奖 《海棠花祭》（节选） 沈恒娟 河南科技学院 

二等奖 美丽中国 顾黎明 信阳市罗山县第三实验小学 

二等奖 《英雄》 芦 曼 赵 敏 牛韶婵 李 敏 三门峡市实验高中 

二等奖 《写给姐姐的一封信》 原 理 新乡市铁路高级中学 

二等奖 《黄河，黄河》 宋香棉 平顶山卫东区雷锋小学 

二等奖 
《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

子》 
杨公成 王 欣 杨卫华 申思谦 焦作市马村区实验学校 

二等奖 《为祖国而歌》 李仕腾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不忘初心的脚步 胡馨月 邓州市北京路学校 

二等奖 《红船里的新时代中国》 河南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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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月光下的中国》 赵玉巧 山城区教育体育局 

二等奖 《黄河礼赞》 
许晓慧 井亚娟 张亚娟 齐智慧  

韩鹏飞 付炳鑫 
平顶山市卫东区豫基实验小学 

二等奖 《英雄》 张会芳 苗 杰 安阳县教师进修学校 

二等奖 《致橡树》 赵廷元 王 娟 郸城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中国阻击战》 胡 泓 南阳市第十五小学校 

二等奖 《有一种力量叫中国》 史丽丽 安阳市汤阴县文王小学 

二等奖 《中国力量》 陈燕利 焦作市马村区工人村小学 

二等奖 《英雄》  韩 博 付艳红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二等奖 《锦绣》 邓萍 张丽 赵新凯 欧翔 王芳 开封市金明幼儿园 

二等奖 《用不屈的肺读新乡》 樊英格 马 琨 新乡市育才小学 

二等奖 《再别康桥》 靳瑞博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二等奖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郭婧妍 许昌幼儿师范学校 

二等奖 《同心抗疫，礼赞中国》 陈 楠 郭天娇 杨 茜 王 晓 庞周泉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爱在玉兰》 
王春燕 王坚强 张利培 薛梦琪  

何莹莹 周莉俊 段 利 孔丽敏 张影丽 
兰考市玉兰小学 

二等奖 《无问西东》 张 溦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二等奖 《我的中国梦》 
王晓乐 董金纳 李卫华 李玉清  

杨鸿雁 宗彦菊 
平顶山市卫东区五条路小学 

二等奖 《最美的背影》 陈 敏 张 晶 白 雪 罗素云 王晓琳 鹤壁市桃源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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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致敬，最美逆行者》 张振华 彭雅琴 肖斌 毛媛媛 贾建树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二等奖 《同根》 胡耀沛 王宇涵 许昌市毓秀路小学 

三等奖 《可爱的中国》 梁 珺 李光新 信阳工业学校 

三等奖 《木兰辞》 张 卓 南阳师范学院 

三等奖 《小草在歌唱》 杨丽丽 平顶山市新城区梅园路小学 

三等奖 《西风胡杨》 刘文丽 信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三等奖 《黄河颂》 赵新果 丁舒宾 王晓琳 李雯 王慧芳 平顶山市湖光花园幼儿园 

三等奖 《信仰的味道》 郭 伦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三等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尚永起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白马篇》 王长江 河南工程学院 

三等奖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王爱梅 长垣市蒲东办事处实验小学 

三等奖 《漂给屈原》 李建荣 漯河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奖 《因为有你，向抗疫情英雄致敬》 刘 艺 信阳学院 

三等奖 《你是人间三月天》 刘 婷 郑 雪 巩 莎 郭 丹 孟晓霞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雨巷》 尹雪菲 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 

三等奖 《商鞅之死》 高建东 河南省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假如让我再次穿上军装》 丁召彬 开封大学 

三等奖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王雪芹 孙彦萍 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三等奖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屈 阳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致敬红色经典》 吴菲菲 徐帅帅 任 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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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把灾难当教材与祖国共成

长》 
李丽婷 解放区环南一小 

三等奖 《最美中国》 李 莎 漯河实验高级中学 

三等奖 《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 金 曼 漯河市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 

三等奖 《那是我的祖国》 潘亚萍 郭琪 魏瑶 王中云 王凯文 郑州商学院 

三等奖 《不朽》 
侯卓 李冬梅 焦韫静 韩明睿 杨爽  

袁贤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泉水·竹竿·淇奥·击鼓》 

一一诗经里流淌的家国情怀 

侯艳 张淑艳 杨冯圆 王琳 常芳倩  

苏月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武汉，这个春天我无法吟

诗作对》 
任奇伟 司雯雯 张潇 袁兴龙 郭彪 黄淮学院 

三等奖 《百合花开》 冯馨莹 焦作师专 

三等奖 《乡愁》 马淑梅 鹿邑县老君台中学 

三等奖 
《弦歌不辍传薪火 源远流

长积流光》 
杜慧霞 驻马店带汝南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致敬，南阳》 
杜宛生 杜露曦  梁雪迎 刘意伟  

李蕾 孟博文 姚印德 
南阳市第三十一小学校 

三等奖 致敬，白衣英雄 
黄金珠 邱晓梅  赵晓航 芦涛  

刘宛丽 张蕾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 宋新宇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琵琶行》 邢雅慧 王一帆 康宝月 汝州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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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比干赋》 陈云飞 新乡学院 

三等奖 《月光下的中国》 李宁 杨艺颖 驻马店市西平县柏城三里湾小学 

三等奖 《当好愚公精神的传承人》 张哲 苗洪森 牛玫 马亚丽 黄宁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胡天然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谢谢你，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 高晶 杨欣欣 等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三等奖 《歌颂祖国》 王歌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三等奖 《中华魂  红烛颂》 张美丽 杨瑞 张晓琦 周伦可 乔凤臣 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 

三等奖 《我的祖先叫炎黄》 张冬雪 郑豫 李帅锜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三等奖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赵晋 郑州西亚斯学院 教育学院 

三等奖 《春江花月夜》 党爱杰 王威威 王君 等 周口市实验幼儿园 

三等奖 《中国人，不跪的人》 赵家煬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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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社会人员组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单位/学校 

一等奖 《岳阳楼记》 计  亮 河南省开封市电视台 

一等奖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孙满堂 周口市川汇区 

一等奖 《爸爸您去了哪里》 焦海娟 鹤壁市朗诵协会 

一等奖 《和江姐的对话》 李秋霞 吴耀淇 许昌广播电视台 

一等奖 《双拥群英谱》 赵丽娟 姬亚磊 鹤壁市广播电视台 

一等奖 《你剪发的样子》 李正翔 河南省开封市图书馆 

二等奖 《不朽》 孙永胜 开封市同步传媒有限公司 

二等奖 《我骄傲我是军人的妻》 赵 环 周口市郸城县 

二等奖 《沉马》 姚 珂 周口市川汇区 

二等奖 《逐梦前行的宛电人》 王一帆  张 墀  刘 营 耿渊博 国网南阳供电公司 

二等奖 《春》 刘晓泉 洛阳市电视台 

二等奖 《等待》 赵卫娜 徐 旗 曹振杰 濮阳市演讲朗诵学会 

二等奖 《盛世中国》 费忠政 师亚蕾 张梦醒 马少杰 鹿邑县人民检察院 鹿邑县融媒体中心 

二等奖 《青春中国》 王钢跃   濮阳市华龙区胜利办尧当村村民 

二等奖 《黄河落日》 丁昱文 舞钢市朗诵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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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闪亮的名字》 张 红 董文钰 宋 辉 焦作市马村区 

二等奖 《黄河》 杨夏青 舞钢市朗诵协会 

二等奖 《再别康桥》 高 雪 邓州市春风朗读者协会 

三等奖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傅双军 
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开州街道办事

处孟村村民 

三等奖 《黄河颂》 郝金焕 舞钢市朗诵协会 

三等奖 《坚守》 赵媛媛 王文聪 鹤壁市广播电视台 

三等奖 《春天的洗礼》 
柴俊珠 石亚丽 员鹤飞 邢少许 吕

绍帅 郭靖妍 等 
许昌市教育局 

三等奖 《有一种力量叫中国》 刘爱莉 王翠红 邱菊清 焦作市博爱县 

三等奖 《悠悠甲骨魂》 郭元杰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 

三等奖 《花之颂》 
张志远 陆晓军 魏 洋 丁 璐   

潘 婷 李蝉媛 陈浩南 
南阳市播音朗诵协会 

三等奖 《读中国》 乔 丽 南阳市教育局 

三等奖 《青春的誓言》 
宁 靖 窦秋珍 刘媛媛 周 楠   

方芳 光翌嘉 张冰洁 张璐 等 
三门峡市教育局 

三等奖 《万世师表》 卢 艳 修武县七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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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留学生组获奖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单位/学校 

一等奖 《读中国》 
Krisdahim Kogoya （桂达新，印尼）、David 

Sam Pierrera Girindra （刘康，印尼）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相信未来》 
AHMADI  ABDUL  KADULO （王磊,坦桑尼

