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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优秀组织奖

汤阴县教育局 安阳县教育局 林州市教体局

殷都区教育局 内黄县教育局 林州市第一中学

林州市第一实验 林州市第六小学 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内黄县第二实验小学 安阳示范区飞翔中学 内黄县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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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六届安阳市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学生姓名 奖项 参赛作品名称 学校 指导教师姓名

小学组

1 任思彤 一等奖 学习宪法精神，铸就真诚信仰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 莫鑫鑫

2 梁淳善 一等奖 让宪法光芒照亮每一颗心灵 内黄县第二实验小学 周小丽

3 孙果 一等奖 少年中国心，宪法伴我行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 莫鑫鑫

4 宋岚婷 一等奖 宪法伴我成长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政北路校区 李俊艳

5 李佳霖 一等奖 宪法伴我成长 林州市第九小学 徐霞

6 路子萱 一等奖 在宪法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林州市第六小学 孙彩凤

7 郭子豪 二等奖 厉害了，我的宪法 林州市姚村镇中心小学 刘高建

8 王晓 二等奖 《岳飞故事与宪法精神》 汤阴县政通路小学 李彩霞

9 刘安雯 二等奖 宪法在我身边 安阳市曙光小学 王 璐

10 任絮菲 二等奖 《宪法在我心中》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景红光

11 石笑菡 二等奖 与宪法同行 林州市红旗渠大道学校 牛林霞

12 王敏锜 二等奖 学宪法讲宪法 安阳市东门小学 薛园

13 郭思言 三等奖 与法同行开创美好明天 高新区银杏南校 高琳

14 骈骥超 三等奖 《法律在我心中》 安阳市殷都实验中学 宋丽丽

15 张辰昊 三等奖 争当宪法小卫士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政北路校区 李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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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沛阳 三等奖 与宪法同行，做合格小学生 安阳市安林学校 李志红

17 李梓彤 三等奖 《宪法伴我成长》 安阳市铁佛寺小学 王艳

18 宋馨雨 三等奖 《知法守法，与法同行》 安阳县辛村镇高利寺小学 谢 敏

19 李可芊 三等奖 《法在我心中》 安阳市铁佛寺小学 吕彩虹

20 乔诗晗 三等奖 《法在身边，知法守法》 安阳县白璧北白璧中心小学 雷小宁

初中组

1 王梦茜 一等奖 《以宪为纲 知法守法》 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 赵乐

2 刘亚珂 一等奖 宪法与我同行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王亚卓

3 张悦琪 一等奖 学宪法讲宪法 安阳市第七中学 周瑞花

4 刘轩 一等奖 宪法—少年成长的保护神 安阳示范区飞翔中学 康方方

5 陈铭琦 一等奖 学宪法 讲宪法，宪法保护你我他 汤阴县实验中学 刘越

6 刘佳怡 二等奖 以宪为纲，知法守法 汤阴县岳飞中学 罗秀芹

7 郑悠扬 二等奖 以宪为纲 知法守法 内黄县实验中学 苏秀红

8 郭末兮 二等奖 《宪法，与你我同行》 安阳市第九中学 杨琪

9 冯欣雨 二等奖 《宪法伴我行》 水冶镇正心初级中学 赵志倩

10 丁雪微 二等奖 争做新时代敌法守法小勇士 安阳市虹桥中学 胡矿宾

11 张舒畅 二等奖 学宪法 讲宪法 汤阴县实验中学 程英杰

12 申景怡 三等奖 宪法至上 龙安二中 韩亮

13 马嘉迅 三等奖 学宪法，讲宪法，我在行动 内黄县实验中学 苏秀红

14 赵紫陵 三等奖 《争做宪法小卫士》 铜冶镇一中 王文革

15 郭文奥 三等奖 宪法就在身边 安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刘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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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刘若水 三等奖 宪法伴我行 安阳县辛村镇第二初级中学 冯晓升

