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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阳市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

艺术表演节目类

序号 类别和形式 节目名称 组别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1 声乐-合唱 《不忘初心》《寻根上井岗》 小学甲组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 王霞 魏晓文 郝林丽 一等奖

2 声乐-合唱 《在灿烂阳光下》《出塞》 小学甲组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宋韦韦 王淑芳 王秀芳 一等奖

3 声乐-合唱 《童心向党》 小学甲组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周艳 史菲 一等奖

4 舞蹈 《放心吧，妈妈》 小学甲组 安阳市健康路小学 王瑞 刘亚男 王菲 一等奖

5 舞蹈 《京韵中国红》 小学甲组 安阳县白璧集中心小学 郭红芳 路海霞 魏艳新 一等奖

6 舞蹈 《梦想之河》 小学甲组 安阳县白璧镇北白璧中心小学 雷小宁 齐桂英 宋宝燕 一等奖

7 器乐-管乐合奏 《北京喜讯到边寨》 小学甲组 林州市第三小学 赵清娟 金丽平 崔林芳 一等奖

8 器乐-民乐合奏 《鼓鼓声威》 小学甲组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卫军 李颖 一等奖

9 戏剧 曲剧《风雪配》选段 小学甲组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殷志娟 张晓艳 邵文英 一等奖

10 朗诵 《红色的童话》 小学甲组 殷都区水冶镇南关小学 李金肖 崔慧娟 冯欣 一等奖

11 朗诵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小学甲组 殷都区水冶镇南街小学 吴晓燕 一等奖

12 朗诵 《读中国》 小学甲组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南校） 杨艳丽 申瑞芬 元苏琳 一等奖

13 声乐-合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你来了》 中学甲组 安阳市第三中学 张艳梅 张珂 陈晓明 一等奖

14 声乐-班级合唱
《在灿烂阳光下》

《跟着共产党走》
中学甲组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刘丽 李金鹏 郑艳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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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声乐-合唱 《蝴蝶的梦》《追寻》 中学甲组 安阳市第八中学 刘红艳 时海霞 李小静 一等奖

16 舞蹈 《红色传承》 中学甲组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赵伟 孙姗 梁琰 一等奖

17 舞蹈 《八女投江》 中学乙组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露 闫白露 窦超 一等奖

18 舞蹈 《映山红》 中学甲组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孙静 宋博 刘阳 一等奖

19 器乐-管弦乐合奏 《凤凰序曲》 中学甲组 安阳市昼锦中学龙安校区 苏鑫 邵文英 彭华 一等奖

20 器乐-小合奏 《黄河船夫曲》 中学乙组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张鹏 胡中英 张桂玲 一等奖

21 器乐-管乐重奏 《let it go》 中学甲组 安阳市新一中学 史晓娜 一等奖

22 戏剧 豫剧《朝阳沟》选段 中学甲组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宋博 孙静 刘晓丽 一等奖

23 戏剧 《特殊规定》 中学甲组 安阳市第十中学 程锋 朱智勇 邵文英 一等奖

24 朗诵 《岳阳楼记》 中学乙组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王静 一等奖

25 声乐-小合唱 《都是妈妈的孩子》《晚风》 小学甲组 安阳市盘庚小学 刘芳利 高霞 二等奖

26 声乐-合唱
《萱草花》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小学甲组 安阳县白璧集中心小学 李丽红 贾俊英 二等奖

27 声乐-合唱 《红领巾在党旗下成长》 小学甲组 汤阴县文王小学 张长虹 常利静 秦晓燕 二等奖

28 声乐-合唱 《守住这一片阳光》 小学甲组 汤阴县政通路小学 胡胜男 史丽丽 黄海新 二等奖

29 舞蹈 《闪闪的红星》 小学甲组 安阳县北郭乡申庄小学 吴伟伟 二等奖

30 舞蹈 《少年志》 小学甲组 安阳县吕村镇湘河店小学 杨青华 二等奖

31 舞蹈 《太行俏娃娃》 小学甲组 林州市桂园学校 杨新艳 付艺伟 焦流芳 二等奖

32 舞蹈 《映山红》 小学甲组 殷都区水冶镇北段小学 张丽娟 郭红艳 程曦 二等奖

33 舞蹈 《花儿朵朵心向党》 小学甲组 殷都区铜冶镇李村小学 程海艳 郭艳红 马卫卫 二等奖

34 舞蹈 《我和我的祖国》 小学甲组 殷都区水冶镇北关小学 刘莉娇 李晓敏 李敬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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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器乐-管乐合奏
《在灿烂阳光下》