亚 ）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国际教育学 

院多多马大学孔子学院 

二等奖 《地球，我的母亲！》 Marzieh Behdadfar（马洁，伊朗） 郑州大学 

二等奖 《中国话》 
YESHMETOVA IRADA（叶自如， 

哈萨克斯坦） 
郑州西亚斯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二等奖 《木兰辞》 

Musa Khan （穆萨，巴基斯坦）、 

Musa Asante Zambi （查梅瑟，坦桑尼亚）、 

Tumaini Timoth Msimihe （希希，坦桑尼 

亚）、Valeria Paulinus Urio （王丽丽，坦桑

尼亚） 

信阳师范学院 

 



 — 23 — 

附件 7 

 

辅导教师获奖名单 

 
最佳辅导教师 

李  楠 张  頔 苏  霞 魏旭芳 李云凤 李  靖 宋  冰  李  伟  梁欣宜 

李雅欣 王诗晴 王星浩 王姣阳 王淑红 王  伟  刘玉衬  

吕  瑶 范翠翠 江玉荣 赵万艳 王  梓 梁亚敏 张长英  王  聆  

赵  苇 燕鸣春 张敬敬 刘金晓 杨  洋 姬吉利 张  晓  张惠萍  

尹艺霏 周曼飞 郝  美 李  岩 杨敏霞 高清真 李东红  单  钰  

赵  娟 李立峰 李晓红 陈俊蓉 张  蕊 周鸿燕 郭卫峰  王玮琦  

原  理 秦莹莹 崔  尧 赵凤英 马亚丽 罗军民 庞  建  白  溯  

马津瑾 李  莉 娄艳阁 何向向 王慧莹 江远方 霍慧娜  孙玉婷  

沈恒娟 高  晗 万光明 孙国钰 董海颖 孙启良 步长磊  孟  娟  

薛丽君 韩  宁 司罗红 袁  贤 龚聪琮 芦  晨 卢李玉 

 

优秀辅导教师 

宋  涛 赵贝贝 李永红 吴  静 王卜冉 杨  娟 夏  宇  唐海青 

张国祥 潘世闯 陈  华 陈  阵 张新葛 张  硕 葛  瑶  张乃心 

宋亚丽 李秋芳 张梅艳 袁蔚林 刘利红 郭丽娟 李  敏  陈  敏  

钱珊珊 翟美静 王  宁 伍  丹 杨永娟 何  莉 刘彦君  郑琳春  

祝新新 周慧娟 牛明芳 王秀丽 韩松涛 刘  丹 王刘杰  李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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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蕊 王晓英 马小琴 刘兰芳 杨丽丽 申晓会 潘新荣  尚  佳  

邓  燕 闫素梅 王志杰 芦  曼 赵  敏 张  萍 徐胜宽  王小进  

郭少淳 张妍敏 洪绍斋 画保静 张亚琴 郑春丽 靳伟伟  刘  洋  

陈  晨 张  跃 吴  波 李  桂 王靖涓 李亚娟 安珊珊  韩  宁  

樊  静 董小宾 李  欣 师玉专 李  颖 杨  蕊 谢  潜  韩巧菊  

孟艳芳 张  艳 辛玉涵 张腾元 房晓四 常赛男 安晨蕾  李现春  

单建新 周佳楠 王继云 徐  丽 王艳莉 王姝玥 未静云  张  静  

张  翼 魏汉武 李仕腾 孟  展 郭琳媛 李  爽 王婉婉  孙静晗  

韩  博 付艳红 甄  芳 魏汉武 毛芳芳 陈  岩 郭卓娅  张  哲  

黄  宁 杨  柳 康  健 刘  琦 王  莹 田佳瑛 李乙好  赵秋燕  

张  健 刘艳晓 闫  珂 古婵婵 刘  艺 王  斐 杜  可  尚福星  

赵文阁 乔  铮 黄卓明 王  静 刁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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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优秀组织单位奖 
 

郑州市教育局、开封市教育体育局、洛阳市教育局、平顶山市教

育体育局、鹤壁市教育体育局、新乡市教育局、焦作市教育局、

濮阳市教育局、许昌市教育局、三门峡市教育局、南阳市教育局、

商丘市教育体育局、周口市教育体育局、驻马店市教育局、济源

示范区教育体育局、永城市教育体育局、鹿邑县教育体育局、郑

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科技学院、信阳师范学院、安阳师范学

院、许昌学院、南阳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商丘师范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郑州师范学院、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幼儿师范学校、河南省实验小学、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

学、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河南师大附中双语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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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网络组获奖名单 

小学组一等奖（50 名） 

姓名 最佳指导老师 学校 作品名称 

游子畅 高晓彦 商丘工学院附属兴华学校 丁香结 

李宸啸 郑超 驻马店平舆县实验小学 在山的那边 

张金洛 齐建卿 商丘民权县北关镇北村小学 延安，我把你追寻 

阚姝涵 吴倩倩 驻马店确山县新安店镇中心学校 向逆行者致敬 

韩亚鑫 周丽丽 濮阳清丰县城关镇高庄小学 祖父的园子 

和丽美 乔丽英 濮阳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朱雨涵 黄秀玲 商丘宁陵县第二实验小学 搭石 

霍冰洁 刘莹莹 焦作孟州市赵和镇临泉小学 读中国 

刘可馨 沈燕利 焦作沁阳市第一小学 白鹭 

李心语 崔风宇 驻马店平舆县实验小学 祖国在我心中 

胡焱焱 何敏 新蔡县实验小学 三月桃花水 

张宋佳桐 刘小丽 河南大学附属小学 望星空 

童语斐 张方芳 商丘新城实验小学 牧场之国 

杨子萱 李焕焕 许昌市魏都区实验学校 沁园春 雪 

袁雪涵 徐曼 开封立洋外国语学校西校 中华颂 

张泰宇 万瑞娟 信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刷子李 

党永阳 李玉栋 驻马店市第二十小学 归来 

胡一可 黄乐乐 信阳光山县晏河乡第一完全小学 我爱读书 

史宜茜 许颖 商丘市示范区贾寨镇民便集小学 匆匆 

陈佩涵 仝俊峰 洛阳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 妈妈，我想对您说 

马思蕊 张亚丽 驻马店西平县柏城邵庄小学 花牛歌 

闫书涵 何慧 新蔡县实验小学 小儿垂钓 

崔冰洁 李冰 驻马店市第二十小学 走月亮（一） 

赵艺罗 罗薛媛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匆匆 

赵熙媛 黄静 新蔡县练村镇郑庄小学 望庐山瀑布  

刘玉玲 王玉花 商丘柘城县张桥镇花马李小学 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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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 左素清 济源市河苑街小学 祖国啊 我属于你 

王雅若 刘冬梅 濮阳范县濮城镇中心小学 乡下人家 

白家名 宋玲俐 周口西华县实验小学 落花生 

曹雨泽 胡丹茹 信阳商城县实验小学 沁园春 雪 

杨舒涵 魏忠莉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 观沧海 

胜梓涵 张湘水 濮阳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精彩极了”和“糟

糕透了” 

杨亚冉 牛月霞 济源市玉川路小学 相信未来 

刘承诚 武姗 许昌市魏都区实验学校 从军行 

徐诺言  鹤壁浚县善堂镇中心小学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朱悦 郭金芳 新乡新飞大道小学 卖火柴的小女孩 

耿晴 张建敏 许昌椹涧乡常庄小学 我们的奇妙世界 

李梓薇 张春莹 周口扶沟县汴岗镇第二中心小学 人生 

张诗涵 贾玲玲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声律启蒙 

沈子桐 张要丽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燕子 

王玉红 王玉红 开封通许县阳光小学 中国话 

张书嫣 罗蕤 开封市县街小学 狐狸分奶酪 

王语菲 涂燕 鹤壁山城区实验小学 蝴蝶的家 

王婧涵 仝俊峰 洛阳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 平凡者 

乔韵翰  三门峡义马市实验小学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王馨悦 孔辉 周口郸城县实验小学 画杨桃 

张笑语 潘秋朋 周口项城市正泰博文中校区 白鹭 

赵恒锐 党三霞 济源市太行路学校 我爱这土地 

万洺泽 魏旭芳 开封市县街小学 月是故乡明 

张扬果儿 侯庆丽 新乡新区小学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小学组二等奖（100 名） 

姓名 优秀指导老师 学校 作品名称 

田园 任卫国 濮阳市濮阳县文留镇第一小学 自相矛盾 

王一诺 尚焕鸣 濮阳清丰县和义路小学 白鹭 

刘丹阳 刘艳飞 周口淮阳县贾营小学 乡下人家 

王森祥 张丽 驻马店确山县第五小学 秋晚的江上 

武思含 张艳艳 驻马店市第一小学 万众一心战疫情 

杜安淇 王利娜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彩色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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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蓝航 杨冰 驻马店市第二十三小学 荷塘月色 

王栎茜 沈艳 驻马店确山县靖宇小学 爱丽丝漫游奇境 

宋诗怡 段宝臻 濮阳市中原油田第一小学 我喜欢 

王嘉成 纪会民 郑州新郑市张彭小学 示儿 

王薛麟 彭贺丽 驻马店确山县第五小学 祖父的园子 

张钰濛 李欣 新乡红旗区新区小学 在天晴了的时候 

杜睿涵 王玲霞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延安，我把你追寻 

付林燕 张涛 周口商水县东邓小学 匆匆 

王楚鑫 程贺敏 许昌市光明路小学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黄雨婷 卫利利 济源市玉川路小学 燕子 

