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段 文章题目 奖次 证书编号

1 李天保 涉县光华中学 高中 将进酒 一等奖 191301001

2
李蕾、张慧、
王晨楠、张彤

邯山渚河路小学 小学 理想 一等奖 191301002

3 刘艳 成安二中 初中 写给母亲 一等奖 191301003
4 赵保春、姚素利 涉县更乐镇中心校 小学 春江花月夜 一等奖 191301004
5 郭利芬 邯山区芳园实验中学 初中 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 一等奖 191301005
6 邯郸市四中南校 邯郸市四中南校 高中 朗诵者之歌 一等奖 191301006
7 李雅静 邯郸市肥乡区明德小学 小学 木兰诗 一等奖 191301007
8 申涛 邯郸市魏县第四完全小学 小学 匆匆 一等奖 191301008

9
邹筱红、胡娟、
付颖、邢彤、

王秉然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 小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一等奖 191301009

10 杨文端、师帅 经开区吴唐营小学 小学 雨说 一等奖 191301010
11 刘学武 曲周县实验中学 中学 雷电颂 一等奖 191301011
12 郭海燕、张邯英 复兴区岭南小学 小学 再见了、亲人 一等奖 191301012
13 王燕 武安市光明小学 小学 春江花月夜 一等奖 191301013
14 张倩 鸡泽县黄沟中学 191301014
15 王伟祺 鸡泽县小寨学区 191301015
16 李杰 武安市第五中学 初中 土地的誓言 一等奖 191301016
17 馆陶县第一中学 馆陶县第一中学 高中 读中国 一等奖 191301017
18 杨文丽 冀南新区赵拔庄学校 初中 相信未来 一等奖 191301018
19 宋军霞 第二十三中学 初中 红岩选段 一等奖 191301019
20 王向向 肥乡区第一中学 高中 石缝间的生命 一等奖 191301020
21 张学娴 邯郸市第一中学 高中 我在等你 一等奖 191301021
22 杨曦 邯郸市第三中学 高二 匆匆邂逅 依依离别 一等奖 191301022
23 董蕾 冀南新区马选学校 小学 满江红 一等奖 191301023
24 闫秀青 大名县第一中学 高中 再别康桥 一等奖 191301024
25 高金玲 邯郸市广泰中学 初中 我喜欢出发 一等奖 191301025
26 冯宝珊 赵王城学校 初中 秋天的怀念 一等奖 191301026
27 朱慧惠 宋燕 武安市第十中学 高中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一等奖 191301027
28 刘晓丹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南校区初中 妈妈写给孩子的一封信 一等奖 191301028
29 杜润亚 曹亚敏 河北峰峰第一中学 高中 听潮 一等奖 191301029
30 张艳花 磁县磁州镇学区开河学校 初中 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 一等奖 191301030
31 顾青 邯郸市复兴中学 高中 蜀道难 一等奖 191301031
32 赵丽波 邯郸市第二十七中学 初中 葬花吟 一等奖 191301032
33 丛台区丛阳小学 丛台区丛阳小学 小学 李白 二等奖 191301033

34
柴昳楠、刘玥、
梁伟、叶润泉

邯郸市第十中学 高中 读中国 二等奖 191301034

35 唐海全、赵明艳 邯郸市第二中学 高中 三门峡歌 二等奖 191301035

36
李佳峰、刘露露

、
高培培、雷田田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 初中 诗意中国 二等奖 191301036

37 石帅 邯郸市第一中学 初中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二等奖 191301037
38 王艳艳 经开区四中 初中 写给母亲 二等奖 191301038
39 王秋旭 邯郸市汉光中学南校区 初中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二等奖 191301039
40 王鑫 邯郸市第十中学 初中 安塞腰鼓 二等奖 191301040
41 武姗 市十一中西校区 初中 致橡树 二等奖 191301041
42 章永华 广平县南韩村乡中心校 小学 金色花 二等奖 1913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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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史玉巧 邱县一中 高中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二等奖 191301043
44 张红敏 经开区二中 高中 在山的那边 二等奖 191301044
45 张红艳 邯郸三中 初中 春江花月夜 二等奖 191301045
46 刘永平 曲周县进修附中 初中 中国诗词歌赋中的桃花集锦 二等奖 191301046
47 王换换 邯郸市实验小学  小学 致橡树 二等奖 191301047
48 冯振国 成安向阳小学 小学 将进酒 二等奖 191301048
49 育德路小学 育德路小学 小学 春江花月夜  二等奖 191301049
50 胡琪璇 成安富康小学 小学 青衣 二等奖 191301050
51 辛玲 邯郸市第四中学 高中 红岩选段 二等奖 191301051
52 张惠 刘旭光 成安一中 高中        多年以后 二等奖 191301052
53 安红霞 曲周县曲周镇总校部 小学 生如胡杨 二等奖 191301053
54 杨艳 大名县大名镇 北关小学 小学 烟之外 二等奖 191301054
55 张彦华 汉光中学和平校区 初中 这就是我们的称呼 二等奖 191301055

