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编号 组委会 市 参赛组别 选手姓名 作品名称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奖项

16DVX00816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小舟 洁作 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 陈曦 一等奖

16DVX00517
呼和浩特

市
呼和浩特

市
小学组 齐子璐 《奇妙的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锡林南路小学

王雅铎 一等奖

16DVX00768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麻大山 幸福的梦想 青岛南京路小学 贺洁 一等奖

16DVX01060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朱俊宇 班长的烦心事 重庆市万州区国本小学 吴建忠 一等奖

16DVX00511 澳门 澳門 小学组 廖美慧 友.同夢 聖家學校 劉澤康 一等奖

16DVX00926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韩佳桐 《郭小闹变形记》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王星阳 一等奖

16DVX0011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晗 微电影《榜样的力量》
内蒙古一机集团基础教育

中心第一子弟小学
高小平 一等奖

16DVX00119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曹不凡 微电影<<闪闪的星星>>
内蒙古包头市第一机械制
造集团基础教育中心第一

朱淑华 一等奖

16DVX01046 山东省 潍坊市 小学组 齐文瑜 海鸥
山东省青州云门书院双语

学校
刘小龙 二等奖

16DVX01014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陈姝瑶 成长
宜昌市西陵区葛洲坝实验

小学
华银舫 二等奖

16DVX00730 吉林省 白城市 小学组 马佳锐 防拐微电影 洮南市第四小学 王金凤 二等奖

16DVX00935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李之然 《追逐梦想扬帆远航》 天津市东丽区津门小学 刘朝 二等奖

16DVX00708 海南省 文昌市 小学组 陈子豪 我是班级小主人 文昌市树芳小学 黄薇 二等奖

16DVX00079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王一涵 寒号鸟 山丹县三立小学 王兴龙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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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DVX01052 山东省 临沂市 小学组 杨蕊 《红领巾的名义》 河东区郑旺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6DVX01064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陈婉欣 牛奶盒的风波 重庆市万州区国本小学 吴建忠 二等奖

16DVX00731 吉林省 白城市 小学组 马溪遥 警惕陌生人，机智防拐骗 洮南市第七小学 马燕 二等奖

16DVX00835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麦博尧 垃圾清运工 北京市西城区厂桥小学 王鑫 二等奖

16DVX0064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昕展旭 大梦想家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历山
街道办事处振兴路小学

赵玲玲 二等奖

16DVX00945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宋林珊 桐星耀梧桐 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 吴晓冬 二等奖

16DVX01045 山东省 烟台市 小学组 曹羽琪 母亲节的礼物
招远市夏甸镇新村完全小

学
二等奖

16DVX00102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王鑫 相信科学远离邪教 山丹县陈户中心小学 黄萍 二等奖

16DVX00936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畅 《魔卡》 天津市东丽区中河小学 范伟 二等奖

16DVX01050 山东省 临沂市 小学组 李卓霖 你的坚强，是最美的童年 临沂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

16DVX0062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白浩晨 美好的一天 张店区凯瑞小学 陈灵芝 二等奖

16DVX00727 吉林省 白城市 小学组 刘思娴 把爱分给你 洮南市福顺镇中心小学 吴丹丹 二等奖

16DVX00732 吉林省 吉林市 小学组 朴俊宇 因果 丰满区第一实验小学校 王敏 二等奖

16DVX00825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牛鹏飞 不舍不得 北京市丰台区阳春小学 边春丽 二等奖

16DVX01044 山东省 东营市 小学组 于小小 大桥上的缝 东营市胜利友爱小学 二等奖

16DVX01058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钟睿翔 小黄帽 重庆市永川区红河小学校 石亚 二等奖

16DVX01059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陈俊芮 文明上网FOLLOWME 重庆市巴蜀小学校 二等奖



16DVX0063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董天一 妈妈你辛苦了 张店区凯瑞小学 郭文娟 二等奖

16DVX00826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刘子良 丑姑 北京市丰台区阳春小学 曹占连 二等奖

16DVX00503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龙诗思 爱在身边助梦同年 重庆市璧山区凤凰小学校 孔林 二等奖

16DVX00817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鲍雨霏 彩色便签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小学 宋京 二等奖

16DVX0069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天睿 当你遇到陌生人 淄博市淄川区北关小学 张琨 二等奖

16DVX00813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赵艺菲 陪伴 霍营中心小学 王莹 二等奖

16DVX00925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付楚涵 鼓励一下，才会长大 天津市河西区卫东路小学 魏婷婷 二等奖

16DVX00939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易鑫 爱在阳光下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郝菁菁 二等奖

16DVX01017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李忠武 牙医 监利县玉沙小学 鲍利华 二等奖

16DVX01049 山东省 日照市 小学组 袁瑞阳 《毕业了》 日照市金海岸小学 二等奖

16DVX01051 山东省 临沂市 小学组 孙令菡 放飞梦想，勇敢去追！ 临沂第七实验小学 二等奖

16DVX0062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崔敬博 生活中的静电
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中心

小学
董贞 二等奖

16DVX0066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甜甜 被记忆拂过的夏天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第八小学
刘新军 二等奖

16DVX00725 吉林省 白城市 小学组 付莹 拥有好心情 洮南市福顺镇中心小学 于宏伟 二等奖

16DVX00814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黄梓桐 悦动的音符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

学校远洋小学
金树鑫 二等奖

16DVX00950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肖梓铎 团结就是力量 天津市河西区纯真小学 江魏魏 二等奖

16DVX0104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陈叙铮 水井是如何集水的？ 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小学 二等奖



16DVX01047 山东省 潍坊市 小学组 姜紫珊 礼物
昌邑市奎聚街道办事处文

山小学
二等奖

16DVX01057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孔安琪
《我的校园生活-My
School Life》微视频

泰州市海军小学 申慧敏 二等奖

16DVX00118 山西省 长治市 小学组 崔雨阳 秋天的树叶 长治市城区八一路小学校 平静 二等奖

16DVX0012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屈子涵 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公园路小学 王斌 二等奖

16DVX0064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冰锐 红领巾 淄博市周村区正阳路小学 王岩 二等奖

16DVX0069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馨月 节约，从点滴做起 淄博市周村区市南路小学 李明 二等奖

16DVX0070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周成林 有趣的一天 沂源县悦庄镇消水完小 巩进勇 二等奖

