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段 文章题目 奖次 证书编号

1 李海红及学生 复兴区百花小学 小学 《中国话》 一等奖 191301104

2 邯郸市第一中学 邯郸市第一中学 高中 《诗经·天保》  《诗经·蓼莪》 一等奖 191301105

3
王梓灿  马钰菲
马天涯  刘思彤

复兴区岭南小学 小学 《永远的格桑梅朵》 一等奖 191301106

4 经开区一中 经开区一中 初中 《君子心 追梦人》 一等奖 191301107

5 经开区世纪路小学 经开区世纪路小学 小学 《你好，地球的蓝眼睛》 一等奖 191301108

6
李建舜  郝帅军
张紫豪  唐浩宇

邯郸市四中南校 高中 《青春中国》 一等奖 191301109

7 经开区东尚壁小学 经开区东尚壁小学 小学 《中华少年》 一等奖 191301110

8 郭心阳  张然  邸嘉萱 丛台区实验小学 小学 《2019，努力奔跑的追梦人》 一等奖 191301111

9 武安市中山小学 武安市中山小学 小学 《春》 一等奖 191301112

10 成安实验小学 成安实验小学 小学 《中国节》 一等奖 191301113

11 马志玮 邯郸市第四中学 高一 《祖国啊，我要燃烧》 一等奖 191301114

12 邯郸市第三中学 邯郸市第三中学 初一 《诗经·蓼莪》 一等奖 191301115

13 杨凡 封子浩 成安县第一中学 高中 《钗头凤》 一等奖 191301116

14 刘爽 河北峰峰第一中学 高中 《相信未来》 一等奖 191301117

15 贾曼 鸡泽县实验中学 初中 《中华颂》 一等奖 1913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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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蒿亚萱 邯郸市汉光中学南校区 初中 《七子之歌》节选 一等奖 191301119

17 邯郸市复兴中学 邯郸市复兴中学 高中 《相信未来》 一等奖 191301120

18 邯郸市赵苑中学 邯郸市赵苑中学 小学 《诗经-小雅-鹿鸣》 一等奖 191301121

19 申博文 邯郸冀南新区台城乡赵拔庄学校 《金色花》 一等奖 191301122

20 张昊泽 冀南新区铁路小学 小学 《将进酒》 一等奖 191301123

21 邯郸市第二十八中学 邯郸市第二十八中学 初中 《春江花月夜》 一等奖 191301124

22 永年区第二实验学校 永年区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 《呼唤良知》 一等奖 191301125

23 李锦英 李嘉欣 张祺悦 磁县来村中学 初中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一等奖 191301126

24 林洁 肥乡区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春江花月夜》 二等奖 191301127

25 涉县偏城镇中心校 涉县偏城镇中心校 小学 《短歌行+呦呦鹿鸣》 二等奖 191301128

26 鲁瑞阳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 小学 《中国话》 二等奖 191301129

27 李小月 馆陶中学（信息不详） 初中 《匆匆》 二等奖 191301130

28
郝姜威  刘倩倩
杜思琪  秦梦源

邱县一中 高中 《青春中国》 二等奖 191301131

29
窦子朔 马一钊

李一鸣 宋寒 高欣
丛台区连城小学 小学 《美哉  诗经》 二等奖 191301132

30 张月 邯郸市第二中学 高中 《2019，我希望》 二等奖 1913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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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成安富康小学 成安富康小学 小学 《我有祖国，我有母语》 二等奖 191301134

