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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DHX00020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刘芯圆 渴望爱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邓伟 一等奖

16DHX00727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王滢喻 小水滴的梦 长春市第八十七中学小学部 袁丽蓉 一等奖

16DHX00002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吴静怡 棉花糖游行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第四小

学
裴雪娇 一等奖

16DHX00001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陈瑾 阿凡提的故事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陈凯伦 一等奖

16DHX00023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向奕名 小兔乖乖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邓伟 一等奖

16DHX0068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英鑫 《爸爸的青春记忆》 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 张海娟 一等奖

16DHX00882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刘酉涵 给太阳穿衣服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金地分校
一等奖

16DHX00883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祝一帆 狐狸和樵夫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石雅琦 二等奖

16DHX00807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刘若尘 美美的小奥拓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五小学 毛继业 二等奖

16DHX00817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石劭宁 猫科诊所 顺义区天竺第一小学 冯文学 二等奖

16DHX00013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张得轩 旧金山电影节 民乐县南古寄宿制小学 孙学川 二等奖

16DHX00732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赵奕然 爱的终点 长春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苏晶 二等奖

16DHX00814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崔桐硕 自己的颜色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石景山学校 常雪洁 二等奖

16DHX00835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蔺春硕 三只小猪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范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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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DHX00019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罗雯婧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邓伟 二等奖

16DHX00515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陈雪盈 呆若木“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小学
余思洁 二等奖

16DHX00516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李嘉仪 熊猫村长的责任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李毅 二等奖

16DHX0060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高煜尧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

插柳柳成荫
淄博市淄川经济开发区中心小学 白杨杨 二等奖

16DHX0062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沅坤 小猫钓鱼 淄博市周村区北门里小学 李娟 二等奖

16DHX0063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钰源 西游记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中心小学 李新荣 二等奖

16DHX0063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田伟辰 《三根火柴》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学校 毕学文 二等奖

16DHX00763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谢赵泽天 尼尔斯太空旅行 青岛镇江路小学 宁彩虹 二等奖

16DHX00809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吴雨晨 爱玩游戏的小龙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陈晨 二等奖

16DHX00813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硕 还我原生态环境 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中心小学 于福安 二等奖

16DHX00886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彭佳琪 散步的小饼干 武珞路小学金地分校 胡艳丽 二等奖

16DHX00009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王嘉熠 骄傲的小羚羊 包钢实验一小 王自修 二等奖

16DHX00018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贺雅涵 丑小鸭 包钢实验一小 赵国新 二等奖

16DHX00022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愈意程 《守株待兔》 深圳市盐田区田心小学 彭秀云 二等奖

16DHX00031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周文珺 万圣节 陈户中心小学 马婷婷 二等奖

16DHX00518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夏卢豪 求人不如求已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中心小学校 袁映雪 二等奖

16DHX0059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董俐孜 新西游记 淄博市周村区北门里小学 李娟 二等奖



16DHX0060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高艺歌
鼻子里的百宝箱——

小猪的故事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绿杉园小学 任晓坤 二等奖

16DHX0061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思远 月亮生病了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小学 张晓宁 二等奖

16DHX0062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旭东 垃圾桶的故事 张店区华润实验小学 霍丹丹 二等奖

16DHX0063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邵成林 杰克去冒险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小学 张晓宁 二等奖

16DHX0064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梓懿 新乌鸦喝水 淄博市临淄区实验小学 王栋 二等奖

16DHX0065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杨蕊嘉 新三个和尚 淄博市周村区北门里小学 王建强 二等奖

16DHX0066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子实 豌豆公主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小学 张晓宁 二等奖

16DHX0066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赵滢涵 小飞机 沂源县历山街道振兴路小学 李霞 二等奖

16DHX00719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李煦晗 去年的树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王红 二等奖

16DHX00720 吉林省 白山市 小学组 林秋文 马虎哥 长白县向阳小学校 苗磊 二等奖

16DHX00726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苏展 汤 长春东师中信实验学校 佟茵 二等奖

16DHX00759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王靖雯 谢谢你 青岛北京路小学 张静 二等奖

16DHX00772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潘一菡 灰色星球 胶州市里岔镇里岔小学 周瑞志 二等奖

16DHX00808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郝天一 爸爸，请放下手机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 彭绍航 二等奖

16DHX00812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王佟心 电小汽与油小吼 北京市密云区第三小学 崔浩 二等奖