16DVX00728 吉林省 白城市 小学组 刘子豪 孝顺 洮南市万宝镇中心小学 刘秀玲 二等奖

16DVX00735 吉林省 白城市 小学组 王硕 生长吧！少年 洮南市福顺镇中心小学 李晓玉 二等奖

16DVX00762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安柏亚 乌鸦与狐狸新编 青岛市定陶路小学 张昕 二等奖

16DVX00764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马佳文 军令营风波 莱西市实验小学 孙丽雪 二等奖

16DVX00837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张明轩 警察与小偷 北京市西城区育翔小学 李鸿娟 二等奖

16DVX01000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张宁馨 羽毛球——后场高远球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二等奖

16DVX01015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聂子宁 静待花开 监利县玉沙小学 佘玉蓉 二等奖

16DVX01061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王雪立 神秘的无字书信不神奇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中心

小学校
敖龙娟 二等奖

16DVX00113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张轲 争做环保小卫士 山丹县位奇镇芦堡学校 王玉琴 二等奖

16DVX00121 山西省 长治市 小学组 吴彤锐 《沉船打捞》微视频 长治市城区淮海小学 尚丽琴 二等奖



16DVX00516 汉中市 汉中市 小学组 高大光 《我与“和美”一起走》 洋县青年路小学 李小卉 二等奖

16DVX0062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曹苇珈 我爱我的宿舍生活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胡正勇 二等奖

16DVX0063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书言 校园行走规范 张店区凯瑞小学 刘晓 二等奖

16DVX0064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陆致达 不漏水的瓶子 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小学 张建晓 二等奖

16DVX0068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楚乔 小手拉大手共守淄博蓝 淄博市淄川区北关小学 张琨 二等奖

16DVX00840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刘泽晖
我与一条狗的百分之五个

世纪
北京市西城区宏庙小学 刘婕 二等奖

16DVX00940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苗思琪 闻鸡起舞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津

海小学
邹炳云 二等奖

16DVX00952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于晴 跳绳，我们最棒！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津

海小学
邹炳云 二等奖

16DVX00993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吴弈 《我的假期生活》 武汉市江岸区谌家矶小学 刘迪 二等奖

16DVX01048 山东省 泰安市 小学组 杨怡雪 《校园文明小卫士》 宁阳县文庙中心小学 二等奖

16DVX01053 山东省 临沂市 小学组 杨冉冉 爱到最美是陪伴
费县费城街道鲁银希望小

学
二等奖

16DVX00818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懿烜 向科学进军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大兴

实验小学
王蒙 二等奖

16DVX00828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蔡易杞 道歉与和解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

验小学
庄丽 二等奖

16DVX00830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敦逸 排队礼仪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

验小学
赵芳 二等奖

16DVX00831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卢识远 上学放学礼仪情景剧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

验小学
杨小龙 二等奖

16DVX00930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贺立 校园生活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中学
李媛 二等奖

16DVX01016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甄鸿儒 向世界夸夸身边的雷锋 武汉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曾立力 二等奖



16DVX01065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周欣怡 泡泡可乐变形记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桂花

小学校
谭林 二等奖

16DVX00084
呼和浩特

市
呼和浩特

市
小学组 桃乐呢 远离手机 赛罕区先锋路小学 万静媛 二等奖

16DVX00125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硕予
Tears of half abottle

of water
包头市东河区公园路小学 王斌 二等奖

16DVX0068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承雨 文明出行 张店区凯瑞小学 陈玉冰 二等奖

16DVX00819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包其达 包其达的小故事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大兴实

验学校
侯克杰 二等奖

16DVX00832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刘可歆 《别人家的孩子》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

小学
蔡明月 二等奖

16DVX00928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郝婧雯
传承传统文化拥抱崭新时

代
天津市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马若曼 二等奖

16DVX00947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孙焕磊 姚庄子小学学雷锋活动
天津市静海区中旺镇姚庄

子小学
刘振山 二等奖

16DVX01041 山东省 济南市 小学组 梁乐洋 与祖国同行 济南市育贤小学 二等奖

16DVX00086
呼和浩特

市
呼和浩特

市
小学组 苏钧越 热爱生活 赛罕区先锋路小学 万静媛 二等奖

16DVX00090
呼和浩特

市
呼和浩特

市
小学组 逯逍 游览万部华严经塔 赛罕区先锋路小学 万静媛 二等奖

16DVX0067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徐锦彤 Nike创意广告视频 临淄区敬仲镇第一小学 姜欣欣 二等奖

16DVX00815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赵桔源 成长的季节 北师大朝阳附小 安锦慧 二等奖

16DVX01062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张文卓 妈妈我愿做你的眼睛
重庆市酉阳县兴隆镇中心

小学校
张家林 二等奖

16DVX0008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嘉祺 太阳下旋转的大象 达茂旗百灵庙第一小学 赵双宏 二等奖

16DVX00109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康玉馨 多彩的一天 民乐县民联寄宿制小学 于莉 二等奖

16DVX0062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柴榷浛 校园规范说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七小学
张克庆 二等奖



16DVX0063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崔峻鸣 繁忙中的美丽 淄博市淄川区北关小学 桑翠香 二等奖

16DVX0065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石鑫宇 黄河恋
高青县木李镇杨坊完全小

学
郭路 二等奖

16DVX0065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苏兴晨 学奕 淄博高新区第一小学 张旭 二等奖

16DVX0067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吴琼 手足情深 淄博市淄川区昆山学校 毛丽娜 二等奖

16DVX0069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赵雨晨 春天的美丽足迹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胡正勇 二等奖

16DVX0069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郑皓月 跟我学画树
沂源县历山街道振兴路小

学
王长华 二等奖

16DVX00733 吉林省 白城市 小学组 随鑫 我是美容小卫士 洮南市第二小学 许娇凤 二等奖

16DVX00759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荆浩然 云开日出 青岛广饶路小学 韩沛 二等奖

16DVX00760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李艺璇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our school
平度市东阁街道广州路小

学
董秀红 二等奖

16DVX00761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秦子涵 再努力一点点 青岛市定陶路小学 张昕 二等奖

16DVX00833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许钊睿 《请放下您的手机》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

小学
蔡明月 二等奖

16DVX00834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王馨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验小学 王国庆 二等奖

16DVX00922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陈煜 摆钟的奥秘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