《勇往直前进行曲》
小学甲组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东风小学 王莹 赵霜 张静静 二等奖

36 器乐 《丰收歌》 小学甲组 安阳市铁西路小学 齐飞菲 张红光 刘文艺 二等奖

37 器乐-管乐合奏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勇往直前进行曲》
小学甲组 安阳市盘庚小学 郭志莹 高霞 张雪丽 二等奖

38 戏剧-戏曲 《我坚决在农村干一百年》 小学甲组 殷都区伦掌镇孙家岗小学 王晓艳 二等奖

39 戏剧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 小学甲组 安阳市东门小学 黄琰 乔志平 王素芳 二等奖

40 戏剧 《丰碑》 小学甲组 安阳市文峰区明德小学 崔臣 宋红宁 二等奖

41 朗诵 《崛起了我的中国》 小学甲组 安阳高新区银杏南校 韩宝婷 李珂 李司南 二等奖

42 声乐-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

《库斯克邮车》
中学甲组 林州市政北中学 冯芳 杨国红 二等奖

43 声乐-合唱 《微微》 中学甲组 林州市桂林镇第一初级中学 蔡沛 郝彬霏 二等奖

44 声乐-小合唱 《南下》 中学甲组 汤阴县第一中学 张丽霞 郝翠英 冯玉红 二等奖

45 舞蹈 《芳华礼赞党》 中学甲组 林州市阜民中学 李丹 杜秋石 李文娟 二等奖

46 舞蹈 《竹竿舞》 中学甲组 内黄县楚旺镇第一初级中学 卢欣瑞 二等奖

47 器乐-民乐小合奏 《浏阳河》 中学甲组 林州市第七中学 李晓东 张利平 赵晨 二等奖

48 戏剧 《花木兰》 中学甲组 安阳市第八中学 薛梅 二等奖

49 戏剧 《赵一曼》 中学甲组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王霄 王莹 二等奖

50 朗诵 《在阳光下成长》 中学甲组 安阳市第二中学 邵瑾 二等奖

51 朗诵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中学甲组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闫白露 二等奖

52 朗诵 《诗颂中华》 中学甲组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苏瑜 王莹 二等奖

53 朗诵 《我爱你中国》 中学甲组 安阳市第十中学 李树霞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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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朗诵 《历史的眼眸》 中学甲组 安阳市昼锦中学 刘萍、赵铭、戴玥 二等奖

55 朗诵 《红船，从南湖起航》 中学甲组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李红方 马弘玉 冯进良 二等奖

56 朗诵 《我的祖先名叫炎黄》 中学甲组 安阳市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武瑞霞 刘雪 冯欣 二等奖

57 声乐-合唱 《学习雷锋好榜样》 小学甲组 安阳市飞翔学校 薛菲 申欣雨 王石磊 三等奖

58 声乐-合唱 《红领巾心向党》 小学甲组 安阳市飞翔学校 薛菲 王显 刘艺超 三等奖

59 舞蹈 《额尔古纳河》 小学甲组 林州市西街学校 郭静 刘晓丽 李静 三等奖

60 舞蹈 《俏丫丫》 小学甲组 安阳市钢城小学 时珊珊 郭红艳 三等奖

61 舞蹈 《听我说》 小学甲组 安阳市殷都区正心小学 周琼 张伟 三等奖

62 舞蹈 《映山红》 小学甲组 内黄县高堤乡第八小学 刘薇 袁丽英 三等奖

63 器乐-民乐小合奏 《映山红》《送红军》 小学甲组 林州市第九小学 刘向军 曲江云 李晓青 三等奖

64 器乐-管乐合奏 《走向复兴》 小学甲组 内黄县第七实验小学 柴红 赵静娜 赵晓雨 三等奖

65 戏剧-戏曲 《花木兰选段》 小学甲组 内黄县后河中心校 武香红 三等奖

66 戏剧 《七步诗》 小学甲组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南校） 李俊丽 申华 刘淑娴 三等奖