56
尚欣欣、孙荟媛

、
袁晓丽、王白娜

第二十九中学 初中 相信未来 二等奖 191301056

57 豆星星 涉县西戌中学 初中 在山的那边 二等奖 191301057
58 许文静 第二十五中学 初中 诗经——先民的爱情吟咏 二等奖 191301058

59 白小丽 王晓静
邯郸市第十一中学中华
校区

初中 目送 二等奖 191301059

60 翟瑞霞 汉光和平 高中 致橡树 二等奖 191301060
61 王倩倩 磁县岳城学区岳城学校 小学 永远的第十一位老师 二等奖 191301061

62
宋军旗 李钢强

石小英
邯郸市新兴中学 初中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二等奖 191301062

63  杨敏 邯郸市肥乡区第三中学 我与地坛 二等奖 191301063
64 刘晓宇 邱县第二中学 初中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二等奖 191301064
65 李真 峰峰矿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小学 荷叶母亲 二等奖 191301065

66
鸡泽县级鸡泽学
区毛遂小学

鸡泽县级鸡泽学区毛遂小学小学 美哉 诗经 二等奖 191301066

67 贺连琴 邯郸市新兴中学 小学 西风颂节选 二等奖 191301067
68 郭洪广 武安市第三中学 高中 兵车行 二等奖 191301068
69 张娇娇 邯郸市赵苑中学 小学 池塘 二等奖 191301069

70
袁玲玲 刘敏

王文芳
磁县教体局教研室 小学 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 二等奖 191301070

71 侯时、郭凯 经开区西尚壁小学 小学 给孩子的一封信 三等奖 191301071
72 吴淑华 邱县实验小学 小学 致母亲 三等奖 191301072
73 高敏 邯郸市汉光中学 初中 散步 三等奖 191301073
74 纪冉 局直实验中学 初中 党啊，我由衷的为你歌唱 三等奖 191301074
75 韩银叶 邱县第二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三等奖 191301075
76 李凡 魏县第六中学 高中 春 三等奖 191301076
77 李冉冉 邯郸市魏县实验学校 小学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三等奖 191301077
78 高露 广平县广平小学 小学 百合花开 三等奖 191301078
79 李慧 磁县第一中学 高中 唐诗里的中国 三等奖 191301079
80 郭爱芳 魏县职教中心 高中 致橡树 三等奖 191301080
81 王瑞娜、范丽娟 魏县一中 高中 我的南方和北方 三等奖 191301081

82
李亚静、张晨晖

、
复兴区前进小学 小学 乡愁 三等奖 191301082

83 邵莹平 武安市武安镇 小学 散步 三等奖 19130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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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赵克利 大名县铺上镇联办小学 小学 相信未来 三等奖 191301084
85 陈红燕 曲周县依庄总校部 小学 木兰辞 三等奖 191301085
86 郑红蕊 大名中学 高中 雨巷 三等奖 191301086
87 冯晓梅 广平县第一中学 高中 那一天 那一年 那一世 三等奖 191301087
88 张振华 邯郸市第三十中学 初中 金色花 三等奖 191301088
89 孔义洁 魏县牙里中学 初中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三等奖 191301089
90 郑静 大名县民族学校 初中 致橡树 三等奖 191301090
91 赵爽 馆陶县第一中学 初中 致橡树 三等奖 191301091
92 张敏 临漳县兴凯学校 小学 诗意中国 三等奖 191301092
93 李艳芬 临漳县实验学校 小学 我与地坛节选 三等奖 191301093
94 赵丽佩 邯郸市第二中学南校区 高三 生如夏花 三等奖 191301094
95 李庆玲 馆陶县实验小学 小学 匆匆 三等奖 191301095
96 郝婧 馆陶县浅口联合小学 小学 启航 三等奖 191301096
97 杨蕾 邯郸市赵苑中学 小学 青春 三等奖 191301097
98 薛蓓 武安市第一中学 高一 有梦才有远方 三等奖 191301098
99 蔡培 锦玉中学 初中 相信未来 三等奖 191301099

100
鸡泽县浮图店学

区
鸡泽县浮图店学区东柳小学小学 我骄傲 我是一名教师 三等奖 191301100

101 卢红娟 赵瑞英 丛台区实验中学 初中 岳阳楼记 三等奖 191301101

102
崔卫红、张金芳

、
邯郸市第十一中学东校区 初中 匆匆 三等奖 191301102

103 单晓玲 刘璐娇 邯郸市永年区实验小学 小学 匆匆 三等奖 19130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