嘴中心小学
吴芳 二等奖

16DVX00938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彤维 有点累 天津市河西区纯真小学 江魏魏 二等奖

16DVX01056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孔镱珊
《我爱春天-I love
spring》微视频

泰州市海军小学 申慧敏 二等奖

16DVX0106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于林巧 跳磴小学文明礼仪规范 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小学 郑霜 二等奖

16DVX00085
呼和浩特

市
呼和浩特

市
小学组 崔琛晰 暖心回首 赛罕区先锋路小学 万静媛 三等奖



16DVX00088
呼和浩特

市
呼和浩特

市
小学组 祁昱 游览大昭寺 赛罕区先锋路小学 万静媛 三等奖

16DVX00112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朵爱智 和谐校园，快乐成长 民乐县民联寄宿制小学 雷秀峰 三等奖

16DVX00114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雷曼 我与环保 山丹县位奇镇芦堡学校 王玉琴 三等奖

16DVX0012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王淅 抱抱蓝的一天 包头市东河区公园路小学 王斌 三等奖

16DVX00504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毛紫玲 珍惜朋友 重庆市璧山区广普小学校 贺婷婷 三等奖

16DVX0063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丁晨祖 文明就在我们身边 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小学 陈灵芝 三等奖

16DVX0064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欣妍 行美德创文明
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黄家

小学
董哲 三等奖

16DVX0065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靖博 我的运动会
淄博市张店区铝城第一小

学
孙旭 三等奖

16DVX0066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宇辰 民俗馆专题片 稷下街道董褚小学 孙镜如 三等奖

16DVX0067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魏佳琳 我的妈妈 张店区凯瑞小学 胡延萍 三等奖

16DVX0068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于汇萍 神奇的水—水往高处走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磁村

实验小学
张丛 三等奖

16DVX0068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汝煜 足球小将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胡正勇 三等奖

16DVX00766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李浩轩 影子形成的奥秘 青岛金门路小学 吕小龙 三等奖

16DVX00829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刘泓毅 电话礼仪表演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

验小学
黄春莺 三等奖

16DVX00943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齐婧言
四五六-我们的梦想,我们

的歌
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李耀斌 三等奖

16DVX00977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高玮泽 红色研学游微视频 武汉市江岸区吕锡三小学 李晓凤 三等奖

16DVX00080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王世英 新型遥控车动画演示 民乐县南丰乡寄宿制小学 边秀芳 三等奖



16DVX00101 甘肃省 张掖市 小学组 祁思妍
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变化规则微视频
山丹县位奇镇位奇中心小

学
姜文英 三等奖

16DVX0063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军睿 保护水资源 淄博市淄川区北关小学 周丕红 三等奖

16DVX0064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炫孜 凯风电视台 张店区凯瑞小学 刘晓 三等奖

16DVX0064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马琳雁 《纸上魔法》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中心

小学
崔彪 三等奖

16DVX0066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康睿 凯风电视台第二期 张店区凯瑞小学 刘晓 三等奖

16DVX0066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若谷 我是诚信好少年 张店区凯瑞小学 胡延萍 三等奖

16DVX0066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天宇 瞧，这一家子 淄博市张店区科苑小学 孙坦坦 三等奖

16DVX0067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徐铭卉
《“因园雅集”书法作品

展纪实》
博山区城东中心学校 崔克文 三等奖

16DVX0069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云栋 陶艺社团雅美摇篮
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傅家

实验小学
赵娜 三等奖

16DVX00734 吉林省 白城市 小学组 王佳 轻松安全的课间
洮南市福顺镇中心小学,
洮南市福顺镇中心小学

李长新 三等奖

16DVX00765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刘畅 寻找美好童年 青岛市定陶路小学 张昕 三等奖

16DVX00767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万怡诺 垃圾分类 青岛镇江路小学 苏红洁 三等奖

16DVX00820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苗依阳 时光不等人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第四小

学
张东 三等奖

16DVX00838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王宏锦 考试带给我的启示 育翔小学 魏明 三等奖

16DVX00927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韩林均 魅力班级，快乐生活 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小学 张建 三等奖

16DVX00929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贺国桓 我的武术队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联合小

学
韩金生 三等奖

16DVX00931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姜玟廷 致老师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

中学
窦如秀 三等奖



16DVX00941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潘璎爱 《饮料中的阴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

学校
刘丽玉 三等奖

16DVX00954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张恬畅
环保在行动正确处理废电

池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六

小学
崔焕培 三等奖

16DVX0098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黄中瑞 龙腾武汉—轨道交通篇 武汉市江岸区新村小学 尚晖 三等奖

16DVX00984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刘书驿 当当科学讲座-可乐电池 武昌区中华路小学 杜燕 三等奖

16DVX0099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汪赞 《神奇魔法师》 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陈钢贵 三等奖

16DVX0100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张亦阳 我要保护我自己 武汉市硚口区长征小学 彭芃 三等奖

16DVX01003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周郭圣 趣味运动会之武术表演 武汉市江岸区吕锡三小学 三等奖

16DVX01012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郑雅薇 My cat 湖北恩施市第三实验小学 梁婷 三等奖

16DVX01055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李宇彤
《她是谁？-Who's she?》

微视频
泰州市海军小学 申慧敏 三等奖

16DVX0066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诗扬
寻访革命老兵感受红色记

忆
桓台县田庄镇中心小学 崔玉婷 三等奖

16DVX0068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于圣贤 多米诺骨牌的快乐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常家

镇台李小学
王飞 三等奖

16DVX00821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王淇兆 京剧伴我成长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五小

学
冯纲 三等奖

16DVX00827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刘瀚锴 游戏的阴谋 北京邮电大学附属小学 李长顺 三等奖

16DVX00921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陈雨菲 妈妈的爱伴我成长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津

海小学
赵玉梅 三等奖

16DVX00948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王陈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天津市河西区纯真小学 江魏魏 三等奖

16DVX0009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马端泽 小蜗牛成长记 包头市东河区同道小学 白玲玉 三等奖

16DVX0009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顾凯文 嘟嘟小课堂 内蒙古包头市二0二小学 张翼高 三等奖



16DVX0062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陈叙铮 水井是如何集水的 张店区凯瑞小学 胡延萍 三等奖

16DVX0065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沈小寒 我和爸爸 淄博市周村区新建路小学 王敬曦 三等奖

16DVX0065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凡斐 山东理工大学的春天 张店区凯瑞小学 胡延萍 三等奖