67 戏剧 《铭记》 小学甲组 林州市姚村镇中心小学 路栗平 元玉梅 吕玮丽 三等奖

68 声乐-小合唱 《把一切献给党》 中学乙组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董雅欣 郑晓旭 三等奖

69 声乐-小合唱 《青春舞曲》 中学甲组 汤阴县第一中学 刘伟 李顺英 王鸿羽 三等奖

70 舞蹈 《少年》 中学甲组 内黄县中召乡第二初级中学 张宁 滑香粉 三等奖

71 舞蹈 《灯火里的中国》 中学甲组 安阳市昼锦中学龙安校区 赵东昱 苏鑫 三等奖

72 器乐-管乐小合奏
《遥远旅途》

《帕拉森的散拍舞》
中学甲组 文峰区宝莲寺镇一中 张雪青 师存良 武艳国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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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戏剧 《戏曲水袖表演》 中学甲组 安阳市七中学区 刘晓丽 陈青 宋博 三等奖

74 戏剧 《戏曲功夫操》 中学甲组 安阳市七中学区 刘晓丽 陈青 魏飞 三等奖

75 朗诵 《党旗颂》 中学甲组 林州市第七中学 李晓东 张利平 赵晨 三等奖

76 朗诵 《中国力量》 中学甲组 林州市第十中学 王俊梅 刘庆丰 三等奖

77 朗诵 《青春中国》 中学甲组 林州市政北中学 张晓利 元艳茹 三等奖

艺术作品类

序号
类别和形

式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组别 所在年级 学校 指导教师 奖项

1 绘画 《快乐成长，未来有我》 张皓童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文峰区第二实验小学 刘铭 一等奖

2 绘画 《走向未来》 常馨尔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东关小学 李光媛 一等奖

3 绘画 《清晨》 王思涵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北关区洹滨小学 史维 一等奖

4 绘画 《快乐星球》 张涵旭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建安小学 丁慧 一等奖

5 绘画 《童心向党 放飞梦想》 常译戈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王乐荣 一等奖

6 绘画 《童心向党》 郜翌涵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宗村小学 齐文莎 一等奖

7 绘画 《熊猫使者》 李思怡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安阳高新区第三小学 李汉良 一等奖

8 绘画 《祈年殿》 杜承潞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段邵村小学 李晓明 一等奖

9 绘画 《美食》 曹瑞惜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飞翔学校 张靖楠 一等奖

10 绘画 《腾飞吧，祖国》 宋嘉航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建安小学 丁慧 一等奖

11 绘画 《无题》 冯偌涵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赵瑞芳 一等奖

12 绘画 《梅》 李思佑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安阳市铁西路小学 马静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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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绘画 《硕果累累》 盛可昕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第十中学 李卫敏 一等奖

14 绘画 《国色天香》 高鹤萌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第十中学 李卫敏 一等奖

15 绘画 《太行秋色图》 宋明道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第十中学 李卫敏 一等奖

16 绘画 《歌唱祖国春天》 董芮君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新一中学 郭晨 一等奖

17 绘画 《锦绣山河》 于新玉 中学甲组 高一年级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哲会 一等奖

18 绘画 《文峰塔影之密语》 张艳敏 中学甲组 高三年级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薛海燕 一等奖

19 绘画 《生机盎然》 殷浩然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翰林高中 郭晓芸 一等奖

20 绘画 《向井冈山进军》 董芮君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新一中学 徐波 一等奖

21 书法 《宁静致远》 李欣雨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郑佳 一等奖

22 书法 《活水亭观书有感》 路涵旭 小学甲组 六年级 横水镇南庄学校 杨金亮 一等奖

23 书法 《劝学诗》 赵昱慧 小学甲组 六年级 林州市第四小学 王玮 一等奖

24 书法 《七律.长征》 荀炳钧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殷彦敏 一等奖

25 书法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胡嘉琪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马杰 一等奖

26 书法 《从军行》 王思涵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健康路小学 王瑞 一等奖

27 书法 《阳光下成长》 董艺雯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刘慧 一等奖

28 书法 《卜算子•咏梅》 王子乔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郑佳 一等奖

29 书法 《枫桥夜泊》 张家逞 小学甲组 五年级 林州市第四小学 侯青云 一等奖

30 书法 《无题》 李晴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内黄县田氏镇中心校 李平 一等奖