郭梓钰 李静 新乡红旗区外国语小学 花之歌 

石玲可 许雪梅 焦作市解放东路第一小学 再别康桥 

丁欣桐 刘孟婷 三门峡湖滨区东风小学 我们家的男子汉 

于峥 赵悦 濮阳市油田第十四小学 童年的梦 

王若彤 李帅 驻马店遂平县文城乡东营学校 古人谈读书 

王子祺 秦燕妮 驻马店市第二十三小学 白鹭 

田旭航 张越 驻马店遂平县第五小学 小小的船 

贺子涵 刘爱华 商丘虞城县沙集乡贺桥小学 匆匆 

艾颖果 厉梦茹 开封鼓楼区自由路小学 我要为你点赞，中国 

袁鑫佳 单振平 周口扶沟县城关镇红旗小学 落花生 

卢喆 栾丽娜 济源市太行路学校 少年中国说 

高伊诺 苏金香 三门峡市东风小学 老师领进门 

张祥懿 许青峰 驻马店第二十一小学 祖国颂 

张婷雅 刘付香 驻马店泌阳县逸夫小学 登鹳雀楼 

闫婧萱 张华 三门峡市滨河小学 小池 

徐子芊 魏苏芝 郑州登封市实验小学 江畔独步寻花 

陈淑妤 刘爱民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梁庄小学 丁香结 

程熠可 谢萍 信阳光山县第五完全小学 歌颂疫情一线的英雄 

刘丹阳 李莉萍 商丘市第二回民小学 落花生 

陈思彤 皮海燕 驻马店确山县第二小学 祖国啊，我要燃烧   

郭天怡 崔丹 焦作修武县七贤镇七贤小学 祖国颂 

赵莫涵 路爱华 濮阳范县杨集乡中心小学 牧场之国 

刘子琰 刘翠荣 商丘梁园区解放小学 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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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姝佳 石贵丽 商丘睢阳区古宋中心小学 匆匆 

王诗晴 刘旭 商丘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落花生 

闫梦雅 曾丽莉 商丘梁园区第一回民小学 乞巧 

李依凡 杨利敏 济源市文昌路小学 我们毕业了 

殷鹏坤 王美娟 许昌鄢陵县人民路小学 逆行者之歌 

刘景涵 谷三环 兰考县裕禄小学 鸟的天堂 

文冠达 罗广瑞 南阳唐河县友兰小学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孙雨石 朱冬霞 确山县靖宇小学 白桦 

苗露露 韩哓萍 商丘宁陵县第三实验小学 匆匆 

王莉 许红霞 三门峡市第四小学 在天晴了的时候 

石舒畅 高晓彦 商丘工学院附属兴华学校 落花生 

唐嘉蔓 岳康乐 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 三月桃花水 

黄瑞尧 王曼 许昌市光明路小学 鹿柴 

盛思婷 宗晓星 商丘夏邑县第二小学 匆匆 

邢子晨 王俊玉 商丘宁陵县黄岗镇中心小学 匆匆 

刘君颖 张华 三门峡市滨河小学 小池 

李佳睿 贾新娥 三门峡市外国语小学 白鹭 

艾姝圻 王佳婧 新乡化工路小学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朱雨洋 石向丽 驻马店市西平县农场第二小学 找春天 

符号 谭静一 南阳内乡县第十小学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刘雨鑫 吴玉芹 鹤壁淇滨区天赉小学 祖先的摇篮 

郝佳阳 张林丽 濮阳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在天晴了的时候 

李瑶瑶 潘苗丽 兰考县玉兰小学 在山的那边 

孙嘉奇 尚亚娟 商丘凯旋路第二小学 繁星 

程子昂 马小钰 商丘市梁园区民主路第二小学 找春天 

牛秋子 魏晶 焦作沁阳市西向镇义庄小学 中国少年 

杨暖朵 崔丹 焦作修武县七贤镇七贤小学 我有祖国，我有母语 

孙可馨 赵丽萍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在山的那边 

李奇锟 林夏利 商丘宁陵县第二实验小学 匆匆 

钱欣雨 刘翠荣 商丘梁园区解放路小学 为人民服务 

高孜涵 焦五娟 三门峡市东风小学 梅花魂 

施伟豪 江艳华 周口扶沟县红卫小学 在希望的田野上 

陈栎涵 王玉英 焦作沁阳市第二小学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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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梅 张雪梅 商丘市示范区平台小学 大还是小 

谢敏君 刘玉华 商丘睢阳区谢庄小学 匆匆 

葛慧敏 杜军伟 濮阳清丰县巩营乡英才学校 匆匆 

董曦月 暴旭彩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在山的那边 

刘莎 王宏彩 商丘梁园区凯旋路第二小学 匆匆 

代静怡 杨轩宇 新乡红旗区外国语小学 听听，秋的声音 

张赛雅 赵玉涵 商丘柘城县远襄镇李斗吾小学 匆匆 

王耀璞 王小平 洛阳新安县新城实验小学 浣溪沙  

余静雯 李萍 信阳息县第六小学 匆匆 

闫燚涵 韩宗珍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延安，我把你追寻 

祁雪涵 郭宏霞 郑州中原区石桥镇小中心小学 墨梅 

卫宸可 王维霞 济源市文昌路小学 我相信以后 

李梦缘  开封立洋外国语（西校） 青春 

陈怡彤 耿娟 商丘睢阳区胜利小学 匆匆 

李依彤 陈亚娟 焦作沁阳市商隐小学 致敬白衣天使 

张韩依 张凤涛 新乡市牧野区陵园小学 龙之歌 

张怡然 王永宁 新乡红旗区和平路小学 大自然的声音 

郭一诺 柳婷 焦作山阳区焦东路小学 雷雨 

张依晨 王斌 焦作沁阳市第一小学 我爱你，中国话 

毛语欣 戎长英 开封尉氏县建设路小学 抗击疫情，我们在一起 

黄果果 张瑛 焦作山阳区焦东路小学 老师的微笑 

刘墨子 张瑛 焦作山阳区焦东路小学 
我骄傲，我有一双黑

眼睛 

徐曼茹 董翠红 鹤壁淇滨区福田小学 匆匆 

郜涵辉 李霞 焦作中站区跃进路小学 少年中国说 

刘钰桐 闫艳霞 焦作沁阳市第二小学 花的学校 

刘佳琪 刘华 鹤壁山城区第八小学 普罗米修斯 

张淑雅 翟雪艳 焦作市马村区东苑学校 白鹭 

李德昭 张静静 焦作沁阳市商隐小学 防疫答卷 

小学组三等奖（150名）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杨小艾 三门峡市第三实验小学 海上日出 

王锦仪 焦作武陟县育才学校 声律启蒙 二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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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鸣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卜算子 咏梅 

王伟诚 驻马店第二十四小学 村居 

牛艺蒙 周口淮阳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秋晚的江上 

王晴 濮阳清丰县和义路小学 童年是一本打开的书 

侯艺爽 濮阳南乐县第四实验小学 古人谈读书 

华文琪 南阳市第四小学 匆匆 

郑淳友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沁园春 长沙 

亢研同 焦作沁阳市第二小学 月是故乡明 

王紫涵 周口郸城县实验小学 匆匆 

张欣园 濮阳濮阳县辛庄小学 村晚 

李佳馨 新蔡县实验小学 古朗月行 

贺雨柔 焦作沁阳市商隐小学 我们毕业了 

王子佳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我爱这土地 

周柏函 周口郸城县实验小学 匆匆 

刘怡 驻马店西平县专探小学 青春 

郭鑫莹 濮阳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匆匆 

李依娴 周口扶沟县汴岗镇第二中心小学 我的祖国 

李玢玥 商丘梁园区新区第一小学 匆匆 

王若娴 南阳市第八小学 画鬼最易 

马鸿睿 焦作沁阳市第一小学 我爱你 中国 

裴凤朝 开封北道门小学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王梓晴 洛阳偃师市第二实验小学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高梦璐 洛阳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 雪梅 

李泉江 濮阳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宿新市徐公店 

赵珂珂 济源市黄河路小学东校区 梅花魂 

王锦帆 洛阳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 江城子 密州出猎 

刘佳慧 濮阳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卜算子 咏梅 

王莹 南阳市第六小学 匆匆 

周赛赛 商丘睢阳区闫集中心小学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段俊瑶 三门峡市东风小学 棉花姑娘 

赵鑫盈 三门峡市东风小学 好的故事 

田航歌 焦作沁阳市商隐小学 我们毕业了 

张钰彤 开封通许县城关镇下洼学校 致敬最美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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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烨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致敬最美逆行者 