16DVX0067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梓歌 心愿 淄博市淄川区北关小学 周丕红 三等奖

16DVX0068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杨艺芳 爱上阅读，不断生长
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中心

小学
杨立珍 三等奖

16DVX0068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梦源 电影中的科学
高青县木李镇新徐完全小

学
赵孔森 三等奖

16DVX0069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玉泽 《温馨校园幸福教师》 沂源县第二实验小学 穆玉华 三等奖

16DVX00822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刘曦冉 自卑的女孩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五小

学
陈雪静 三等奖

16DVX00824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曹玉涵 唯一的听众 北京市丰台区阳春小学 杨秀玲 三等奖

16DVX00836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周律成 永远的好朋友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祝洁 三等奖

16DVX00841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韦圣韬
选择同桌（choose

deskmate）
北小营中心小学校 贾苏娜 三等奖

16DVX00924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董珂玮 身边的榜样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小学
陈芳 三等奖

16DVX00933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李鸿博 “扫一扫”的陷阱
天津市河西区灰堆第一小

学
杨佳 三等奖

16DVX00937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刘津 梦想的力量
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陈

官屯小学
丁晨 三等奖

16DVX00942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庞帅 圆梦行动
天津市河西区灰堆第一小

学
杨佳 三等奖

16DVX00946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宋若耶 卖火柴的小女孩 天津市河西区新会道小学 孙政 三等奖

16DVX00955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赵家晨 《特殊的新朋友》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村小学 邓玉丹 三等奖



16DVX00972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陈鹏灿 环保秀 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路小学 刘旭 三等奖

16DVX00975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陈子涵 《爱阅读》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康远生 三等奖

16DVX00980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黄昕然 舞之美 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宗平超 三等奖

16DVX00998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尹甜然 快乐而充实的周末 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宗平超 三等奖

16DVX01042 山东省 济南市 小学组 刘恋西 鲲鹏展翅探秘灵岩 长清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16DVX01054 山东省 滨州市 小学组 张茜雯
张扬个性放飞自我--记录

我们的课程超市
邹平县焦桥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16DVX01083 河北省 定州市 小学组 梁浩凯 校园红绿灯 定州市翟城小学 李敏 三等奖

16DVX01084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吝欣瑶 乌鸦和妈妈 邯郸市邯山区胜利街小学 段利华 三等奖

16DVX01085 河北省 唐山市 小学组 于洋梦琪 红楼梦乡我的家 唐山市丰润区东实验小学 侯瑞杰 三等奖

16DVC0056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肖慧冰 友情那点小事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向希千 一等奖

16DVC0056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绍鑫 《遇见·张店》 山东淄博新元学校 刘慧彦 一等奖

16DVC00506 澳门 澳門 初中组 陳樂怡 Behind the Pain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許頴賢 一等奖

16DVC00772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郝心源 你是我的眼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本部校

区
王若婵 一等奖

16DVC0055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田金秋 鼓魂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范阳中学
贾丽 一等奖

16DVC00713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郭山源
吉大力旺初三一班的故事

讲给你听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中

学
刘杨 一等奖

16DVC00507 澳门 澳門 初中组 陳明煒 虛偽的螢火蟲 粵華中學 楊森麟 一等奖

16DVC0057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嘉仪 霓裳初赏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范阳中学
高传娣 一等奖



16DVC00864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刘清源 我的小秘密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一等奖

16DVC00505 澳门 澳門 初中组 關嘉琪 哥哥的禮物 培正中學 伍家明 一等奖

16DVC01026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黄小朵 《步履不懈》 潍坊文华学校 高俊磊 二等奖

16DVC00876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吴桐语
Both Together Do Best

of All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

语学校
李静 二等奖

16DVC0057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博涵 讲桌上的春天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旅游

度假区萌水中学
杨新健 二等奖

16DVC00865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刘天爱 让爱传出去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二等奖

16DVC0058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赵艺涵 手机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马金涛 二等奖

16DVC0057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桂荣 期待的眼神 淄博市张店区第五中学 王培培 二等奖

16DVC00870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齐丹宁 残忍的美丽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二等奖

16DVC0057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浩冉 青春漂流瓶 淄博柳泉中学 焦玲玲 二等奖

16DVC00877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肖泓彧 厉害了，我的老师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三中

学
陈剑 二等奖

16DVC00002 甘肃省 张掖市 初中组 席丹宁 我的父亲 山丹县第二中学 王贵熙 二等奖

16DVC00863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刘冠岐 游戏，拜拜！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七中

学
李津京 二等奖

16DVC00878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薛远怡 我们的八分钟 天津市环湖中学 郭威 二等奖

16DVC0054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孟润梵 失而复得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周微波 二等奖

16DVC0054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志俊 防溺水安全宣传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孙静 二等奖

16DVC0054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刘政昊 姜堰的“选择”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向希千 二等奖



16DVC0057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长浩 青春不散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旅游

度假区萌水中学
何恒刚 二等奖

16DVC00779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郝振嘉 see you tomorrow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

校
赵瑞 二等奖

16DVC00783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马一鸣 手机 北京市通州第二中学 魏立臣 二等奖

16DVC0056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旭琛 《寻找身边的战斗英雄》 沂源县鲁村中学 李萌 二等奖

16DVC00714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苏天舜 自由的厦门之旅 长春市新朝阳实验学校 孙志瑶 二等奖

16DVC0102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田金秋 鼓魂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范阳中学
二等奖

16DVC01025 山东省 烟台市 初中组 于丰豪 环保纪录片：瞰见祁连 莱阳市府前中学 二等奖

16DVC00003 甘肃省 张掖市 初中组 闻俊淇 百年南华 张掖市第一中学 付红军 二等奖

16DVC0053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冯锺毓 《我们不一样》 淄博柳泉中学 徐娇娇 二等奖

16DVC0053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纪姝彤 菁菁者莪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周微波 二等奖

16DVC01027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梁艺宁 《一如少年》 潍坊文华国际学校 二等奖

16DVC00715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王浩宇 国庆献礼NV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中

学
张乐 二等奖

16DVC00737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朱晨宣 爱星满天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三中学 魏莉 二等奖

16DVC00771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邢宇 说端午 北京市第一中学 周竞超 二等奖

16DVC00867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马妍 我的校园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中