31 书法 《只留清气满乾坤》 刘梦欣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郑佳 一等奖

32 书法 《满江红》 符煜晨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 薛鸿悦 一等奖

33 书法 节选《兰亭序》 张中钰 中学甲组 七年级 汤阴县第一中学南校区 刘倩 一等奖

34 书法 《兰竹诗文》篆书 杨智清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光华中学 李麟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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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书法 《天道酬勤》 秦中元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内黄县实验中学 刘利娟 一等奖

36 书法 《与朱元思书》 侯亦璇 中学甲组 八年级 林州市第七中学 杨育敏 一等奖

37 书法、篆刻 《魅力安阳》 张博航 中学甲组 七年级 安阳市第六中学 刘文 一等奖

38 书法 《甲骨文条幅》 孙路佳 中学甲组 高三年级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陈则威 一等奖

39 书法 《出塞二首•其一》 李啸东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实验中学 刘田华 一等奖

40 书法 《楷书》 崔艺华 中学甲组 高一年级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顾莹 一等奖

41 书法 《楷书》 赵钰洁 中学甲组 高三年级 安阳市第二中学 黄金方 一等奖

42 摄影 《我爱我城》组图 龙嘉璐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第一中学 陈晓 一等奖

43 摄影 《老家》 李昕锐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龙安校区 张烨聪 一等奖

44 摄影 《祖国的花朵》 李祉萱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永安街小学 刘佳宁 一等奖

45 摄影 《水墨太行》 郭京宸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殷都区幸福路小学 张勇 一等奖

46 绘画 《阳光下成长》 李奕宸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郑佳 二等奖

47 绘画 《中华崛起》 连翊辰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郑佳 二等奖

48 绘画 《白雪公主》 任柯羽 小学甲组 二年级 安阳市博雅小学 连海萍 二等奖

49 绘画 《和谐共生》 杨艺灵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许鑫 二等奖

50 绘画 《硕果累累》 崔哲恺 小学甲组 二年级 安阳市博雅小学 连海萍 二等奖

51 绘画 《我爱你 中国》 桑艺宁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林州市第三小学 郝爱红 二等奖

52 绘画 《幸福》 樊依琳 小学甲组 二年级 安阳市博雅小学 连海萍 二等奖

53 绘画 《阳光下成长》 付芯宇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建安小学 丁慧 二等奖

54 绘画 《夕阳下的芦苇》 郭曼茹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崔晓燕 二等奖

55 绘画 《一起向未来》 张涛玥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汤阴县中华路小学 刘彦秀 二等奖

56 绘画 《热爱祖国》 李明萱 小学甲组 六年级 文峰区第二实验小学 祁莹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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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绘画 《荣耀》 袁靖怡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飞翔学校 李昊岩 二等奖

58 绘画 《蝉》 殷子琪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李培英 二等奖

59 绘画 《共战瘟疫》 侯欣宜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郑佳 二等奖

60 绘画 《致敬》 吴彦娇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北关区洹滨小学 张晓琳 二等奖

61 绘画 《雪景》 杨哲鑫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李培英 二等奖

62 绘画 《画说中国文化》 王奥琪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汤阴县文王中学 李燕 二等奖

63 绘画 《快乐的小姑娘》 闫茜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东关小学 王玉芬 二等奖

64 绘画 《航天梦》 喻鑫洁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汤阴县中华路小学 刘彦秀 二等奖

65 绘画 《 夕阳松林》 王晨诺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刘翠玲 二等奖

66 绘画 《曙光下成长》 赵思语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汤阴县菜园镇大偏店学校 侯林林 二等奖

67 绘画 《阳光·生活·幸福·成长》 李长燕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殷都区铜冶镇铜冶小学 郭佩 二等奖

68 绘画 《仰望》 王靖琪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 曹一凡 二等奖

69 绘画 《建国》 朱天毅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 薛鸿悦 二等奖

70 绘画 《1921》 杨子萱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 薛鸿悦 二等奖

71 绘画 《油画》 张诗涵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内黄县城关镇第三初级中学 牛晓方 二等奖

72 绘画 《青花瓷》 张可宜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龙安校区 张晓蕾 二等奖

73 绘画 《城堡》 张天琦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龙安校区 郭营 二等奖

74 绘画 《欢喜》 黄佳彤 中学甲组 七年级 内黄县东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皖源 二等奖