张妙言 新乡红旗区新区小学 纸船寄母亲 

杜雯清 濮阳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李诗语 驻马店市确山县第五小学 望洞庭 

鲁怡静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王韵枫 南阳市第二十一学校 匆匆 

杜梦涵 驻马店泌阳县第一小学校 相信未来 

钱子坤 郑州中原区伊河路小学 那个星期天 

王舒婷 驻马店遂平县第二小学 白鹭 

金梦婷 商丘柘城县实验小学 有的人 

王元亨 新乡红旗区新区小学 我爱这土地 

李辰希 驻马店市第二十小学 荷叶圆圆 

张琳纳 周口郸城县实验小学 匆匆 

邢子妮 济源市玉川路小学 再别康桥 

刘思涵 焦作温县祥云镇祥云镇村小学 三月桃花水 

陈又源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落花生 

袁诗雨 开封市县街小学 万众一心战疫情 

杨晟晽 商丘市文化路小学 匆匆 

刘子恒 周口郸城县实验小学 清平乐 村居 

李浩宁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 在天晴了的时候 

许若妍 信阳商城县实验小学 写给我心中的英雄—钟南山爷爷 

李蕊彤 驻马店遂平县灈阳镇第二小学 匆匆 

荆馨雨 周口商水县常村民族小学 春 

王君苗 滑县城关镇育红中心小学 自相矛盾 

赵熙媛 新蔡县郑庄小学 卜算子 咏梅 

张月 商丘宁陵县石桥镇中心小学 白鹭 

常辉 信阳息县第十一小学 牧场之国 

闫轩 新蔡县实验小学 少年中国说 

张跃薷 开封市金明小学 桂花雨 

罗敬标 鹿邑县第二实验小学 童年的梦 

李安楠 滑县半坡店乡南街小学 祖父的园子 

卢雨涵 商丘示范区和乐小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杨茹 商丘宁陵县石桥镇金厢小学 白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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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彤 驻马店遂平县第六小学 祖父的园子 

王婷婷 商丘柘城县李关小学 匆匆 

王梦琪 信阳浉河区哈敦学校 大自然的声音 

王若泰 新乡红旗区新区小学 我爱这土地 

高寒 清丰县第三实验小学 草船借箭（五） 

郝孝鑫 濮阳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绝句 

曹景皓 商丘市睢阳区新城实验小学 致敬最美逆行者 

赵梓铭 濮阳南乐县西邵乡中心小学 绿 

张景焜 平顶山叶县实验学校 太空生活趣事多 

胡钧翔 驻马店市第二十三小学 过故人庄 

陈星羽 新乡市外国语小学 找春天 

冯琴茗 济源市河苑街小学 军神 

胡皓杰 焦作市焦东路小学 我爱这土地 

关雅宁 焦作武陟县育才学校 雷雨 

路少萌 邓州市龙堰乡中心小学 我多想去看看 

孙苏杨 商丘宁陵县张弓镇中心小学 匆匆 

汪歆然 新乡牧野区新中大道小学 心中的红领巾 

白晨熙 周口西华县昆山学校 中华少年 

闫敏芝 新乡红旗区育才小学明德校区 沁园春 雪 

郝家欣 开封市县街小学 春 

齐一鸣 滑县半坡店乡滑南希望学校 荷叶圆圆 

杨耀博 濮阳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秋晚的江上 

张静怡 鹿邑县太清宫镇太清中心小学 老师领进门 

宋京华 驻马店遂平县沈寨镇第一小学 太阳 

王筱涵 商丘示范区和乐小学 匆匆 

周文悦 商丘柘城县惠济乡周楼小学 鸟的天堂 

陈璟烨 商丘梁园区民主路第二小学 我的祖国 

王涵 商丘梁园区解放路小学 为人民服务 

孟子涵 商丘睢阳区新城北海小学 匆匆 

李子涵 许昌魏都区实验学校 少年中国说 

于婧湉 鹤壁市实验学校 吃水不忘挖井人 

常项羽 周口淮阳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画鸡 

杨晨曦 周口淮阳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古诗二首  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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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博 周口扶沟县城关镇红旗小学 你好！新年 

张怡雪 信阳商城县第四小学 我爱你 中国 

李婉羽 商丘柘城县大仵乡马庄学校 走月亮 

周昕瑶 鹤壁市湘江小学 仰望星空 

王子豪 周口西华县东营乡王化本小学 燕子 

李希贤 驻马店市第二十小学 菩萨蛮 大柏地 

马臻冉 开封市自由路小学 颂恩师 

邱畅 信阳新县宏桥小学 少年中国说 

李嘉美 商丘凯旋路第二小学 牧场之国 

和予凝 焦作马村区实验学校 致敬白衣天使 

刘佳睿 周口西华县叶埠口乡后李小学 黄山奇石 

张诗晴 南阳新野县城区汉桑城小学 在天晴了的时候 

任天晴 洛阳偃师市第二实验小学 静夜思 

李依璘 商丘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匆匆 

王紫一 周口郸城县第二实验小学 白鹭 

刘书辰 商丘夏邑县第三实验小学 白桦 

轩一然 许昌建安区实验中学小学部 出师表 

于笑妍 滑县滑兴学校 示儿 

齐嘉怡 周口扶沟县城关镇红卫小学 童年的发现 

程晓婉 濮阳油田第十四小学 王戎不取道旁李 

李春熙 郑州中原区桐柏路小学 繁星 

张程怡 信阳息县第十一小学 桂林山水 

王一诺 鹤壁淇滨区庞村明德小学 祖父的园子 

樊茜茜 周口西华县北门明德小学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郭婧涵 商丘凯旋路第二小学 落花生 

李一如 鹿邑县伯阳双语小学 中华少年 

夏家豪 商丘市示范区和风小学 匆匆 

李晓雅 鹤壁淇滨区天赉小学 盘古开天地 

高梦莹 周口扶沟县大李庄小学 匆匆 

李佳霓 郑州上街区新建小学 沁园春 长沙 

张文浠 滑县滑台路小学 咕咚 

汤依函 滑县滑台路小学 绝句 

陈又铨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落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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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朵 鹤壁市实验学校 匆匆 

任静雯 商丘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匆匆 

周雨欣 濮阳清丰县巩营乡李安村李安小学 童年的发现 

赵梓晨 开封尉氏县岗李乡榆林小学 将进酒 

张雨晗 商丘凯旋路第二小学 匆匆 

苏沛涵 濮阳市油田第六小学 珍惜 

赵诗雨 驻马店市第二十三小学 一匹出色的马 

张佳怡 周口西华县人和路小学 暮江吟 

刘梓樂 鹤壁第八小学 我多想去看看 

郝可心 商丘睢阳区京港小学 匆匆 

刘佳辰 滑县郎柳集中心小学 天净沙秋思 

靳蕾燕 洛阳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 笠翁对韵  

李伊凌 鹤壁淇滨区淇滨小学 万众一心战疫情 

曹圆 鹤壁淇滨区天赉小学 祖国到底是什么 

崔瀚文 开封夏理逊小学 中国话 

张梓涵 鹤壁淇滨区淇滨小学 春江花月夜 

 

中学组一等奖（50 名） 

姓名 最佳指导教师 学校 作品名称 

范尧斌 李婉琼 郑州市第四十四高级中学 匆匆 

高赵梦真 夏连超 周口项城市第四初级中学 春 

王岩钢 禹焕盈 河南省实验文博中学 雨巷 

李姿 李娟 周口沈丘县槐店镇回民中学 匆匆 

李玟 许永军 驻马店确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致敬钟南山 

陈国栋 王凌君 焦作市第四中学 我的南方和北方 

陈雯 陈霞 开封市第二十一中 木兰诗 

穆魏佳 董爱萍 开封市杏花营中学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赵镜童 刘海法 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 满江红 写怀 

李汶昊 刘洁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致敬钟南山 

吴蔓 韩丽杰 周口项城市第九初级中学 匆匆 

吴一凡 胡峰 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 梦游天姥吟留别 

龚宇哲 安冉 驻马店正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安塞腰鼓 

闫苏颜 丁国放 鹿邑县第二高级中学 因为有你，我们不怕 

李倩 管东秀  信阳新县第二高级中学 长安有妙笔 

赵帅 刘涛 驻马店平舆县第二初级中学 乡愁 



 — 36 — 

祁康乐 姜楠 郑州市财经技师学院 我的南方和北方 

孙虞婷 尚玉洁 驻马店遂平县张店乡初级中学 一滴水经过丽江  

郭庆怡 张娜 三门峡中等专业学校 致橡树 

周沿彤 王桂周 南阳文化艺术学校 饮酒  

肖媛媛 于苗苗 驻马店西平县第四初级中学 白杨礼赞 

李梓 靳莹莹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奔涌吧 后浪 

刘鸿辉 王丽 信阳光山第二高级中学 将进酒 

王文祥 彭贞贞 周口郸城县郸城第三高中 奔涌吧 后浪 

张伊果儿 张艳华 许昌市高级中学学科营 黄河颂 

韩湘怡 王莉 新蔡县今是中学 一滴水经过丽江 

井艺琛 郑余良 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 奔涌吧 后浪 

李昱涵 于平平 开封扬坤高级中学 致敬钟南山 

孙元芷 黄文杰 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 春 

王欣 马银 固始县希望高中 因为有你，我们不怕 

丁梦婷 梁颖慧 鹿邑县第二高级中学 在海的那边 

刘文静 乔同军 商丘宁陵县实验中学 匆匆 

赵彤鸽 赵红艳 焦作孟州市赵和镇第二初级中学 乡愁 

刘若楚翘 朱虹 新乡市一中实验学校 永远的九岁 

闫梦宇 司玉龙 商丘市第三高级中学 中华 中华 

周鹏飞 孙晓娜 平顶山市第一高级中学 最后一只藏羚羊 

周之钰 冯高峰 驻马店平舆县第二初级中学 匆匆 

赵海伦 丁爽 开封尉氏三中（洧川校区）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

古 

栗家路 陈银鹏 驻马店西平县第四初级中学 青春 

张鹏阳 王旭晖 平顶山郏县融通高中 姥姥，我想你了 

焦子铭 张金红 鹤壁市淇滨中学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张一凡 王莉 新蔡县今是中学 壶口瀑布 