学
李林伯 二等奖

16DVC00872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邵钰乾 一个笔记本的故事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

语学校
李静 二等奖

16DVC00892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钟可心 转身拥抱阳光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二等奖



16DVC0102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赵子瀚 青春修炼“手”册 博山区第六中学 二等奖

16DVC0056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若琬 博山夜景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靳晶 二等奖

16DVC0057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杨楚涵 我们只是芸芸众生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孙静 二等奖

16DVC0057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赵佳一 酷帅时光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孙静 二等奖

16DVC00740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丛瀚文 同学日常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初级

中学
二等奖

16DVC00782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孙冰怡 童话镇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

校
路韩 二等奖

16DVC00849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董泊远 绿茵梦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二等奖

16DVC00854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高天翊 你的独一无二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

语学校
宫巍 二等奖

16DVC00866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罗逸凡 追梦少女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二等奖

16DVC00868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孟昊达
《不忘初心，逐青春梦想

》
天津市第七十八中学 高翔宇 二等奖

16DVC00869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牟培滢 艾叶青团的制作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中学
刘春华 二等奖

16DVC00875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王梓凝 实验中学宣传片 天津市实验中学 王静 二等奖

16DVC01007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刘宇轩 三斤米钱剃个头 宜昌市第十六中学 孙宜慧 二等奖

16DVC01032 山东省 日照市 初中组 刘世海 读书日 五莲县中至镇初级中学 二等奖

16DVC00010 上海市 上海市 初中组 王昱锟 妈妈不爱我了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

学
刘春林 二等奖

16DVC0053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高瑛泽 舍友 淄博柳泉中学 焦玲玲 二等奖

16DVC0053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耿梓朔 毕业季 桓台县世纪中学 甘仕超 二等奖



16DVC00716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王竣 秋的思语 长春市新朝阳实验学校 孙志瑶 二等奖

16DVC00773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戴嘉乐 我的科技梦 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崔东伟 二等奖

16DVC00857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国旭阳 小玻璃大视界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二等奖

16DVC01008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周子钦 涩舞青春 宜昌市第四中学 裴芳茜 二等奖

16DVC0052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卞垣淇 赴约加拿大 淄博柳泉中学 焦玲玲 二等奖

16DVC0053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韩海丞 春节民俗传承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旅游

度假区萌水中学
王叶 二等奖

16DVC0056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世晴 《远离火灾》 沂源县鲁村中学 李萌 二等奖

16DVC00770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赵云屏 美食的真意 北京市第一中学 周竞超 二等奖

16DVC00777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黄蓦 风华散流沙 北京市育英学校 崔春卉 二等奖

16DVC00785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曹冕峰 明日救赎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徐超 二等奖

16DVC00850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窦彦博 友谊的坎坷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二等奖

16DVC00859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姜泓旭 雪下真情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二等奖

16DVC00860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金垠廷 开卷有益 天津市实验中学 于忠慧 二等奖

16DVC00862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刘凤帅 Friendship Always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二等奖

16DVC00881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叶殊尘 人性病毒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二等奖

16DVC00891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郑悦然 我，成绩——致青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

语学校
李静 二等奖

16DVC01033 山东省 临沂市 初中组 王浩宇 手机 兰陵县长城镇初级中学 二等奖



16DVC00741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张艺雪 饥饿教育 青岛市崂山区第七中学 陶春琳 二等奖

16DVC00781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张宗宇 古道遥响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

校
路韩 二等奖

16DVC00882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袁语晗 最好的我们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二等奖

16DVC01030 山东省 泰安市 初中组 吴子玄 神奇的种子 泰山区泰前中学 二等奖

16DVC00852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冯奕琦 《理想》 天津市佟楼中学 郑以欣 二等奖

16DVC00957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柯锦雄 完美小孩 武汉市七里中学 尚晶晶 二等奖

16DVC01031 山东省 威海市 初中组 马艺菲 木头 威海环翠国际中学 二等奖

16DVC00009 湖南省 长沙市 初中组 谌昶宁
我身边的中国文化——湘

绣
湘郡未来实验学校 张艳 三等奖

16DVC00512 南昌市 南昌市 初中组 朱韵寒 永远的初三（1）班 南昌市第二十四中学 魏璇 三等奖

16DVC0052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陈姿含 传递微笑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周微波 三等奖

16DVC0054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承泽 丈量 淄博市淄川实验中学 李雁弟 三等奖

16DVC0054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双洁 《朋友》 临淄皇城镇第一中学 李波 三等奖

16DVC0054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齐秀娟 《花期依旧》 沂源县鲁村中学 李萌 三等奖

16DVC0055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邵星宇 胖胖的奋斗 高青县实验中学 孟辉 三等奖

16DVC0055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孙艺宁 《风情博山》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王洪磊 三等奖

16DVC0056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露茜 我的导演梦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范阳中学
王婷 三等奖

16DVC0057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宏扬 《梦想》 山东省淄博第十八中学 曹凤芹 三等奖



16DVC00701 海南省 东方市 初中组 陈潮莹 升旗仪式  东方市第二思源实验学校 符如雄 三等奖

16DVC00717 吉林省 白城市 初中组 于昕瑶 友情之歌 洮南市第七中学 白洪岩 三等奖

16DVC00775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杨旭 十四岁生日会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四中房

山分校
李君 三等奖

16DVC00780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张天昊 科技节专题纪实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

校
路韩 三等奖

16DVC00786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靳子涵 陌生的电话 顺义区李桥中学 杨辉 三等奖

16DVC01005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张迎春 老师，咱们打个赌 宜昌市第二十二中学 刁礼新 三等奖

16DVC01028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王太来 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东风学校 三等奖

16DVC00853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傅云桐 我们这三年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

语学校
王延 三等奖

16DVC00873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史城安 放下手机，美好就在身边 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三等奖

16DVC00880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杨昱航 水果的能量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

学校
李肖宇 三等奖

16DVC00886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张贵雅 为梦想前行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中

学
边洪明 三等奖

16DVC00888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张飒 播种文明 天津市环湖中学 郭玮 三等奖

16DVC00889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赵欣悦 《手心的太阳》自选主题 天津市扶轮中学 金文博 三等奖

16DVC00893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朱俊洁 百日决战创辉煌 天津市瑞景中学 赵静贤 三等奖

16DVC0052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仇馨月 《诚信考试从我做起》 沂源县鲁村中学 李萌 三等奖