16DHX00816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张博闻 饮食卫生习惯 北京市西城区育翔小学 姜璐 二等奖

16DHX00836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铭洋 孔融让梨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陈国华 二等奖



16DHX00884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李贝恩
荆楚传说之九头鸟涅

槃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金地分校
白志敏 二等奖

16DHX00888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董曾依 宋庆龄的故事守信 武汉市光谷第七小学 袁佳琦 二等奖

16DHX0068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胡江山 《森林医院》 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 张海娟 二等奖

16DHX0090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苏政豪 嫦娥奔月 淄博市淄川区张庄中学 二等奖

16DHX00003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盛博 我的家乡 山丹县南关学校 盛福明 三等奖

16DHX00005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王渝钦 保护环境,从小事做起 山丹县南关学校 陈多伟 三等奖

16DHX00010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黄玺毓 鱼的眼泪 民乐县南古寄宿制小学 田兴江 三等奖

16DHX00014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毛思懋 晏子使楚 民乐县南古寄宿制小学 杨玉峰 三等奖

16DHX00024 山西省 长治市 小学组 杨子甜 守株待兔 长治市城区紫坊小学校 裴菲菲 三等奖

16DHX00028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郑楠曦 小虎和小羊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第四小

学
易栋良 三等奖

16DHX00037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张振超 老鼠偷油 山丹县位奇镇位奇中心小学 龚雪玲 三等奖

16DHX00517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罗心仪 苔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小学
余思洁 三等奖

16DHX0058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白峻宇 传统知识小课堂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中心

学校
白永兵 三等奖

16DHX0059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陈析睿 乌鸦喝水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小学 张晓宁 三等奖

16DHX0059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陈彦旭 新版《乌鸦喝水》 沂源县历山街道振兴路小学 白雪 三等奖

16DHX0059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邓淮嘉
爸爸，开车不要看手

机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王荣茹 三等奖

16DHX0060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耿一轩 有无之辨 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南坞小学 刘举庆 三等奖



16DHX0060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何旭诚 海洋的声音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王荣茹 三等奖

16DHX0060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胡珀可园 小花也有生命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王荣茹 三等奖

16DHX0060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金雨萱 龟兔赛跑 淄博市周村区北门里小学 吴文华 三等奖

16DHX0061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文轩 明月几时有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中心小学 崔彪 三等奖

16DHX0061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沅朔 爱护山林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王荣茹 三等奖

16DHX0062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烨林 北风和太阳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王荣茹 三等奖

16DHX0063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宋宇辰 孟母三迁新说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小学 张晓宁 三等奖

16DHX0063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唐子函 竹林公主 沂源县西里镇柳枝峪回民小学 马学锋 三等奖

16DHX0063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昊天 望梅止渴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中心

学校
闫敬霞 三等奖

16DHX0064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新田 龟兔赛跑 淄博市周村区北门里小学 牛雪丽 三等奖

16DHX0065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肖翰林 可爱的鱼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小学 张晓宁 三等奖

16DHX0065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徐唐英爱 小熊搬石头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杏园小学 张晓宁 三等奖

16DHX00714 吉林省 吉林市 小学组 车昱展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
吉林省蛟河市天北镇九年制学校 尹忠武 三等奖

16DHX00716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段佳雨 咏柳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王红 三等奖

16DHX00717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李翰霖 清澈的小河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

学校
姜欣华 三等奖

16DHX00718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李敬伊 枫桥夜泊 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 金瑛贺 三等奖

16DHX00722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刘钟元 清平乐·村居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 王红 三等奖



16DHX00723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吕玥萱 家“近”了 德惠市惠发街道中心小学 唐金艳 三等奖

16DHX00725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宋子涵 孟郊思母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欧欣 三等奖

16DHX00728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夏馨钰 新守株待兔 德惠市惠发街道中心小学 唐金艳 三等奖

16DHX00729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姚诗琦 守株待兔 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 盛万东 三等奖

16DHX00730 吉林省 白山市 小学组 张艺馨 美食校园 长白县向阳小学校 赵一洲 三等奖

16DHX00733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周子涵 龟兔赛跑 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 吕洋 三等奖

16DHX00760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邬琪悦 西游记三打白骨精 青岛新昌路小学 孙佳琳 三等奖

16DHX00766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赵琪 狐假虎威 青岛重庆路第三小学 王珊 三等奖

16DHX00767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刘春茹 美好的妄想 胶州市胶北镇胶北小学 王宏昌 三等奖

