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题目 奖次 证书编号

1 郭璐璐 范璐璐 傅锦玲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 Love what you do,do what you love 一等奖 190203001

2
张嘉佩  王瑞 张萌

陈双双 申楠

丛台区南苏曹小学 丛台区沁河小学

广安小学 学步桥小学 黄粱梦教育集团
When will the moon be clear and bright 一等奖 190203002

3 郭雨蒙 邯山区光明南小学 Just for today 一等奖 190203003

4 孙乐 峰峰矿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The seven ages of man 一等奖 190203004

5 李贞 成安县横城小学 Youth 一等奖 190203005

6 孙江平 邱县实验小学 Mother's love 一等奖 190203006

7
任晓  谢甜敏
苏世娇 刘晓莹

成安县向阳小学 Four wards reflect the life 一等奖 190203007

8 王保勇 曲周县安寨镇芦应小学 Chu shi biao 一等奖 190203008

9
杨艳丽 李爱芬
姬瑞英 李晓晓

邯郸市实验小学 Youth 一等奖 190203009

10 刘文霞 刘晓毅 王芳 邯山区阳光实验小学  邯山区实验小学
Catch the star that will take

you to your dreams
一等奖 190203010

11 杨婧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路小学 The road not taken 一等奖 190203011

12 张海燕 武安市实验小学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 一等奖 190203012

13 赵金莉 习文学区 Life is a gift   一等奖 19020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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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耿晓菲 丛台区实验小学 If the dream is big enough 一等奖 190203014

15 赵静伟  和国卿  李沛 永年区实验小学 If 二等奖 190203015

16 王娜娜 肥乡区常庄联办小学 It’s up to you 二等奖 190203016

17 刘进梅 歙县第一实验小学 Love and time 二等奖 190203017

18 王哲 复兴区庞村小学 When I am old 二等奖 190203018

19 赵慢慢 馆陶县实验中学 To the oak tree 二等奖 190203019

20 张龙雨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井寨小学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 二等奖 190203020

21 李进 馆陶县魏僧寨实验小学 Panda pan pan 二等奖 190203021

22 张娟 冀南新区铁路小学 The road not taken 二等奖 190203022

23 温欢欢 邯郸市新兴中学 To the oak tree 二等奖 190203023

24 桑梦迪 曲周县河南疃校部 The road not taken 二等奖 190203024

25 磁县崇文学校 磁县崇文学校 Just for today 二等奖 190203025

26 周望东 临漳县实验学校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 二等奖 190203026

27 张芳杰 大名县谢台臣小学 If I knew 二等奖 190203027

28 翟静花 魏县张二庄联合小学 A Child’ s angel 二等奖 190203028

29 王琳琳 邯郸市肥乡区实验小学 The kissing hand 二等奖 19020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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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马静 广平县第二实验小学 The most distant way in the world 二等奖 190203030

31 田晓欣 复兴区沁园小学 A Beautiful world 二等奖 190203031

32 尚丹丹 广平县广平小学 You mustn't quit 二等奖 190203032

33 杜丽丽 峰峰矿区鼓山学校 Today I will Be master of my emotions 三等奖 190203033

34 赵乐 刘海英 魏县第六完小 She walks in beaty 三等奖 190203034

35 李子茹 李付兰 谢艳红 磁县磁州镇北开河学校 What is happiness 三等奖 190203035

36 王敏 鸡泽县第二实验小学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 三等奖 190203036

37 王书霞 临漳县第五小学 Youth 三等奖 190203037

38 李燕霞 永年区广府小学 Environment protection 三等奖 190203038

39 苗静 邯郸市新兴中学 On the seashore 三等奖 190203039

40 王欢 鸡泽县第二实验小学 I love your imperfection 三等奖 190203040

41 李娜 武安市康城煤矿子弟小学 When you are old 三等奖 190203041

42 赵晓静 张晓培 冀南新区徐庄小学 Four wives in our life 三等奖 190203042

43 申素珍 涉县第一实验小学 Youth 三等奖 190203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