16DVC0053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崔欣娜 《抵制校园暴力微视频》 沂源县鲁村中学 李慧 三等奖

16DVC0053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董文曦 二手烟的危害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旅游

度假区萌水中学
胡玲琴 三等奖



16DVC0053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季锦雨 张店六中健康教育微视频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第六

中学
赵林静 三等奖

16DVC0055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孙启宝 《向革命者致敬》 沂源县鲁村中学 李萌 三等奖

16DVC0056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嘉仪 2018年莲花山新春灯会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靳晶 三等奖

16DVC00959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王蕾 世界因你们而精彩
武汉市武珞路中学光谷分

校
山晓静 三等奖

16DVC01009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蔡文琪 王安鑫的奋斗史 宜昌市第二十二中学 刁礼新 三等奖

16DVC01010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陈雨欣 小东西大制作
湖北省襄阳市第三十一中

学
陶云竹 三等奖

16DVC01029 山东省 济宁市 初中组 朱琳 《馒头记》 汶上县刘楼镇中学 三等奖

16DVC01034 山东省 滨州市 初中组 张书铭 专题片《同心鼓》 邹平县好生街道初级中学 三等奖

16DVC01070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邓博恒 退队入团 重庆第九十五初级中学校 殷元春 三等奖

16DVC0052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陈梦飞 我的学长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中学 苗琳媛 三等奖

16DVC0054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朋泽 蔬果发电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靳晶 三等奖

16DVC0054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任一鸣 小实验——水压原理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靳晶 三等奖

16DVC0055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盛雨杨 水——最佳选择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第一

中学
李艳红 三等奖

16DVC0055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孙子涵 hi，朋友 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 李继双 三等奖

16DVC01066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彭清浩 我的绘画梦 重庆市巴南中学校 王颖 三等奖

16DVC01069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江奇檬
重庆九十五中第47届田径

运动会
重庆第九十五初级中学校 殷元春 三等奖

16DVC00008 湖南省 长沙市 初中组 郑祺
我身边的中国文化——毛

泽东在长沙
湘郡未来 张艳 三等奖



16DVC00776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马蓝琦 运动小队 北京市丰台第八中学 李维芸 三等奖

16DVC00778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赵明睿 晨曦里的微光 北京市育英学校 崔春卉 三等奖

16DVC00784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白雨峰 远航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通州校区）
梁蕊 三等奖

16DVC00843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边慧珊 艺术丰富童年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中

学
王琳 三等奖

16DVC00855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高文丰 今人忧天？
天津市静海区良王庄乡中

学
刘媛媛 三等奖

16DVC00856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郭彤 多才多艺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中

学
陈艳双 三等奖

16DVC00871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邵澜宇 成长的足迹 天津市北辰区华辰学校 杨红芳 三等奖

16DVC00884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张博安 正义的延续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三等奖

16DVC00890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郑槟洪 友谊可再续时光不重来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邓瑞君 三等奖

16DVC00958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王德帅 咖啡和茶叶哪个更提神
武汉市武珞路中学光谷分

校
山晓静 三等奖

16DVC01086 河北省 廊坊市 初中组 徐雅菲 我的青春我做主 华北油田十二处学校 肖艳华 三等奖

16DVC01087 河北省 定州市 初中组 陈少鹏 和谐家园爱润人生
定州市叮咛店镇初级职业

中学
三等奖

16DVG01072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马致远 龙门皓月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党宁 一等奖

16DVG00509 澳门 澳門 高中组 凌子熙 糖 勞工子弟學校 周玉珺 一等奖

16DVG01071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张皓辰 心魔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党宁 一等奖

16DVG00611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王骏翰 《事·情》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李霄 一等奖

16DVG00599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刘晶晶 《面与心》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李霄 一等奖



16DVG00508 澳门 澳門 高中组 何煒彥 豆蔻年華 勞工子弟學校 周玉珺 一等奖

16DVG00037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赵文笛 致史蒂芬·威廉·霍金 内蒙古包头市一机一中 李福梅 一等奖

16DVG00510 澳门 澳門 高中组 巫啟明 六十天的約定 濠江中學 朱衛國 一等奖

16DVG00790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张育宁 让信仰点亮人生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文程 二等奖

16DVG01074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李雨桐 旅程 重庆市树人中学 巫平 二等奖

16DVG00518 大庆市 大庆市 高中组 李幸哲 17岁 大庆实验中学 赵晓丽 二等奖

16DVG00050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刘沛轩 家在哪 甘肃省张掖市第二中学 朱培贤 二等奖

16DVG00789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许可欣 我是小魔仙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 李文程 二等奖

16DVG00915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叶梦菲 西游记外传 天津市实验中学 冯晔 二等奖

16DVG00897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董马丹妮 桃夭 天津市实验中学 冯晔 二等奖

16DVG00797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姜海洋 三生欲渡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杭海燕 二等奖

16DVG00718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费孟元 因为坚守，所以精彩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李金华 二等奖

16DVG00799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李子昱 天生骄傲 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 刘春宁 二等奖

16DVG00803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贾祎鹏 溯行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王自明 二等奖

16DVG00804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彭斯卓 痂 北京市第四中学 李茗 二等奖

16DVG00059 江苏省 苏州市 高中组 张为立 小丑 苏州外国语学校 刘萃 二等奖

16DVG00063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郭鸿裕 闲人舍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刘慧 二等奖



16DVG00521 福建省 泉州市 高中组 黄希颖 心之所向 福建省泉州市培元中学 许有津 二等奖

16DVG00706 海南省 乐东县 高中组 潘德芬 崖州人唱崖州歌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乐东黄流中学
何开琪 二等奖

16DVG00711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官磊 唤醒城市的人 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段婷婷 二等奖

16DVG00788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王开悦 吸烟危险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

育新学校
冷晓莉 二等奖

16DVG00796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解明哲 曙光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二中

学
张春英 二等奖

16DVG00801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张自立 同学的名义 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 杜静 二等奖

16DVG00904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刘婷婷 以貌取人 天津市实验中学 冯晔 二等奖

16DVG00960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侯文婷 最好的我们 武汉市钢城第四中学 谢梦全 二等奖

16DVG00016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马维骁 “石榴屯”要开会 张掖市第二中学 寇俊英 二等奖