李素君 闫红霞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我爱你，中国 

栗郝忆 周颖 鹤壁市湘江中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赵安禹 安冉 驻马店正阳县第二中学 一滴水经过丽江  

李彦霏 左宁宁 焦作市第四中学 姥姥，我想你了 

段锦昊 张婉 南阳市第十二中学 观沧海 

张雨婷  驻马店正阳县高级中学 遇见 

冯汇晴 蔡松龄 商丘实验中学高中部 真诚 

程一晗 贾淑敏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致敬钟南山 

中学组二等奖（100 名） 

姓名 优秀指导教师 学校 作品名称 

赵文静 张洪坤 驻马店平舆县第二初级中学 因为有你 

李欣雨 徐税英 周口项城市第一实验中学  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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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慕容 何鸾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游山西村 

李漫月 郭新涛 许昌幼儿师范学校 永远的九岁 

王一帆 苏薇 周口淮阳县淮阳中学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 

张怡 胡延红 开封尉氏县尉氏第三中学 愿你平安 

孙传晟 李燕 濮阳市油田第六中学 过秦论 

范玉超 胡延红 开封尉氏县尉氏第三中学 短歌行 

王帅 朱广琳 开封市第一职业中专 致橡树 

刘雨涵 王锋华 河南省实验中学 归程 

陈智文 胡延红 开封尉氏县尉氏第三中学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

记梦 

赵环环 潘玉姝 商丘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学会沉淀 

张可 张文竹 周口西华县西夏镇第一初级中学 致敬最美逆行者 

彭桃 胡娇娇 信阳潢川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沁园春 长沙 

李睿卿 马红霞 新蔡县今是中学 春夜洛城闻笛 

韩鹏飞 管东秀 信阳新县第二高级中学 将进酒 

张冉 王靖 信阳潢川县潢川一中初中部 再别康桥 

张小雅 皮志强 驻马店正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海燕 

屈永福 宋润诗 开封宇华实验高中 归程 

李创业 郭少淳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人生最美是清欢 

张海川 王瑞红 信阳潢川县潢川第二中学 关雎 

王新滨 胡莉娜 三门峡市第二中学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张家玮 荣蓉 新乡市一中实验学校 黎明的曙光 

夏爽 高志华 周口太康县第一高级附属中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周垣 胡云晓 洛阳偃师市职业教育中心 致橡树 

彭相宜 王健霞 平顶山市育才中学 黄河颂 

逯瑶瑶 付空霞 济源市五龙口第二初级中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李香茹 安冉 驻马店正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一滴水经过丽江  

焦梦洁 张娜 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雨巷 

梁嘉怡 郭娇娇 济源市第五中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张映心 李晶 固始县胡族铺镇第一初级中学 我愿是激流 

杨雪 许应霞 济源市职业技术学校 长江之歌 

许敬瑶 李凤梅 开封市第十三中学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王萌萌 秦靖华 新乡卫辉市柳庄乡第二中学 踮起脚尖，去爱这个世界 

张译仁 陈宇 商丘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人生最美是清欢 

薛蔼茵 马艳平 驻马店平舆县第二初级中学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贺青瑶 郭爱玲 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 虞美人 

赵书辉 杨显红 信阳市浉河中学 带上她的眼睛 

叶欣雨 杨显红 信阳市浉河中学 紫藤萝瀑布 

杜心凌 冯化荣 邓州市林扒镇第一初中 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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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博雅 曹军帅 周口西华县西夏镇第一中学 相信未来 

杨朱珠 刘秀勤 周口郸城第三高级中学 奔涌吧 后浪 

刘潇怡 彭志娟 焦作市许衡中学 紫藤萝瀑布 

乔郑岩 董艳鄂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院 把酒问天 

孙怡宁 陈桂芳 长垣县蒲东街道中心校 祖国，你就是我要唱的那首歌 

张奕珩 王改玲 河南省实验中学 我用残损的手掌 

丁佳玉 郭娇娇 济源市第五中学 商鞅之死 

伏静雯 李淑萍 商丘工学院附属兴华学校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刘妍  焦作沁阳市实验中学 乡愁 

汤冰洁 张伟 开封市第十三中学 春 

李查克 张小静 焦作市第四中学 长安有妙笔 

刘祎然 唐晓艳 鹤壁市福源中学 黄河颂 

王浩 郭少淳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乡愁 

赵恩惠 杨辉 新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我的南方和北方 

张铭哲 李静 南阳市第十二中 小石潭记 

王天浩 周庆广 平顶山舞钢市枣林镇初级中学 庄子二则 北冥有鱼 

曹毫毫 杨辉 新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听见中国在歌唱 

靳金果 黄淑娟 焦作沁阳市覃怀中学 我的南方和北方 

刘家睿 宋平 商丘市第一中学  一夜的工作   

田诗音 常彩虹 南阳市十一中学 因为有你，我们不怕 

张梦晗 陈慧真 驻马店正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紫藤萝瀑布 

付俊宇 丁瑞芳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春 

王秋晴 尹新霞 周口西华县昆山学校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孙若涵 王珂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致敬钟南山 

史佳鑫 薛辉 开封市十四中东校区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刘平 朱琳 周口郸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奔涌吧 后浪 

张佳豪 闫红霞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羚羊木雕 

郑媛媛 王美玲 开封市金明中学 天上的街市 

万聪 高俊荣 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 遇见 

杜思薇 李春红 开封杏花营中学 乡愁 

李昕 王军茹 许昌鄢陵县二高初中部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郭程玮 牛平平 济源市第五中学 岳阳楼记 

谢珂 丁晓晖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将进酒 

郝天娇 闫红霞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致橡树 

杨玙 魏雪静 开封市铁路中学 饮酒  

李舒雅 李继英 商丘柘城县第二实验中学 紫藤萝瀑布 

李申傲 张虹 商丘第二高级中学 荷叶 母亲 

罗凡 易文静 信阳新县职业高级中学 真诚 

周嘉欣 周位彪 鹤壁浚县王庄镇初级中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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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萍萍 余海英 信阳新县第二高级中学 琵琶行 

卢湘瑾 张婉 南阳市十二中学 如果没有李白 

尚子敬 王锋华 河南省实验中学 如果有来生 

王翔锐 王改玲 河南省实验中学 我是地上泉来报地下恩 

杜程程 王学珍 邓州市林扒镇第一初中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潘晓颖 张婉 南阳市第十二中学 望岳 

郑清椀 贾华 商丘市第一中学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肖甜  洛阳市第十一中学 不为什么 

王艺霖 梁春峰 商丘市第八中学 安塞腰鼓 

赵雨晨 薛艳娜 焦作市许衡实验学校 致大海 

白羽宸 李燕 濮阳市油田第六中学 蒹葭 

王霄露 高宁 濮阳市第一中学 人生里面前进的方向 

匡曦 张冰梅 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 黄河颂 

杨浩宇 董艳鄂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我爱你中国 

赵艳娟 刘永行 鹿邑县弘道中学 登飞来峰 

安佳明 谢琪 周口扶沟县实验中学 你不努力，拿什么跟别人拼 

王玥 王芳 河南省实验中学 我爱你，中国 

杨雨 张冀 信阳潢川县小吕店中学 大雁归来 

杨逸飞 毕荣荣 河南省实验文博中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吕文灏 李娴 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 奔涌吧 后浪 

杨凯莹 杨洁 郑州新郑市实验中学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中学组三等奖（150名）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王曼 邓州市元庄第一初中 做最好的自己 

李少阳 商丘中等专业学校 长江之歌 

李想 信阳潢川县黄冈实验学校 登幽州台歌 

蔺航宇 鹤壁淇滨区第六中学 秋天的怀念 

郑润华 南阳市第十二中学 紫藤萝瀑布 

张梦媛 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 给女儿的一封信 

王照然 商丘宁陵县第二高级中学 奔涌吧 后浪 

王田田 鹿邑县第二高级中学 真诚 

杨月 鹿邑县第二高级中学 春 

王怡娜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白杨礼赞 

丁艳敏    新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世事望我却依然 

付梦晴 周口郸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天上的街市 

吴晶晶 邓州市林扒镇第一初中 江城子 密州出猎 

王秒云 三门峡市交口中学 乡愁 

孟霖 鹤壁淇县第一中学 我的南方和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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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筠倍 南阳市实验学校 再别康桥 