32 邯山阳光实验小学 邯山阳光实验小学 小学 《读中国》 二等奖 191301135

33 邯山光明南小学 邯山光明南小学 小学 沐浴书香，心向阳光 二等奖 191301136

34 乔可馨 大名县红旗小学 小学 《我是中国人》 二等奖 191301137

35 邯郸市海翔学校 邯郸市海翔学校 初中   《祖国颂歌》 二等奖 191301138

36 馆陶县第一中学 馆陶县第一中学 高中 《我的祖国》 二等奖 191301139

37 程郁 高艺倩 张沐涵 汉光和平 初中 《中国话》 二等奖 191301140

38
张伯轩 王粟昱
刘丛源 韩鑫雨

邯郸市第十一中学 初中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二等奖 191301141

39 丛台区实验中学 丛台区实验中学 初中 《我的南方和北方》 二等奖 191301142

40 丛台区实验中学 丛台区实验中学 初中 《呼唤良知》 二等奖 191301143

41 侯姝璇 涉县一中 高中 《相信未来》 二等奖 191301144

42
吉雅文 张其阳
钟天瑞 张泽昊

邯郸市第十中学 初中 《黄河颂》 二等奖 191301145

43 武安市实验中学 武安市实验中学 初中 《锦绣武安 壮美实验》 二等奖 191301146

44 张盼 夏一天 鸡泽县实验小学 小学 《我的南方和北方》 二等奖 191301147

45 刘佳垚 王云超 磁县实验学校 小学 《读中国》 二等奖 1913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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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付鑫鑫 峰峰矿区实验小学 小学 《将进酒》 二等奖 191301149

47 徐梦泽 邯郸市汉光中学 初中 《梦游天姥吟留别》 二等奖 191301150

48 彭勇辉 邯郸市第二中学南校区 高二 《长江之歌》 二等奖 191301151

49 李晨阳 杨一帆 申天悦 武安市第一中学 高中 《中国，加油！》 二等奖 191301152

50 梁勇超 武安十中 高一 《满江红》 二等奖 191301153

51 邯郸市永年区实验小学 邯郸市永年区实验小学 小学 《中华少年》 二等奖 191301154

52
李文慧  付森

张欣  瞿明骁  李洁
邯郸市第三中学 高二 《月是故乡明，人是家乡亲》 二等奖 191301155

53 经开区二中 经开区二中 高中 《满江红》 二等奖 191301156

54 永年区第二实验学校 永年区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 《中国话》 二等奖 191301157

55 赵之贺  张泽怡 邯郸市魏县实验学校 小学 《春天吹着口哨》 三等奖 191301158

56 宋娅诺 邱县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父亲的长笛 三等奖 191301159

57 丛台区曙光小学 丛台区曙光小学 小学 《唐诗里的中国》 三等奖 191301160

58 郭羿彤 锦玉中学 初中 《读中国》 三等奖 191301161

59 连泽豫 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初中
《昨天  今天  明天--习主席复兴

之路讲话有感》
三等奖 191301162

60 王星熠 邱县实验小学 小学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三等奖 19130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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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郭奥昕 大名县实验小学 小学 《起航》 三等奖 191301164

62 杜雨彤 武安市西苑小学 小学 青衣 三等奖 191301165

63 路培楠 曲周县曲周镇东关小学 小学 《生如胡杨》 三等奖 191301166

64 张梓栋 临漳县实验学校 小学 《中国话》 三等奖 191301167

65 王艺鑫 关佳妮 临漳县实验学校 小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三等奖 191301168

66 高子傲  康皓月 复兴区先锋学校 初中 我的梦，我的中国梦 三等奖 191301169

67 任桂琰  夏育才 大名中学 高中 唐诗组歌 三等奖 191301170

68 郝子涵 肥乡区第一中学 高中 我很重要 三等奖 191301171

69 周筱柔  邯郸市复兴中学 初中 沁园春.雪 三等奖 191301172

70 卢毅硕 邱县第二中学 初中 《再别康桥》 三等奖 191301173

71 李华鑫 武安市第三中学 高中 《再别康桥》 三等奖 191301174

72 吴以沫 馆陶县实验小学 小学 《山的那一边》 三等奖 191301175

73 王孜奥 鸡泽学区西街小学 小学 《我的中国梦》 三等奖 191301176

74 刘默涵 馆陶县实验小学 小学 《笑》 三等奖 191301177

75 李夏彤 邯郸市新兴中学 小学 《爱莲说》 三等奖 191301178

76 曲周县尚书中学 曲周县尚书中学 初中 《中华少年》 三等奖 191301179

77 张国英 于兆瑱 磁县磁州镇学区阜才学校 小学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三等奖 191301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