17 翟雅晴 三等奖 做心中有法的好少年 安阳县崔家桥实验中学 宋勤顺

18 张立山 三等奖 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材料 安阳市幸福中学 付艺伟

高中组

1 栗浩玮 一等奖 《淬宪法之火，铸时代之刃》 林州一中2020级 李慧峰

2 郑媛元 一等奖 《跟随宪法的脚步》 林州一中2020级 李慧峰

3 姚澄宇 一等奖 《国徽高悬，宪法至上》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常欢

4 王雨轩 二等奖 精彩人生路 宪法伴我行 安阳市三十六中 李华彬

5 苗新茹 二等奖 《吾辈与宪法同行》 安阳县第七中学 王自军

6 刘琳 二等奖 学宪法，讲宪法 内黄县第一中学 司芳义

7 许辰浩 二等奖 以宪为纲，遵法守法 内黄县第一中学 张献美

8 张子旭 三等奖 《以宪为纲，知法守法》 安阳县实验中学 王志英

9 王紫桐 三等奖 《社会信仰——宪法》 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韩文涛

10 侯翔宇 三等奖 《宪法光辉照耀我心》 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韩文涛

11 刘依娜 三等奖 宪法在我心 汤阴一中 王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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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六届安阳市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参赛学生姓名 奖项 学校及年级 指导教师姓名

小学组

1 路子萱 一等奖 林州市第六小学 孙彩凤

2 宋欣柯 一等奖 林州市桂园学校 栗书红

3 杨杰惜 一等奖 林州市桂园学校 常艳丽

4 郭诗悦 一等奖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五（12）班 路红梅

5 郭婷柯 二等奖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四（15）班 刘梦溪

6 唐林昊 二等奖 林州市第九小学 栗现云

7 戚昕卓 二等奖 安阳市东门小学 王华

8 武友安 二等奖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武利敏

9 郭恒宇 二等奖 安阳市铁佛寺小学 吕彩虹

10 王煜哲 二等奖 安阳市东门小学 薛园

11 崔博開 三等奖 铜冶镇铜冶小学 杨晓华

12 刘梦颖 三等奖 安阳县白璧镇北白璧中心小学 王晓徽

13 李娅婷 三等奖 梅东路小学 陈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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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奕晨 三等奖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洪岩小学 李峰

15 赵子懿 三等奖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任保玲

16 师浩轩 三等奖 安阳县瓦店乡瓦店集中心小学 王迎迎

初中组

1 张倍硕 一等奖 内黄县实验中学 苏秀红

2 张泽宇 一等奖 内黄县实验中学 苏秀红

3 李奉泽 一等奖 林州市红旗渠大道学校 王珅

4 王鑫怡 一等奖 市三十四中学 张金平

5 胡田野 二等奖 安阳县崔家桥镇中海初级中学 靳涛

6 韩圣铭 二等奖 安阳市第二十中学 王亚卓

7 应佳伊 二等奖 安阳市第二十一中学 张晶

8 史雅欣 二等奖 殷都育才中学 韩小丹

9 冯乔然 二等奖 林州市红旗渠大道学校 王珅

10 皇静朵 二等奖 马投涧镇第二中学 王玉林

11 郭柯慧 三等奖 林州市姚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董关兵

12 沈岩凯 三等奖 安阳市虹桥中学 赵柯楠

13 贺中良 三等奖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高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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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玉言 三等奖 磊口二中 赵小慧

15 李一彤 三等奖 安阳市第九中学 刘博

16 谷姿颖 三等奖 安阳市七中 张金平

高中组

1 岳圣哲 一等奖 林州一中 李慧峰

2 李雨露 一等奖 安阳县高级中学 韩志全

3 郜雪岩 一等奖 安阳市第一中学 李琪

4 赵欣月 二等奖 内黄县第一中学 冯红彦

5 陈佳慧 二等奖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米森

6 晁佳雪 二等奖 汤阴县第一中学 籧焕卫

7 杨媛媛 三等奖 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王世红

8 张英德 三等奖 林州一中 李慧峰

9 付好 三等奖 林州一中 李慧峰

10 齐亚彤 三等奖 内黄县第一中学 张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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