16DHX00811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吴周桐 孙悟空大战金角大王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 陈晨 三等奖

16DHX00815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季燕燚 地球变暖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小学 刘轶 三等奖

16DHX00837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旭冉 唐诗—望庐山瀑布 天津市东丽区泥沃小学 辛存辉 三等奖

16DHX00839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王贵霖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七小学 戴世权 三等奖

16DHX00841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肖淇心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八

戒吃西瓜启示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陈国华 三等奖

16DHX00855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魏子期 Q小弟奇遇记 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贺玲 三等奖

16DHX00864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余思涵 刻舟求剑搞笑版 武汉市育才第二寄宿小学 余盼 三等奖

16DHX00867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刘维康 咕咚 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任思雨 三等奖



16DHX00868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杨馨颖 春节习俗 武汉市光谷第七小学 李倩 三等奖

16DHX00869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史昱涵 保护视力 武汉市光谷第七小学 李倩 三等奖

16DHX00889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姬李恒 橡皮擦的一天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金地分校
令狐诗韵 三等奖

16DHX00890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彭安聪 小螳螂学艺 十堰市东风铁路学校 余任刚 三等奖

16DHX00910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余罗浦 五一假期 重庆市涪陵城区实验小学校 田仁月 三等奖

16DHX00008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尚秀文 鹬蚌相争 民乐县南古镇杨坊寄宿制小学 三等奖

16DHX0086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宋贞贤 梦游仙境 武汉市光谷第七小学 三等奖

16DHX00903 山东省 济宁市 小学组 李博雅 权衡 汶上县郭楼镇明德小学 三等奖

16DHC0054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孙浩哲 《保卫祖国的蓝天》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萌水中

学
刘长海 一等奖

16DHC00743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杜奕霖 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莱西市姜山镇中心中学 张莎莎 二等奖

16DHC00050 贵州省 铜仁地区 初中组 吴京 我伟大的父亲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第二中学 吴国斌 二等奖

16DHC00054 甘肃省 张掖市 初中组 刘莎 童年 山丹育才中学 陈炯 二等奖

16DHC00742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卢萍 会动的铅笔画 平度市南村镇南村中学 纪延伟 二等奖

16DHC0053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伊俊颖 Run 淄博市博山中学 赵涛 二等奖

16DHC00696 吉林省 白山市 初中组 韩圣益 乐高之失窃的蓝宝石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学校 崔仙玉 二等奖

16DHC00774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罗士宇 登月梦圆 北京市第二中学分校 刘鑫 二等奖

16DHC00062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林钰琳 陪伴 深圳市民治中学 苏雁玲 二等奖



16DHC00056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陈雨彤 新女娲补天 深圳市民治中学 苏雁玲 二等奖

16DHC00039 甘肃省 张掖市 初中组 曹志燕 守株待兔 山丹育才中学 郑重 二等奖

16DHC0058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常梦婕 贵在坚持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高阳中学 何立新 二等奖

16DHC00931 河北省 廊坊市 初中组 梁如峥 老生常谈 霸州市第五中学 肖艳华 二等奖

16DHC00040 甘肃省 张掖市 初中组 毛统骞 乌鸦喝水 山丹育才中学 郑重 二等奖

16DHC00041 甘肃省 张掖市 初中组 章晓颖 浓情端午 山丹育才中学 郑重 二等奖

16DHC00048 甘肃省 张掖市 初中组 王雪莲 欢乐假期 山丹育才中学 郑重 二等奖

16DHC0053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袁禹豪 狐狸和葡萄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 王晓红 二等奖

16DHC0053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于亚群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桓台县世纪中学 闫涌泉 二等奖

16DHC0053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姚新雨 开学了 高青县第二中学 成树栋 二等奖

16DHC0053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徐祥博 不耻下问 淄博市临淄区第八中学 邢延刚 二等奖

16DHC0055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宋祥霖 小纸人的故事 淄博市张店区第八中学 李晓培 二等奖

16DHC0057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胡世杰 节约用水 高青县第二中学 成树栋 二等奖

16DHC00702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王铭哲 《教你了解雾霾》 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 王英琪 二等奖

16DHC00738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解雨璇 为梦想而飞 胶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李奇 二等奖

16DHC00780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李浩天 蚂蚁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王力杨 二等奖

16DHC00787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张瀚文 奔跑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西城

实验学校
王玺 二等奖



16DHC00872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李嘉恒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石河镇石河初级中学 黄繁 二等奖