75 绘画 《静物素描》 李珂莹 中学甲组 七年级 内黄县实验中学 李萍萍 二等奖

76 绘画 《福虎生威》 张聪毅 中学甲组 七年级 安阳市第六中学 刘文 二等奖

77 绘画 《水粉风景》 宋晓政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王彦威 二等奖

78 绘画 《天涯何处是归鸿》 张嘉怡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翰林高中 郭晓芸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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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绘画 《遵义会议》 许菁菁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新一中学 徐波 二等奖

80 绘画 《南昌起义》 高秦珂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新一中学 郭晨 二等奖

81 绘画 《渔家女》 蒋天一 中学甲组 高一年级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苏全喜 二等奖

82 绘画 《霜雪千年》 张智贤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第一中学 陈晓 二等奖

83 书法 《无题》 王安琦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赵瑞芳 二等奖

84 书法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高艺涵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文峰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晋樱 二等奖

85 书法 《中国正确价值观》 马天马 小学甲组 三年级 北关区洹滨小学 史维 二等奖

86 书法 《古诗二首》 刘頔 小学甲组 六年级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郭静芬 二等奖

87 书法 《对联》 程怡玲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 郝庆开 二等奖

88 书法 《登鹳雀楼》 孙于焱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安阳市永安街小学 尹玲 二等奖

89 书法 《登鹳雀楼》 苗菡依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安阳市殷都区幸福小学 张勇 二等奖

90 书法 《沁园春•雪》 冯艺敏 小学甲组 五年级 殷都区水冶镇小东关小学 董智慧 二等奖

91 书法 《墨梅》 武衍秋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安阳市殷都区幸福小学 张勇 二等奖

92 书法 《春风送暖》 李欣罡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文峰区明德小学 魏志广 二等奖

93 书法 《天道酬勤》 常嘉晴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内黄县第六实验小学 赵瑞芳 二等奖

94 书法 《毛泽东诗一首》 韩雨馨 小学甲组 六年级 殷都区水冶镇麻水小学 冯永亮 二等奖

95 书法 《沁园春∙长沙》 陈雨默 中学甲组 九年级 安阳市第十中学 程锋 二等奖

96 书法 《精忠报国》 池润禾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内黄县实验中学 李萍萍 二等奖

97 书法 《无题》 王秉冉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内黄县六村乡第一初级中学 袁红战 二等奖

98 书法 《南湖星火》 韩笑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新一中学 郭晨 二等奖

99 书法 《甲骨文扇面》 丁一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实验中学 刘田华 二等奖

100 书法、篆刻 《两方印》 王思怡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新一中学 郭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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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书法、篆刻 《马万里印痕》 马万里 中学甲组 高三年级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任伟华 二等奖

102 书法 《杜工部诗一首》 李洋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张瑞军 二等奖

103 书法 《长征》 冯艺凡 中学甲组 高一年级 殷都区水冶镇麻水小学 冯永亮 二等奖

104 书法 《人民就是江山》 王本良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实验中学 刘田华 二等奖

105 书法 《古诗二首》 高智甲 中学甲组 高一年级 安阳市第一中学 郭佳雨 二等奖

106 书法 《走在新时代的征途上》 王楚涵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王莹 二等奖

107 摄影 《朝气》 梁诚思 小学甲组 五年级 殷都实验小学 郑佳 二等奖

108 摄影 《秋》 勾通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龙安校区 张烨聪 二等奖

109 摄影 《恋空》 杨婕瑜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龙安校区 张烨聪 二等奖

110 摄影 《城市里的我们》 朱科宇 中学甲组 高三年级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王莹 二等奖

111 绘画 《秋天的毛毛虫》 赵溢恩 小学甲组 二年级 安阳市博雅小学 连海萍 三等奖

112 绘画 《爸爸的新朋友》 蒋佳倩 小学甲组 三年级 安阳市北关区洹滨小学 史维 三等奖

113 绘画 《多子多福》 刘哲文 小学甲组 三年级 安阳市北关区洹滨小学 史维 三等奖

114 绘画 《和气致祥》 沈怡贝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内黄县高堤乡第九小学 韩晓丹 三等奖

115 绘画 《建党 100周年》 代洺远 小学甲组 三年级 内黄县六村乡第一小学 师胜军 三等奖

116 绘画 《金花向阳好运来 》 贾心愉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安阳市健康路小学 徐玮 三等奖