徐聪颖 信阳新县第一初级中学 乡愁 

田锦慧 开封市铁路中学 不为什么 

李双龙 济源市第五中学 因为有你，我们不怕 

冯嘉昱 新蔡县今是中学 陋室铭 

王思萌 周口淮阳县淮阳中学 门前 

焦紫煊 焦作市第四中学 春 

焦诗棋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山河 

王开阳 开封市金明中学 春 

贾睿涵 周口扶沟县实验中学 土地的誓言 

徐鹏翔 平顶山舞钢市枣林中学 北冥有鱼 

张子豪 周口太康县高贤高中 散步 

张飒 商丘市第六中学 匆匆 

翟相印 平顶山舞钢市枣林镇初级中学 小石潭记 

徐娜娜 新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我有一个梦想 

邢旭阳 平顶山郏县融通高中 短歌行 

宋佳慧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高峻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不为什么 

曹苗宇 鹤壁市外国语中学 抗击疾情我们始终在一起 

李鑫怡 鹤壁市淇滨区淇滨中学 我的祖国 

丁梦真 鹿邑县第二高级中学 春 

李媛 南阳内乡实验高中 因为有你，我们不怕 

司雯 焦作市文昌中学 月光下的中国 

孙梦雨 郑州市第四十四中学 不为什么 

黄屹 周口西华县昆山学校 白杨礼赞 

邓可馨 南阳市宛东中等职业学校 人生最美是清欢 

周冰妍 周口内乡县王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我爱这土地 

刘小溪 商丘工学院附属新华学校 一切 

刘静茹 驻马店西平县第六初级中学 白杨礼赞 

李雨洁 济源市实验中学 有的人 

郭迪 驻马店平舆县第二中学 春晓 

张寒冰 商丘市第七中学 可爱的中国 

李颖苗子 鹤壁市淇滨区湘江中学 少年中国说 

宋家宝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初相遇 

杨淑婷 商丘工学院附属兴华学校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张依涵 许昌魏都区实验学校 黄河颂 

宗羿希 平顶山舞钢市教师进修学校 咏鹅 

卢万尊 开封市第一职业中专 生命 生命 

王乐妍 濮阳清丰县韩村镇初级中学 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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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广伦 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 真诚 

楚新悦 商丘柘城县梁庄乡初级中学 匆匆 

郭丽 许昌鄢陵县第二高中初中部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 

张金铎 南阳方城县机电信息中专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吴官泰 商丘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真诚 

魏露 周口扶沟县练寺镇初级中学 孔乙己 

曹佳悦 开封市铁路中学 雪 

张紫函 南阳内乡实验高中 学会沉淀 

梁聪 商丘民权县实验中学 母亲是一种岁月 

杨梓菲 河南省实验中学 致橡树 

刘晶晶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不为什么 

秦昊 鹤壁市山城区实验中学 黄河颂 

吕可 驻马店西平县蔡寨初级中学 安塞腰鼓  

王希卉 鹤壁市淇滨区淇滨中学 少年行 

华文月 商丘宁陵县初级中学 匆匆 

刘郁洁 济源市职业技术学校 春   

杜佳颖 开封第十四中学东校区 匆匆 

李言 开封第十四中学 紫藤萝瀑布 

顾桓铭 南阳市第二完全学校初级中学 沁园春 雪 

贺若楠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给女儿的一封信 

关雨欣 焦作武陟县河朔一中 如果有来生 

李冰洁 鹤壁市湘江中学 我和我的祖国 

周志沈 邓州市林扒镇第一中学 竹里馆 

刘薛晴 鹿邑县太清宫镇第一中学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马润琳 焦作武陟县实验中学 致橡树 

明廷浩 焦作市许衡实验学校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张硕旗 鹿邑县老君台中学 匆匆 

徐梦晗 周口西华县东王营乡初级中学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黄展鹤 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王静茹 商丘宁陵县石桥镇初级中学 匆匆 

胡佳悦 滑县城关镇滑台路小学 惠崇春江晚景 

苏航 鹤壁市淇滨区湘江中学 老王 

曹婧文 周口郸城县钱店二中 山河 

黄诺 商丘夏邑县圣源学校 抗疫 

张雨彤 鹤壁市山城区实验中学 青铜葵花 

曹欧聘 商丘睢阳区冯桥镇初级中学 光 

李钦田 南阳职业学院 项链 

刘智辉 新乡延津县高级中学 月牙 

王玉莹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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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多多 商丘市第十六中学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刘星雨 焦作市第四中学 我爱你，中国 

武潇涵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不为什么 

刘晴晴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贾朔冉 商丘市第九中学 匆匆 

赵艺佳 商丘宁陵县实验中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黄梦如 驻马店正阳县正阳二中 乡愁 

周紫寒 平顶山舞钢市枣林二中 自由的飞鸽 

杨涵轩 鹤壁市湘江中学齐贤校区 热爱生命 

黄嘉怡 驻马店西平县第四初级中学 社戏 

宋星熠 商丘工学院附属兴华学校 凉州词 

徐申雨 信阳新县第一初级中学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石明伦 济源市第五中学 致橡树 

马添侨 滑县道口镇第二初级中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曹雅昱 商丘市第六中学 匆匆 

郭心怡 三门峡义马市第一初级中学 站起来，我依然英雄的武汉 

张贻鑫 南阳市镇平县涅阳一初中 沁园春 雪 

武梦涵 滑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齐浩宇 南阳市十二中学校 小石潭记 

王佳蕊 三门峡义马市第一初级中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闫靖怡 鹤壁市淇滨区湘江中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李子豪 焦作市许衡实验学校 紫藤萝瀑布 

越高瞻 驻马店平舆县第二中学 竹里馆 

古晴 河南省实验中学 世事望我却依然 

豆涵雨 商丘市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门前 

姬瑞淇 郑州一中经开区实验学校 黄河颂 

赵若冰 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郭思彤 焦作市许衡实验学校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聂文博 濮阳市油田第六中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邱莲 新乡第七中学 全球高考 

张镇举 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 真诚 

宋柯剑 驻马店平舆县第二中学 春晓 

辛蕊 商丘市职业教育中心 我多想去看看 

刘佳欣 鹤壁市第二中学 中国话 

孙韶苒 鹤壁淇滨区湘江中学齐贤校区 未选择的路 

赵灿宇 周口项城市正泰博文学校东区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秦超楠 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 遇见 

彭依然 商丘夏邑县实验中学 匆匆 

李思雨 商丘睢阳区第二初级中学 匆匆 



 — 43 — 

王文轩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奔涌吧 后浪 

柳若彤 鹿邑县老君台中学 行路难   

李潇 鹿邑县贾滩镇中心学校 爱莲说 

董嘉乐 三门峡市交口中学 江城子 密州出猎 

南静丽 周口黄泛区高级中学 不为什么 

牛湘源 南阳市第十二中学 我爱这土地 

何佳晨 新乡市铁路高级中学 江南雨 

张英华 焦作市许衡中学 紫藤萝瀑布 

冯诗雅 商丘睢阳区李口镇第二初级中学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杨佳丽 宛东中等专业学校 名贤集 四言集 

陈柯彤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卡耐基写给女人的幸福箴言 

刘益瑶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找春天 

禹肖华 焦作许衡中学 踮起脚尖，去爱这个世界 

孙靳恬 鹤壁市淇滨区第五中学 匆匆 

杨源冰 邓州市张村街第五高级中学 饮酒  

徐雨阳 焦作沁阳市实验中学 向逆行者致敬 

马玉珍 滑县牛屯镇第一初级中学 紫藤萝瀑布 

周瑞雪 鹤壁市外国语中学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教师组一等奖（50 名）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李佳妮 商丘幼儿师范学校 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潘帅 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张涵 信阳潢川县实验小学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薛冰 焦作市第二十五中学 秋天的怀念 

刘冰 河南省实验中学 将进酒 

张树凤 信阳市胜利路学校 我是什么 

李晓庆 开封龙亭区解放小学 我爱你中国 

程芝勤 周口市市直幼儿园 四季 

李方 焦作武陟县育才学校 中国话 

安晓燕 开封市邢堂小学 白鹭 

冯聪 焦作解放区大河幼儿园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赵欣 新乡牧野区牧野镇杨岗小学 致橡树 

朱丽丽 焦作山阳区东环小学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张素娟 商丘市娄店乡李小庄学校 桂林山水 

杨阳 信阳息县第十一小学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董永 新乡辉县市苏门初级中学 匆匆 

李向利 济源市天坛路幼儿园 听听，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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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静 商丘市夏邑县第二小学 祝福中国 

路聚芳 开封市禹王台区南郊乡杨庄小学 三月桃花水 

姚利欢 济源市天坛路幼儿园 我爱这土地 

李桂芳 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谢堂小学 母亲是一种岁月 

刘东娟 郑州市郑东新区艺术小学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潘国锋 濮阳市范县辛庄镇孟洼小学 我爱这土地 