16DHC00042 甘肃省 张掖市 初中组 马富鹏 诚信人生 山丹育才中学 郑重 三等奖

16DHC00047 甘肃省 张掖市 初中组 张祥 亡羊补牢 山丹育才中学 郑重 三等奖

16DHC00049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杨昊 《刻舟求剑》 包头市第三十六中学 李雪 三等奖

16DHC00507 澳门 澳门 初中组 何小凡 灰姑娘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林抽 三等奖

16DHC0052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朱铭洋 百善孝为先 沂源县第三中学 唐红娟 三等奖

16DHC0052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中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淄博市淄川区磁村镇中学 张治国 三等奖

16DHC0052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晨曦 保护地球 沂源县第四中学 韩春霞 三等奖

16DHC0052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翟绘淇 爱护公用设施 沂源县第三中学 唐红娟 三等奖

16DHC0053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于生月榕 井底之蛙续集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王玉庭 三等奖

16DHC0053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尹耀程 姜太公钓鱼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中学 苗琳媛 三等奖

16DHC0054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夏羽桐 鹊桥相会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 王晓红 三等奖

16DHC0054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梓凯 大家都有事可做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 王晓红 三等奖

16DHC0054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智聪 《购物袋的愿望》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萌水中

学
周广 三等奖

16DHC0054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欣宇 守株待兔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萌水中

学
姜波 三等奖

16DHC0055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孙晨雨 珍爱生命远离烟草 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中心中学 张世界 三等奖

16DHC0055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苏睿喃 嫦娥奔月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于凤敏 三等奖



16DHC0055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宋亚萍 杀彘（zhi）教子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 东杰 三等奖

16DHC0055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宋浩然 龟兔赛跑后传 淄博柳泉中学 彭玮 三等奖

16DHC0056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潘奕龙 围魏救赵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 王晓红 三等奖

16DHC0056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黄致远 时间去哪了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刘涛 三等奖

16DHC0057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韩振华 拔苗助长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萌水中

学
聂玉兵 三等奖

16DHC0057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范学琦 遮罩动画—上善若水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第四中学 陈淑婷 三等奖

16DHC0058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包木淋 长征 沂源县西里中学 张宗波 三等奖

16DHC00695 吉林省 吉林市 初中组 郭妍 小女巫环游记 永吉县第三十五中学 郭靓 三等奖

16DHC00701 吉林省 白山市 初中组 王欢悦 隐形的爱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中学 崔仙玉 三等奖

16DHC00734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全慧 包子店的故事 莱西市姜山镇中心中学 栾永杰 三等奖

16DHC00739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迟佳敏 低碳减排，绿色出行 胶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李奇 三等奖

16DHC00773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龚莫寒 圣洁的校园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 马嫡阳 三等奖

16DHC00778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王一峥 同仁堂 北京建筑大学附属中学 王智慧 三等奖

16DHC00779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杨天睿 小黑鱼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王力杨 三等奖

16DHC00783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樊邓岳 ourhome 北京市师达中学 李飞 三等奖

16DHC00785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肖泽宇 李健康与张无忌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第一分校 卢晓琼 三等奖

16DHC00786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高齐 THESTONE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西城

实验学校
王玺 三等奖



16DHC00821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张露萍 向雷锋学习 天津市滨瑕实验中学 郝好 三等奖

16DHC00848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张晓雅 亚当与夏娃 武汉市武珞路中学光谷分校 山晓静 三等奖

16DHC00873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黄伟龙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石河镇石河初级中学 黄繁 三等奖

16DHC00875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李浩博 卖火柴的小女孩 黄石市第十四中学 姚飘 三等奖

16DHG0067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范文轩 《让爱来的早一点》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何倩 一等奖

16DHG00064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孙立伟 《井底之蛙》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谢芳芳 一等奖

16DHG00897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董馨雅 拾美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周立 一等奖

16DHG00509 澳门 澳門 高中组 孫美琳 麥琪的禮物 濠江中學 王詩震 一等奖

16DHG00071 江西省 赣州市 高中组 张悦 周末梦想 南康区第四中学 胡金贵 二等奖

16DHG00084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王泽 渔 山丹县第一中学 祝瑛 二等奖

16DHG00076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王东 低碳，世界有花 山丹县第一中学 陈丽蓉 二等奖

16DHG00080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舒婳 一口水 山丹县第一中学 舒湘晖 二等奖