16DVG00051 内蒙古
鄂尔多斯

市
高中组 高雅楠 《学校的一天》

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附
属学校

王娟 二等奖

16DVG0052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刘杨 平凡之路 包钢第五中学 李春江 二等奖

16DVG00584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毕汝玉 俄罗斯公费留学专题报道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二等奖

16DVG00594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金宏达 无解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翟楠 二等奖

16DVG00719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耿智威
《微视频《棚户区里绽放

的苔花》》
长春市一三七中学 李忠祥 二等奖

16DVG00749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王璇 重拾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王童 二等奖

16DVG00787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刘田玎玎 育龙电视台2016招新广告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

育新学校
冷晓莉 二等奖

16DVG00791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张瑄子 梦的回溯 北京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李锐 二等奖



16DVG00015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张建平 【如果没有如果】 江苏省贾汪中学 二等奖

16DVG00065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任泽睿 戈壁水乡好风光 张掖市第二中学 任建虎 二等奖

16DVG00593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郭新宇
社会实践活动——走进天

地缘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二等奖

16DVG00720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王艺诺 编梦 吉林省实验中学 二等奖

16DVG00802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刘竹洋 一千次的晚安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16DVG00901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郝梦馨 新编传说故事 天津市实验中学 冯晔 二等奖

16DVG01073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禹昕沂 重庆记忆 重庆市朝阳中学 郑舒月 二等奖

16DVG00044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郭登宇 自拍 山丹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16DVG00045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林天笑 无锡一中社团风采秀 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 张月香 二等奖

16DVG00053 内蒙古
鄂尔多斯

市
高中组 赵晨 School day

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附
属学校高中部

王娟 二等奖

16DVG00064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陈轼钰 《闻路者》 无锡市第一中学 张月香 二等奖

16DVG00069 内蒙古
鄂尔多斯

市
高中组 布日格乐 《一座城市的温暖》 鄂尔多斯市蒙古族中学 伊利奇 二等奖

16DVG00073 深圳市 深圳市 高中组 柯方皓 《光影》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高中

部
贾力 二等奖

16DVG00585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陈馨月 春季传染病预防宣传片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二等奖

16DVG00587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仇书辰 我们是尖佼班 淄博市淄川中学 孙涛 二等奖

16DVG00595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景圣玺 青春视角第一期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二等奖

16DVG0059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李钦旭 青春视角第二期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二等奖



16DVG0060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孙业林
淄川中学高2016级19班纪
录片之”斗志昂扬十九最

淄博市淄川中学 杨伟 二等奖

16DVG00608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王伏月 争做文明先锋志愿活动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二等奖

16DVG00703 海南省 海口市 高中组 胡嘉锦 从零开始 海南中学 符永权 二等奖

16DVG00705 海南省 乐东县 高中组 李金俞 热血青春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乐东黄流中学
邢义林 二等奖

16DVG00721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徐维廷
跬步致远――高一22班徐

维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罗建将 二等奖

16DVG00752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闫羽泽 演员 山东省青岛第十六中学 宋伟娜 二等奖

16DVG00755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时一鸣 《青芒》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

学
孙敬芝 二等奖

16DVG00798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韩易丁 共享单车，共享和谐 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 刘春宁 二等奖

16DVG00806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马晓晨 夜空中最亮的星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
许祝平 二等奖

16DVG00808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张溢航 成长 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梁波 二等奖

16DVG01076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刘祥 离别的珍重 重庆市旅游学校 徐峰 二等奖

16DVG00029 福建省 泉州市 高中组 朱艳 新生 福建省泉州市培元中学 许有津 二等奖

16DVG00035 福建省 泉州市 高中组 王蓓琳 我想有个未来 福建省泉州市培元中学 许有津 二等奖

16DVG00793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李昊临 如果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杭海燕 二等奖

16DVG00805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景文萱 三人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建彬 二等奖

16DVG01075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周其洪 努力的时光 重庆市旅游学校 徐峰 二等奖

16DVG01079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周小玲 感恩的心 重庆市涪陵高级中学校 熊素权 二等奖



16DVG00523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岳子健 包钢五中纪实 包钢第五中学 张丽霞 二等奖

16DVG0059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高婉君
高中生活记录篇之我眼中

的他们
淄博市淄川中学 孙涛 二等奖

16DVG00598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刘高源 我们的学生会 淄博市淄川中学 曾宪锋 二等奖

16DVG00609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王金阳子 风暴瓶的预言 淄博市临淄中学 马良 二等奖

16DVG00704 海南省 琼海市 高中组 梁凤娇 青春答卷 琼海市嘉积第二中学 莫翠山 二等奖

16DVG00753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庄谦栋 青春无悔 山东省青岛第十六中学 孙婧 二等奖

16DVG00792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张斌 别样尊重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中学 刘芳芳 二等奖

16DVG00800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孙谦 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第

二分校
乌兰 二等奖

16DVG00807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白易航 最美的忧愁 北京市延庆区第五中学 曹金宝 二等奖

16DVG00961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李悦彤 《何处惹尘埃》 武汉市第三中学 王慧 二等奖

16DVG00520 大庆市 大庆市 高中组 张宇舒 一节课 大庆市育才中学 蔺琳 二等奖

16DVG00597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李蕊琼 《航拍运河》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杨勇 二等奖

16DVG00743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林子杰 让爱传递 青岛电子学校 姬同江 二等奖

16DVG00750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王中秀 班主任说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王童 二等奖

16DVG00794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史欣雨 一瞬万世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杭海燕 二等奖

16DVG00898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高伯泉 花季青春遇见你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 王艳 二等奖

16DVG00899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高翊彬
宝坻一中2017-2018学年度

秋季田径运动会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二等奖



16DVG00036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王源媛 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 内蒙古一机集团第一中学 三等奖

16DVG00588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董欣宇 别让手机代替亲情 山东省淄博市第十七中学 马良伟 三等奖

16DVG00602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路汶蓉 “老孙”的一天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三等奖

16DVG00604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吕奕霖 拾别 淄博市淄川中学 李婷婷 三等奖

16DVG01078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李井赟 二中MV 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 赵真贞 三等奖

16DVG00018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闫辰 张掖公共自行车调查报告 张掖市第二中学 靳振玲 三等奖

16DVG00025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蒋逸文 家庭作业 无锡市第一中学 张月香 三等奖

16DVG00028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杨建波 裕固草原上的歌声 张掖市第二中学 闻云 三等奖