117 绘画 《快乐生活》 王韵尧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安阳市殷都区幸福小学 张勇 三等奖

118 绘画 《龙的传人》 周嘉妮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建安小学 丁慧 三等奖

119 绘画 《青花印象》 郑子辰 小学甲组 三年级 安阳市北关区洹滨小学 史维 三等奖

120 绘画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许婧祎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安阳市文峰区第二实验小学 祁莹 三等奖

121 绘画 《松鼠.山楂》 李信贤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内黄县第八实验小学 殷彦敏 三等奖

122 绘画 《贪吃松鼠》 曹恩惜 小学甲组 三年级 安阳市飞翔学校 马宁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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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绘画 《天使的翅膀》 王琳浩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许鑫 三等奖

124 绘画 《阳光下成长》 胡凌菲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安阳市殷都区幸福小学 张勇 三等奖

125 绘画 《阳光下成长》 程戈珂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林州市第七小学 李志超 三等奖

126 绘画 《美丽家园》 王琪鑫 小学甲组 二年级 安阳市钢城小学 高志华 三等奖

127 绘画 《唐三彩•马》 李子贤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段邵村小学 李晓明 三等奖

128 绘画 《新时代》 安雨菲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钢二路小学 王媛 三等奖

129 绘画 《四季》 刘易陶 小学甲组 三年级 安阳市北关区洹滨小学 史维 三等奖

130 绘画 《夜空》 都可欣 小学甲组 四年级 内黄县第四实验小学 李培英 三等奖

131 绘画 《我是中国人》 户岚萱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龙安校区 张晓蕾 三等奖

132 绘画 《夜中牡丹》 李卓雷 中学甲组 七年级 内黄县东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皖源 三等奖

133 绘画 《蒸蒸日上》 曹吉祥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昼锦中学 薛鸿悦 三等奖

134 绘画 《共同战役》 徐子一 中学甲组 七年级 内黄县中召乡第二初级中学 田宏茹 三等奖

135 绘画 《秋》 武淑慧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正心初级
中学

王秀玉 三等奖

136 绘画 《明日方舟》 宋栩杭 中学甲组 高一年级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王莹 三等奖

137 绘画 《钟楼小巷》 张冰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第三中学 邹科 三等奖

138 绘画 《水粉风景》 宋晓政 中学甲组 高三年级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王彦威 三等奖

139 书法 《登楼》 孙雨萱 小学甲组 五年级 林州市原康镇北大荒学校 牛彩霞 三等奖

140 书法 《快乐成长》 朱颜妍 小学甲组 六年级 殷都区水冶镇小东关小学 崔艳平 三等奖

141 书法 《毛泽东诗一首》 冯晨旭 小学甲组 四年级 殷都区水冶镇小东关小学 冯智慧 三等奖

142 书法 《塞下曲》 于露雪 小学甲组 五年级 安阳市梅东路小学 赵晓俊 三等奖

143 书法 《无题》 牛志恒 小学甲组 六年级 内黄县田氏镇中心校 窦超 三等奖

144 书法 《进学解》楷书 朱钰萱 中学甲组 七年级 安阳市光华中学 邢云云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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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书法 《百年四海》篆书 路煜梵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光华中学 李麟 三等奖

146 书法 《事能人到》楷书 杨嘉凯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安阳市光华中学 韩淑君 三等奖

147 书法 《无题》 梁雨鑫 中学甲组 八年级 内黄县六村乡第一初级中学 袁红战 三等奖

148 书法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牛若欣 中学甲组 七年级 内黄县实验中学 李萍萍 三等奖

149 书法 《古诗一首》 崔子昱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张瑞军 三等奖

150 书法 《平语近人》 张郑阳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王莹 三等奖

151 书法 《锦瑟》 蔺柯文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张瑞军 三等奖

152 书法 《清平乐六盘山》 樊晨昱 中学甲组 高二年级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王莹 三等奖

153 书法 《东临碣石》 刘壮壮 中学甲组 高一年级 殷都区第一高级中学 张瑞军 三等奖

154 书法 《读书破万卷》 陈鑫雨 中学甲组 高一年级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齐丁友 三等奖