16DHG00066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杨丰泽 《城市文明》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郭小英 二等奖

16DHG00088 深圳市 深圳市 高中组 骆静怡 狐狸与乌鸦 深圳市行知职业技术学校 文玲 二等奖

16DHG00800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杨润天 梦想，启航 北京市十一学校 张爽 二等奖

16DHG00925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陈梦颖 百鸟朝凤 重庆市求精中学校 舒薇 二等奖

16DHG00068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许玉龙 《手机君》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王震 二等奖



16DHG0007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张萌萌 《鲁滨逊漂流记》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王震 二等奖

16DHG00081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陈利有 愚公移山 山丹县第一中学 陈丽蓉 二等奖

16DHG00099 陕西省 西安市 高中组 杨卓睿 SIREN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张新 二等奖

16DHG00510 澳门 澳门 高中组 林狄嵐
ALICEINWONDERLANDMA

CAU
培華中學 許僑僑 二等奖

16DHG00704 吉林省 吉林市 高中组 矫美欣 扫地机器人 吉林信息工程学校 石敬波 二等奖

16DHG00705 吉林省 白山市 高中组 刘颢珣 美丽的中华秋沙鸭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实验中学 吴高伟 二等奖

16DHG00750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张浩然 受伤的鸟儿也能飞翔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于俊洁 二等奖

16DHG00753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郑明杰 花木兰替父从军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技术学

校
马原 二等奖

16DHG00797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朱文清 语言也是暴力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 孙海曼 二等奖

16DHG00801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戢宇翔 勇气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 崔长华 二等奖

16DHG00802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王佳怡 爱睡觉的丁丁 北京市实美职业学校 李红 二等奖

16DHG00803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肖童 文明与诚实 北京市实美职业学校 李红 二等奖

16DHG00804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张若辰 我不是莫扎特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何继华 二等奖

16DHG00805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王宇辰 心�境 北京市实美职业学校 刘丽平 二等奖

16DHG00853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雄赳赳 跳舞的女孩 武汉市黄陂区第一中学 吕婷 二等奖

16DHG00923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邬力霞 伯牙绝弦 重庆市旅游学校 徐峰 二等奖

16DHG00065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孙江 元旦快乐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陈国武 三等奖



16DHG00067 上海市 上海市 高中组 姚予民 特洛伊战争 上海市第一中学 张卫国 三等奖

16DHG00073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苏轩彤 《三只猪的故事》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王震 三等奖

16DHG00074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尹晓宇 《七色花》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王震 三等奖

16DHG00078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刘雯雯 帮助别人 山丹县第一中学 吕丹凤 三等奖

16DHG00083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王若桐 高中生活片段 山丹县第一中学 祝瑛 三等奖

16DHG00091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王佳明 卖火柴的小女孩 山丹县第一中学 舒湘晖 三等奖

16DHG00098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赵奕杰 《干旱》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贾淑娟 三等奖

16DHG0010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武杨 十二生肖的故事 内蒙古一机集团第一中学 张文官 三等奖

16DHG00508 澳门 澳门 高中组 曾雅嫻 赤誠相待 濠江中學 王少熙 三等奖

16DHG00514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王浩然 仰望星空 包头市第四中学 张秀娟 三等奖

16DHG00672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季修君 我的校园生活 高青县第一中学 王延法 三等奖

16DHG00703 吉林省 白山市 高中组 韩斌 没有如果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学校 代春莉 三等奖

16DHG00706 吉林省 白山市 高中组 潘小玉 孩子需要陪伴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学校 代春莉 三等奖

16DHG00707 吉林省 白山市 高中组 全大成 意外的伙伴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学校 代春莉 三等奖

16DHG00752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张亚宁 水滴石穿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李玉宁 三等奖

16DHG00754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许入元 闻鸡起舞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技术学

校
马原 三等奖

16DHG00795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肖羽寒 蔬菜超人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金萍萍 三等奖



16DHG00798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郭宇豪 打击盗版 北京市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 贾丽娜 三等奖

16DHG00799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刘卓然 生命的起源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李新华 三等奖

16DHG00877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许明月 憧憬未来 当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陈小贝 三等奖

16DHG00878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张俊豪 人生的华彩乐章 当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杨进岭 三等奖

16DHG00879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程铭 鸦鸦喝水 当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曹孙武 三等奖

16DHG00921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伍文涛 桃园三结义 重庆市旅游学校 杨再金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