16DVG00043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郑海岳 缅怀革命先烈纪实 山丹县第一中学 董燕 三等奖

16DVG00046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焦俊铭 慎言 甘肃省张掖中学 薛万军 三等奖

16DVG00048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毛玉昕 花未凋 甘肃省山丹县第一中学 舒湘晖 三等奖

16DVG00061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刘鑫 鬼女友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刘慧 三等奖

16DVG00075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于昊轩 做最好的自己 内蒙古一机集团第一中学 三等奖

16DVG00076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张丽娜 静止的相框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张敏 三等奖

16DVG00513 南昌市 南昌市 高中组 韩静雯 不要丢下我 南昌市第三中学 涂序悦 三等奖

16DVG00515 汉中市 汉中市 高中组 靳仪炜 手机的困惑 汉中市四〇五学校 张红 三等奖

16DVG00589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段朝阳 声乐生的路 山东省淄博市第十七中学 马良伟 三等奖



16DVG00591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高姿毓
《世界这么大我只想看看

你》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杨勇 三等奖

16DVG00603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罗慧泽 姥姥与钟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翟楠 三等奖

16DVG0061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尹庆义
The High Time of our

school life
淄博市淄川中学 张翠杰 三等奖

16DVG0062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张洛铭
2017级万米接力、千人签

名活动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三等奖

16DVG00702 海南省 乐东县 高中组 孙少凡 不念过往不惧将来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乐东黄流中学
邢义林 三等奖

16DVG00707 海南省 琼海市 高中组 杨丹虹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琼海市嘉积第二中学 莫翠山 三等奖

16DVG00709 延安市 延安市 高中组 雷景石 百里远足纪录片 陕西省宜川县中学 靳嵛翔 三等奖

16DVG00722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于小洋 悦读者 长春市一三七中学 赵雪松 三等奖

16DVG00724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邹宇飞 校园禁烟记 长春市一三七中学 张鑫 三等奖

16DVG00745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李咏声 偷摄像机的人 青岛电子学校 三等奖

16DVG00795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韩昱 I rises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杭海燕 三等奖

16DVG00809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李雯蕙 行走的力量 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梁波 三等奖

16DVG00810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陈雨彤 九中蝶砚书画院 顺义区第九中学 赵继超 三等奖

16DVG00895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常晗笑 武林旧事II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中学
刘春华 三等奖

16DVG00900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葛新月 皇帝的新装 天津市实验中学 冯晔 三等奖

16DVG00907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田依冉 语文学习小贴士 天津市第七十八中学 甄沛言 三等奖

16DVG00916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张启月 保护环境 天津市实验中学 冯晔 三等奖



16DVG01039 山东省 临沂市 高中组 王善宏 早安临沂 临沂第四中学 三等奖

16DVG01077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王子涵
可是啊，我只要你们回到

我身边！
重庆市朝阳中学 莫婷 三等奖

16DVG00020 江西省 上饶市 高中组 揭晓宇 我们不一样的军训 江西省上饶县第二中学 徐李强 三等奖

16DVG00024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黑钰 青少年吸烟悔改 达茂联合旗百灵庙中学 王俊秀 三等奖

16DVG00026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史晓旭
延时摄影微电影——记录

美丽校园
包钢第五中学 李春江 三等奖

16DVG00057 陕西省 西安市 高中组 杜雨凡 梦想不会独行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张新 三等奖

16DVG0006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武磊 剪纸艺术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张敏 三等奖

16DVG00592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郭川隆 时不待我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吴春静 三等奖

16DVG0061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王俊喆 五年抒怀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三等奖

16DVG00744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刘婉婷 莫成为手机的俘虏 青岛电子学校 姬同江 三等奖

16DVG00746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王仟羽 青春，梦想。 青岛商务学校 三等奖

16DVG01038 山东省 威海市 高中组 张玉欢
《艺术班的那些事》诚信

篇
山东省荣成市第五中学 三等奖

16DVG00017 安徽省 芜湖市 高中组 陈星雨 青春颂 芜湖市第七中学 章绍宝 三等奖

16DVG00070 内蒙古
鄂尔多斯

市
高中组 呼尔沁

《蒙古族传统美食-灌血肠
》

鄂尔多斯市蒙古族中学 伊利奇 三等奖

16DVG00601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卢文晋
高2016级第一学期表彰大

会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中学 李世强 三等奖

16DVG00614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许晓宇 周村烧饼的制作技艺 山东省淄博第十七中学 姜春晓 三等奖

16DVG0071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张建东 距离 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李敏 三等奖



16DVG00742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潘悦 我们仨 青岛电子学校 姬同江 三等奖

16DVG00748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马文讯 朽年 青岛电子学校 徐立萍 三等奖

16DVG00812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耿世岩 清音合唱团杭州行 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梁波 三等奖

16DVG00896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陈浩文 忆我们美好的高一生活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 王艳 三等奖

16DVG00908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王明暄 专注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中学
郑建良 三等奖

16DVG00962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刘思远 《新年愿望》 武汉市第三中学 王慧 三等奖

16DVG00967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王申成 《你的麻木》 武汉市第三中学 王慧 三等奖

16DVG01040 山东省 菏泽市 高中组 马昂 迷茫&重生 山大附中实验学校 三等奖

16DVG00033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温永康 《夕阳红》 山丹县第一中学 王莹 三等奖

16DVG00034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马尚文 山丹特色小吃—炒拨拉 山丹县第一中学 王莹 三等奖

16DVG00054 内蒙古
鄂尔多斯

市
高中组 牧冉 我看见了那个声音

北京师范大学鄂尔多斯附
属学校高中部

王娟 三等奖

16DVG00071 深圳市 深圳市 高中组 孔世龙 我的十六七岁 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 唐瑾燕 三等奖

16DVG00909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王盛萱 快乐王子 天津市实验中学 冯晔 三等奖

16DVG00963 武汉市 武汉市 高中组 聂卓航 《只要你愿意》 武汉市第三中学 王慧 三等奖

16DVG00022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组 王家熙 在追梦的路上 张掖市第二中学 马忠鑫 三等奖

16DVG00072 辽宁省 大连市 高中组 王仪娴 苦旅 大连市旅顺中学 三等奖

16DVG00501 璧山区 璧山区 高中组 曹田田 拒绝语言冷暴力 重庆市璧山职业教育中心 余佳静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