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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红岩杯”学生征文活动获奖名单（小高组）

学生获奖名单（532 名）

特等奖（13 名）

标题 姓名 学校名称

感党恩 跟党走 张景程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柳雨菡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我想对党说 刘坤诺 高平市第六中学小学部

童年的色彩 毋琢凯 晋城市实验小学

亲爱的党，我想对您说 李梓涵 晋城市泽州县周村小学校

童年不同样 祖国伴成长 延源晨 阳城县第三小学

听党的故事，对党说 常秦昕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父辈的旗帜 张锦超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饭碗里的幸福 张雨泽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延年叔叔，我想对您说 王子涵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杨锦墨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中心校临泽小学校

照片里的岁月 原凌云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

萤 火 许珂歆 高平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26 名）

标题 姓名 学校名称

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梁梓涵 泽州县周村镇周村小学

我，时刻准备着 董郭煜 晋城市实验小学

党在我心中 原宇辰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少年强，则国强 卫俞诚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肩负理想使命中华少年先行 郑岚予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我想对党说 李沛哲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董子钰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党，您真了不起 毋晗哲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年少有志 邢姝怡 晋城城区北街小学

百年沧桑恰风华 扬帆逐梦正当时 崔皓俞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怀揣梦想励志图强 赵一宸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我有话对党说 郜登科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童心永向党 争做好少年 王艺格 晋城市城区南村中心校晋普山小学

回眸党史 感恩今天 期待明天 郭子瑜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做好每一件小事 梁可馨 阳城县白桑镇白桑完小

请你放心 奋斗有我 郭晋祎 晋师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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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跟党走 张 珂 阳城县蟒河镇台头完小

七一讲话指方向 红色血脉代代传 王铂友 沁水县实验小学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孔彬洁 泽州县周村镇中心校苇町小学

在阳光下成长 梁艺潇 阳城县白桑完小

党叔叔，我想对您说 张展硕 阳城县实验小学

吹进山村的春风 张耀中 阳城县实验小学

我想对党说 毕译文 阳城县实验小学

读《红岩》有感 王芷妍 泽州县周村镇小学校

少年向党说 陈欣怡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我心中伟大的党-共产党 雷雅涵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二等奖（68 名）

标题 姓名 学校名称

致我亲爱的党 徐子彤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新时代好少年 李政杰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爱我中华 郑堯尹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党、家、我 司泽隆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姥爷为我讲党史 李园熙 晋城市实验小学

爱国心·强国志·报国情 张梓炀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 赵梓含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赤子之心 报效祖国 郭奕彤 晋师附小

丹心向党，铁血报国 张凌赫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党，我与你同在 王雅婷 沁水县张马小学

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说 栗紫瑶 阳城第二小学校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李瑾瑜 高平市实验小学

永远跟党走，做好党的接班人 秦铖浩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王熙文 阳城县北留中心学校郭峪完小

强国有我 不负青春 陈睿希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少年有梦 我心向党 陈祉绵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百年正青春 童心永向党 邢源格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跟着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赵诺莎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党,您听——是红领巾飘扬的声音 张博杰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胜利的中国红 王一宸 晋城市城区凤矿小学

五彩霞光 史晋泽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薪火相传 共创未来 郜彬欣 晋城市城区南村中心校晋普山小学

党啊！我想对您说 司益溪 晋城市城区矿区机关小学校

爸爸的党徽 桑忆徽 晋城市城区凤矿小学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李 欣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畅思颖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我把党来比母亲 李雨桐 沁水县西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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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生活节节高 郭翰辕 阳城县第二小学

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张欣然 阳城县实验小学

我要为国发声 司兴杰 阳城县北留镇李家完小

童心向党，成长在路上 毕珂菲 阳城县第二小学

祖国我想对您说 吴若凝 阳城县第二小学

知党恩、感党恩、努力学习报党恩 田博匀 阳城县第二小学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刘雨轩 阳城县第二小学

党啊，请您听我说 邢峪宁 阳城县实验小学

青春心向党 刘芯羽 阳城县实验小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原梦晨 阳城县实验小学

踏着幸福去追梦 张钟月 阳城县实验小学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董子娴 阳城县实验小学

祖国，您是我的骄傲 董凡霄 阳城县实验小学

一对珍贵的红领章 宋青桦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新时代新少年 杨舒涵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吾心向党说 靳博文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童心向党 赵佳怡 晋城市实验小学