155 摄影 《故乡的小路》 李婧瑶 中学甲组 七年级 安阳市第六中学 刘文 三等奖

艺术实践工作坊

序号 展示项目 学 校 指导教师 奖 项

1 刻瓷工作坊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洪晶 张芃 刘恒 一等奖

2 民艺社团彰德剪纸 安阳市开发区高级中学 吴志英 付春笑 郭宁宁 一等奖

3 甲骨文篆刻 安阳市第八中学 崔黎平 李明理 张小玉 一等奖

4 剪 纸 安阳市实验中学 刘庆 一等奖

5 扎 染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顾颖 武夏 马军 一等奖

6 粘土相框画 安阳市南关小学 马美玲 梁斌 陈明军 一等奖

7 乐陶工作坊 安阳市建安小学 丁慧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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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艺青铜器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南校 朱献红 范会娟 冯柯源 一等奖

9 叶雕手工坊 安阳市健康路小学 徐玮 金冬敏 贾利军 一等奖

10 “和美画社”水拓画 汤阴县政通路小学 彭智立 蒋娜 于飞虎 一等奖

11 版 画 林州市西街学校 葛晓亮 纪新宇 王文丽 二等奖

12 剪纸工作坊 林州市姚村镇中心小学 贾红凯 卢晓慧 曹云飞 二等奖

13 红蜻蜓美术工作坊——粉印版画 安阳市烧盆窑小学 陈海霞 二等奖

14 “石趣部落”创意制作工作坊 安阳县善应镇南龙山学校 冯丽 二等奖

15 童趣彩泥坊 安阳县善应镇东滩小学 崔晓宁 二等奖

16 “水墨诗心”国画工作坊 安阳市文明大道小学 陈超君 二等奖

17 “山水书画”社艺术实践工作坊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张勇 田玉娟 马娟 二等奖

18 “布韵篮彩”——扎染手工艺 安阳市虹桥中学 王丽 二等奖

19 甲骨文——未来之境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马杰 胡艳徐 冯涛 二等奖

20 面塑（泥塑） 安阳市盘庚小学 郭志莹 高霞 崔静 二等奖

21 面塑（泥塑） 安阳市胜利路小学 张莉 王红玲 崔静 二等奖

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序号 案 例 名 称 学 校 指导教师 奖 项

1 《传承传统绘画，创新创意美术》 汤阴县政通路小学 彭智立 一等奖

2 《山水画为媒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安阳市第二中学 耿志国 一等奖

3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小学美术课程中地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研究》 安阳市永安街小学 刘佳宁 一等奖

4 《唱大戏——戏剧脸谱》 安阳市西关小学 曲苑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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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韵传嘉风——用戏曲文化中所蕴藏的民族精神滋润学生心田》 安阳市第十中学 程锋 一等奖

6 《在虚拟的表演中感悟真情——校园短剧审美教育的探索》 安阳市第十中学 程锋 一等奖

7 《重视美育教育，塑造完美人格》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
秦芳芳

王乐荣
一等奖

8 《校园文化环境育人实践》 林州市姚村镇中心小学
王若男

杨永芳
一等奖

9 《桔梗谣》 安阳市南厂街小学 宋慧敏 一等奖

10 《短剧表演练习在历史教学中运用的探索》 安阳市第十中学 贾秀民 二等奖

11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 林州市第七小学 李志超 二等奖

12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用心追逐梦想教学成长案例》 殷都区水冶镇北段小学 张丽娟 二等奖

13 《以社团活动为载体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安阳市殷都实验小学 张勇 二等奖

14 《墨韵山水，墨香满园》 安阳市钢二路小学 马媛媛 二等奖

15 《美丽校园润心灵——校园文化环境育人实践优秀案例》 安阳县善应镇南平小学 谢晓沛 二等奖

16 《传承中华甲古文 化构建艺术特色社团》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顾颖 二等奖

17 《安阳地方文化与博雅理念指导下的综合实践活动融合的体验探究》 安阳市第六中学 刘文 二等奖

18 《中小学美育教师队伍建设——设立教研导师，培养更多优秀美术教师》 安阳市建安小学 丁慧 二等奖

19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案例》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段明叶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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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阳市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优秀组织单位

林州市教育体育局

汤阴县教育局

安阳县教育局

文峰区教育局

北关区教育局

殷都区教育局

安阳市第三中学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安阳市第八中学

安阳市第十中学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

安阳市永安街小学

安阳市健康路小学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安阳市建安小学

安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