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题目 奖次 证书编号

1 郄天姿 丛台区学步桥小学 Time is back 一等奖 190203044

2 吴家荣 张裔麟 复兴区岭南小学 Bring it all back 一等奖 190203045

3 申政泽 丛台区曙光小学 If 一等奖 190203046

4
张子涵 贾君尧
张可昕 陈樱韶

袁梓康
成安县实验小学 Never give up your dreams 一等奖 190203047

5 蔡嘉程 于培雯 磁县实验学校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一等奖 190203048

6 张郝帅 郭益缦  孙璐瑶 永年区实验小学 I love my mother land 一等奖 190203049

7 高珂迪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尚璧小学 Dream 一等奖 190203050

8 李晓熙 邱县实验小学 Four seasons 一等奖 190203051

9 永年区第二实验学校 永年区第二实验学校 Mother 一等奖 190203052

10 贾子舟 邱县实验小学 The cockoo 一等奖 190203053

11 赵浩男 馆陶县实验小学 Rain 二等奖 190203054

12 霍涵思 成安县富康小学 Mother 二等奖 19020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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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裴若粞 裴楷鑫  宋乐伊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屯头小学 Never give up hope 二等奖 190203056

14 杜昊轩 高佳琳 磁县崇文学校 Forever friendship 二等奖 190203057

15 王铮 鸡泽县实验小学 The big surprise 二等奖 190203058

16 徐亚轩 王子隽  王一舟 冀南新区徐庄小学 Never give up hope 二等奖 190203059

17 曹文奥 涉县新北关小学 Mother！dear mother 二等奖 190203060

18 杨紫涵 武安市西苑小学 The toy elephant 二等奖 190203061

19 平宇哲 馆陶县实验小学 Our school 二等奖 190203062

20 金炳旭
曲周县安寨镇芦应

小学
A boy and his tree 二等奖 190203063

21 张以琳 复兴区复兴小学 Change 二等奖 190203064

22 邱县东方小学 邱县东方小学 Perhaps I need you 二等奖 190203065

23 张利新 杨家辉 邯郸市赵苑中学 My dream 二等奖 190203066

24 王梓贤 邯山区渚河路小学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t 三等奖 190203067

25 杨茜 大名县东关小学 Always have a dream 三等奖 190203068

26 王晓楠 苗雨辰 冀南新区花官营乡学区 中心小学 Life is beauty 三等奖 190203069

27 郭子愉 大名县实验小学 Colors 三等奖 190203070

28 杨世轩 临漳县实验学校 Brown bear ,brown bear,what  do you see 三等奖 19020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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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何子浩 广平县第二实验小学 What dose the bee do 三等奖 190203072

30
陈克宽 张紫桐
郝艺霖 郝艺霏

邯山区阳光实验小学 I love you, mom！ 三等奖 190203073

31 石雨桐 武安市西寺庄乡东寺 庄学校 The honest fishman 三等奖 190203074

32 杨凯晴 曲周县实验小学 Facing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三等奖 19020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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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