钟敏 鹿邑县第二实验小学 青春 

王梓涵 信阳浉河区四望山希望小学 春 

陆迎柳 商丘市商东外国语实验学校 天上的街市 

陈荣华 周口西华县昆山学校 白色山茶花 

徐会敏 周口西华县实验小学 后浪 

吕玉洁 商丘市宁陵县第一实验小学 相信未来 

聂晶玲 周口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 

赵越 新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海滨仲夏夜 

岳崇清 商丘市民权县李堂中学 繁星 

张家宾 济源市下冶镇第三中心小学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杨艳霞 新蔡县新正路蓝天双语实验小学 繁星 

曹彦凯 商丘市路河镇田营小学 大自然的声音 

李嫚 商丘太平镇实验小学 秋天的雨 

王珍 商丘工学院附属兴华学校 夜雨寄北 

王晶晶 新乡卫辉市孙杏村镇大任庄学校 方帽子店 

李艳霞 新乡红旗区渠东小学 秋天的雨 

曹丽梅 新乡卫辉市高级中学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孙贻静 商丘市解放小学 我多想去看看 

彭学峰 商丘夏邑县北镇孙杨集学校 我们爱你啊, 中国 

王晓倩 周口沈丘县新区实验小学 端午粽 

孙丽 商丘市第二回民小学 匆匆 

李杨 商丘市第十六中学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冯璐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致橡树 

栾凤芹 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 分不清是鸭还是霞 

郭金平 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日月潭 

田丰丰 周口扶沟县城关镇红旗小学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李翠华 商丘柘城县远襄镇李斗吾小学 我爱读书 

教师组二等奖（100 名）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郭莹莹 焦作武陟县育才学校 小壁虎借尾巴 

孙丹丹 商丘市第十五中学 白杨礼赞 

随佳丽 商丘市夏邑县歧河乡中心小学 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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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威 信阳市光山县凉亭乡中心小学 肥皂泡 

赵妍 商丘虞城县第一初级中学 可爱的中国 

李银敏 商丘柘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那一定会很好 

刘子潜 新蔡县现代双语实验学校 在天晴了的时候 

张会淞 商丘市实验幼儿园 我爱读书 

何俏 商丘示范区平安街道办事处朱寨小学 大还是小 

武媛媛 商丘民权县育才双语小学 秋天的雨 

丁姗 焦作沁阳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商鞅之死 

胡苏 信阳潢川县传流店乡中心小学 当天晴了的时候 

郭丹丹 新蔡县实验中学 匆匆 

殷涵 南阳内乡县第四小学 小马过河 

张慧梅 商丘柘城县邵园中心小学 搭船的鸟 

郑家俊 商丘虞城县闻集乡郑楼小学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曹倩颖 商丘柘城县职业教育中心 世事望我却依然 

张丽娜 新乡市第一实验学校 清平乐 村居 

崔亚敏 商丘民权县育才双语小学 植物妈妈有办法 

李倩 三门峡义马市新区千秋学校 当天晴了的时候 

王雅新 济源市天坛路幼儿园 致橡树 

禹靖 新乡卫辉市李源屯镇东良村完小 白鹭 

李丹 济源市天坛路幼儿园 观潮 

李利 新乡获嘉县凯旋路小学 芦花鞋 

时晨曦 商丘市实验幼儿园 匆匆 

田新环 焦作温县祥云镇祥云镇村小学 在山的那边 

李晓娟 三门峡市育才中学 再别康桥 

苗红雷 济源市克井镇大社学校 囚歌 

刘小芳 焦作武陟县育才学校 做一片美的叶子 

王菊 许昌鄢陵县大马镇三道河小学 生如夏花 

范峰 商丘市梁园区木瓜园小学 池子与河流 

李海波 焦作博爱县教育体育局 小猴子下山 

王守印 新乡延津县胙城乡胙城初级中学 最后一只藏羚羊 

陈花蕊 濮阳市华龙区石化路第一小学 感恩祖国 

梁卓 新乡卫辉市实验小学 三月桃花水 

武明珠 鹿邑县西城中学 驿路梨花 

滕山山 鹿邑县第二实验小学 散步 

付彩 信阳息县第九小学 勇敢的逆行者 

李正闪 新乡延津县魏邱乡宋庄小学 中华颂 

马蒙 新乡市第一铁路小学 小壁虎借尾巴 

李瑞 信阳潢川县牛岗镇中心小学 桂林山水 

张娟 长垣县丁栾镇沙丘小学 我爱你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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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真真 信阳潢川县双柳树镇王楼小学 秋天的雨 

魏红 新乡卫辉市庞寨乡柳位完全小学 散步 

王伟 鹤壁淇滨区桃源小学 荷花 

王飞 郑州二七区四季路第二小学 朝花夕拾 

苏洁 固始县元光小学 沁园春 长沙 

张洋洋 新乡卫辉市太公镇东陈召完全小学 不朽的胡杨 

侯南南 新乡卫辉市后河镇第二中学 你不努力，拿什么跟别人拼 

张素青 鹤壁淇滨区鹤翔小学 荷塘月色 

蔡华丽 商丘柘城县岗王镇大李初级中学 我的祖国 

孙旭丽 南阳新野县汉桑城小学 一分钟 

李亚萍 郑州银星艺术学院 致橡树 

张素花 鹤壁山城区第八小学 笑 

聂青云 济源市天坛路幼儿园 母亲是一种岁月 

曾海燕 周口市实验幼儿园 家 

牛海燕 焦作武陟县木城一小街道办事处 三月桃花水 

高海帆 固始县陈淋子镇第一初级中学 致橡树 

武乐睿 邓州市十林镇大路武小学 相信未来 

赵亚楠 驻马店遂平县第五中学 匆匆 

崔艳红 焦作孟州市会昌办事处文公小学 紫藤萝瀑布 

王文慧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月光下的中国 

杜雅萍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春 

郑魏魏 平顶山石龙区中心幼儿园 疫情背后的温暖 

林凡 南阳市二十一学校 给爸爸的一封信 

苏玉 鹿邑县高级中学 致橡树 

杨夏青 舞钢市杨庄乡第三初级中学 初心 

韩明霞 郑州沃易斯艺术中心 致橡树 

秦春宏 郑州中牟县紫圆实验小学 荷叶圆圆 

赵瑜 鹤壁市实验学校 匆匆 

张欢欢 汝州市蟒川镇蟒川小学 七律 长征 

韩立俐 鹤壁淇滨区牟山小学 繁星 

唐雪冬 郑州登封市中岳街道办事处第二小学 在天晴了的时候 

赵云莲 南阳新野县城区北关小学校 雷雨 

胡亚梓 周口纺织路小学 麻雀 

贾慧敏 浚县善堂镇中心小学 桂林山水 

杨丽丽 平顶山新城区梅园路小学 我爱这土地 

高霞 驻马店遂平县褚堂乡于楼学校 在牛肚子里旅行 

王桂平 周口扶沟县包屯镇任庄小学 我多想去看看 

罗舒心 开封市化建小学 致橡树 

郭娜 周口沈丘县新区实验小学 我是一只小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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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付新 信阳潢川县牛岗中心小学 匆匆 

郭凯华 长垣县博爱小学 和你一样 

郑冬丽 济源市太行路学校 满江红 写怀 

高立云 三门峡渑池县翰林实验学校 青蛙卖泥塘 

刘丹丹 周口扶沟县实验小学 生命 生命 

王巧霞 开封龙亭区梅庄小学 热爱生命 

王秋平 鹤壁淇滨区天山小学 诗意中国 

王婕 焦作孟州市明珠小学 梅花魂 

张燕燕 开封市金明幼儿园 月光下的中国 

程敏 信阳新县特殊教育学校 桂林山水 

张伟卫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匆匆 

赵丽娜 三门峡市第三实验小学 我爱这土地 

李壮杰 周口扶沟县包屯镇郁岗小学 我多想去看看 

陈艳红 商丘夏邑县北岭镇中心小学 鸟的天堂 

赵琰斐 郑州市盲聋哑学校 盲孩子和他的影子 

琚国利 鹤壁淇滨区明达小学 写给女儿的诗 

杨帆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王彩红 鹤壁浚县善堂镇第一初级中学 找骆驼 

张蕾 郑州市二七区四季路第二小学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教师组三等奖（150 名） 

姓名 学校 作品名称 

刘恒丽 周口西华县实验小学 小猴子下山 

秦会芳 驻马店遂平县第六小学 小马过河 

邰晶晶 平顶山石龙区南顾庄中鸿小学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于宁 驻马店西平县第六初级中学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蔡琼琼 新蔡县实验中学 妈妈睡了 

李兰芳 焦作温县招贤乡仓头村小学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杨桂娟 焦作孟州市西虢镇韩园交通希望小学 一棵开花的树 

樊思岑 信阳南湾湖风景区中学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 

蒋智慧 周口商水县第一初级中学 秋天的雨 

郭玉娟 南阳红泥湾镇镇直小学 我爱读书 

高雅洁 信阳光山县仙居乡第一完全小学 我好想有点甜 

王艺如 驻马店正阳县兰青乡中心学校 大雁归来 

张红霞 周口项城市第三高级中学初中部 白色山茶花 

郭中飞 焦作市人名中学 散步 

王珏 新蔡县余店镇蛟停湖中心小学 做最好的自己 

陈燕 周口淮阳区第一中学 匆匆 

刘亚珍 商丘夏邑第五小学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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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迎春 河南省财经学校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王晶 周口商水县谭庄镇谭庄小学 富饶的西沙群岛 

霍媛媛 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最后一只藏羚羊 

季法青 南阳卧龙区培英学校 白鹭 

王婷 郑州二七区京广路小学 我爱你中国 

刘杰 南阳内乡县第十小学 棉花姑娘 

车志娟 鹤壁浚县北关小学 在天晴了的时候 

马辉 南阳内乡县第三小学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胡馨月 邓州市北京路学校 诗意中国 

谢晓敏 鹤壁浚县科达学校（南校区）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刘婷 三门峡湖滨区第四小学 爱在天地间--致敬白衣战士 

李珍 平顶山市中心幼儿园 致敬我心中的英雄 

赵青青 驻马店遂平县和兴镇初级中学 钱塘湖春行 

陈希 驻马店西平县第六初级中学小学部 小壁虎借尾巴 

王淑娴 商丘市解放小学 老王 

李扬丽 南阳第三十七小学 对韵歌 

严菲 洛阳市实验小学 土地的誓言 

张莹莹 周口项城市莲溪中学 散步 

孙闪 南阳市第十二小学校 我和小鸟和铃铛 

刘子晗 河南省实验中学 致橡树 

罗晓岱 周口黄泛区农场金童幼儿园 做最好的自己 

郭晗 商丘宁陵县张弓镇郭子敬小学 秋天的雨 

赵朝阳 平顶山鲁山县教体局教研室 桃花源记 

侯汉杰 平顶山叶县仙台镇实验学校 月是故乡明 

王爱敏 汝州市蟒川镇蟒川小学 在我的孤独之外 

王玉英 焦作沁阳市第二小学 匆匆 

张华 三门峡滨河小学（三门峡市一小南校区） 荷叶圆圆 

胡云晓 洛阳偃师市第二实验小学 再别康桥 

冯利娜 洛阳高新区丰鑫小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董翠翠 三门峡义马市外国语小学 故都的秋 

王敏 鹤壁淇滨区牟山小学 鼹鼠妈妈讲故事 

席静 新乡延津县小潭乡西吐村小学 写给女儿的诗 

赵凌寒 商丘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散步 

赵琳 鹤壁淇滨区鹤翔小学 匆匆 

林萌萌 郑州二七区四季路第二小学 生命 生命 

李红民 濮阳市第五中学 一片槐树叶 

王飒 南阳内乡县王店镇周营中心小学 雷雨 

李趁华 周口扶沟县城郊乡谢村小学 猫 

李雪慧 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小学 端午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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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蛟 信阳息县第九小学 蝴蝶的家 

陈继 南阳内乡县第四小学校 少年中国说 

关霏 周口西华县皮营办事处皮营学校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安霞 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单营小学 一棵开花的树 

时红 南阳镇平县石佛寺镇单营小学 走过季节 

张瑛楠 洛阳嵩县第三实验小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蒋华 南阳青华镇第一中学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 

吴亚楠 驻马店确山县瓦岗镇叶老庄小学 找春天 

张亚飞 周口淮阳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项链 

郑燕聪 南阳市第二十一学校 你好！新年 

边卓 南阳卧龙区蒲山镇槐树湾中心小学校 我爱这土地 

闫欢欢 郑州新郑市实验中学 我爱你，中国 

张姣 南阳内乡县第三小学 春天的洗礼 

蒋娟娟 南阳卧龙区陆营镇第三小学 黄山奇石 

张丹 南阳市第十二小学校 秋天的雨 

管印玉 信阳新县啟福小学 黄河颂 

赵红彩 南阳第二十七小学校 花的学校 

张彩惠 焦作沁阳市王召中心小学 妈妈睡了 

黄继晓 洛阳偃师市第二实验小学新新校区 匆匆 

杨珊珊 鹤壁浚县科达中学 萤火成星光 

潘慧婷 新蔡县现代双语实验学校 生如夏花 

赵丽 商丘睢阳区娄店乡娄店中心学校 因为有你 

王笑寒 漯河舞阳县保和乡朱耀环小学 致橡树 

郑秋红 开封金明实验小学 春江花月夜 

董梦单 商丘夏邑县第二初级中学 金色花 

武飞 商丘宁陵县赵村乡姜庄学校 鸟的天堂 

汪莉 商丘梁园区白云小学 诗词之美 

吴利群 商丘虞城县文明小学 卖火柴的小女孩 

郭瑞红 周口扶沟县城关镇回族小学 燕子 

马小钰 商丘市民主路第二小学 植物妈妈有办法 

郑韦韦 商丘宁陵县赵村乡中心小学 祖父的园子 

李等华 周口扶沟县城郊乡七里井小学 学会感恩 

谭淑萍 商丘夏邑县北岭镇中心小学 背影 

朱彤辉 驻马店遂平县和兴镇和兴小学 秋天的雨 

陈志敏 鹿邑县第一实验小学 礼物 

曹绮梦 商丘宁陵县曹西庵小学 繁星 

张春桥 郑州城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等一束光 

曹丹丹 商丘柘城县远襄镇中心小学 海上日出 

薛小英 鹿邑县太清宫镇实验小学 火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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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倩 开封市金耀小学 人生最美是清欢 

高倩雯 南阳市第二十七小学 荷塘月色 

王富慧 鹿邑县太清宫镇博文小学 小狗学叫 

孔俊丽 兰考县南彰镇南庄小学 致橡树 

吴俊侠 周口扶沟县实验小学 我家的小猫咪 

王星 周口扶沟县县直幼儿园 彩色的梦 

魏盼 商丘柘城县皇集乡王克仁学校 三月桃花水 

乔亚楠 商丘宁陵县赵村乡第一中学 我和我的祖国 

孙辰卓 商丘观堂镇汶河小学 开满鲜花的小路 

陈社娟 驻马店市第三小学 植物妈妈有办法 

李桂玲 驻马店遂平县第五小学 惠崇春江晚景 

范莉 信阳光山县北向店乡完全小学 我爱你，中国 

杨梦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大还是小 

郭聪 济源市太行路学校 岳阳楼记 

赫建磊 商丘市宁陵县赵村乡赫庄小学 匆匆 

魏泽芝 信阳潢川县双柳树镇第一小学 童年的水墨画——溪边 

庞新新 商丘市实验幼儿园 老师的微笑 

闫金枝 周口项城市三店镇中心小学 一支铅笔的梦想 

武鑫娅 驻马店市第十一小学 祖父的园子 

张要丽 平顶山叶县新文化路实验学校 我骄傲，我有一双黑眼睛 

郑迪 许昌鄢陵县陶城镇中心小学 火烧云 

刘玉凤 商丘柘城县胡襄镇张庄小学 明天要远足 

张婧婧 驻马店西平县盆尧镇陈老庄小学 最美逆行者 

何丽英 商丘柘城县惠济乡陈楼小学 梅花魂 

秦玉香 驻马店泌阳县第五小学 匆匆 

化雨 商丘中等专业学校 我爱你中国 

李自勇 商丘宁陵县华堡镇宋庄小学 匆匆 

李静 三门峡市第三实验小学 匆匆 

黄旭 新蔡县实验中学 致敬最美逆行者 

刘智英 周口扶沟县新村小学 江畔独步寻花  

随玲莉 商丘夏邑县会亭一中 天净沙 秋思 

孙巧霞 开封尉氏县第三师范附属小学 少年中国说 

姚荷红 三门峡义马市东区小学 大林寺桃花 

付莹莹 商丘宁陵县孔集乡王于庄小学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秦晓燕 焦作解放区和平街小学 我爱你，中国的汉字 

高英 商丘夏邑县郭店镇韩柯针庙小学 猫 

戚磊霞 开封尉氏县建设路小学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范春明 周口沈丘县留福镇世纪小学 瀑布 

陈花蕊 濮阳华龙区石化路第一小学 鼹鼠妈妈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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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春丽 三门峡陕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读中国 

刘红娟 开封祥符区西姜寨乡油村小学 做最好的自己 

张晓悦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一切 

陈玲玲 商丘柘城县远襄镇中心小学 童年的星星 

李新安 三门峡湖滨区高庙乡大安中学 散步 

冯平梅 三门峡市第三实验小学 匆匆 

唐爱玉 三门峡湖滨区东风小学 海上日出 

宋军霞 郑州中牟县紫圆实验小学 匆匆 

冯英颖 郑州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小学 珍珠鸟 

王伟平 郑州二七区四季路第二小学 鸟的天堂 

陈广泽 滑县小铺乡第一初中 桂林山水 

姬建新 鹤壁市山城区鹿楼鹿楼乡鹿楼中心小学 观潮 

张媛 焦作沁阳市西向镇捏掌小学 小公鸡和小鸭子 

周昆 开封尉氏县永兴镇后高小学 桂林山水 

李婉琼 郑州市第四十四高级中学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吴丽丽 鹤壁淇滨区庞村明德小学 青山处处埋忠骨 

 

优秀组织奖： 

商丘市教体局、周口市教体局、驻马店市教育局、濮阳市教育局、

开封市教体局、新乡市教育局、信阳市教体局、南阳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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