我的中国心 赵涵宇 晋城市实验小学

童心向党 武家丞 晋城市实验小学

祖国在我心中 王钰博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张珊语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原静蕾 泽州县成庄矿小学

不一样的“春夏秋冬” 郭旭洋 高平市东城中心校凤和小学

少年强则国强 牛烽宇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王恩洁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沐浴党的阳光 立做最美少年 程欣妍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我想对党说 杨雨潼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一枚奖章 张翌瑶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感党恩 跟党走 王浠丞 阳城县第二小学

新的百年征程 我辈定当不负使命 李赵宸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曹煜钦 泽州县周村小学校

红领巾永远心向党 王馨婷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童心向党 逐梦远航 张轲丹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牢记党的历史，向着未来前进 韩谨同 沁水县西关小学

敬爱的党，我想对您说 王俞衡 高平市南城办城南小学校

我的老姥爷 王梓渊 沁水县西关小学

童心向党，筑梦成长 张雨婷 高平市东方红小学集团红旗校区

我就是中国 邢雨萌 阳城县寺头乡中心学校

党的光辉历程 姬紫煜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我心中的英雄 牛乐心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传承中华魂 王柯淳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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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04 名）

标题 姓名 学校名称

勤俭节约，从我做起 姚思伊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党，我想对您说 冯子清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刘骁洋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唱支歌儿给党听 宋沁萱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温牧羲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张博涵 沁水县实验小学

学党史，知国情，争做好少年 高馨悦 沁水县实验小学

厉害了，我的党 严雨昕 晋师附小

我的少先队故事 程思涵 泽州县大阳中心小学

最可爱的人 许钰然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东王台小学校

中国英雄 郭玥雯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党啊，我想对您说 武寅骅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苏诗婳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 王玺童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杨斯涵 阳城县第二小学

童心向党，立志成才 崔子熙 阳城县实验小学

我心向党 原捷雯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请党放心，接力有我 潘美岑 沁水县嘉峰小学

我心中的党 胡雅雯 沁水县西关小学

“红领巾”心向党 郭谨诗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谢谢您，党 黄诗渊 阳城县第二小学

忆阳城 王浩凯 阳城县第二小学

我与祖国共成长 李承凝 阳城县第二小学

腾飞中的中国 潘芊孜 阳城县第二小学

永不褪色的红 达炫宇 阳城县实验小学

党永远在我心中 常凌菲 泽州县周村镇小学校

红心向党 吾辈自强 陈昱衡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祖国，我想对您说 张彧宁 阳城县实验小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刘润华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张心怡 晋师附小

祖孙三代心中的歌 王星然 泽州县大阳中心小学

坚持跟党走，做好接班人 李孟跃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我想对党说 何姿瑶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学党史 跟党走 做新时代好少年 梁思涵 阳城县蟒河镇台头完小

说说凤台社区新变化 贺昊哲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红色精神 王钰菲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红色精神代代传 秦昊冉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新时代好少年 杨涵硕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赞昔之英烈 创明之辉煌 郭景灵 晋城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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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鲜红的党徽 宋钊毅 晋城市实验小学

争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申昊润 晋城市实验小学

红岩助我成长 李希怡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最美的中国红 茹琳悦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党啊！我想对您说 田一然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腾飞的祖国 闫艺帆 沁水县实验小学

青春逐梦 红心向党 王睿婕 晋师附小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李亚轩 晋师附小

一颗红心永向党 刘卓雨 晋师附小

我心向党话辉煌 崔馨宇 晋师附小

我眼中的党 姜末冉 晋师附小

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 施雨萱 晋师附小

争当新时代好少年 焦诗越 阳城县次营镇固隆中心学校

舟行不覆，梦在启航 杨沛璇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新时代好少年 红心向党 梁峻熙 阳城县白桑镇白桑完小

新时代少年向党说 李梦涵 泽州县成庄矿小学

悟“党味”之苦，更坚“前行之心” 张煜梓 泽州县大南庄小学

新时代青年向党说 宋宗庆 高平市米山镇米东村小学校

红心向党 牛泽林 高平市米山镇米东村小学校

坚定理想信念 照亮前进之路 杨知凡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红心向党 原佳怡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珍惜美好生活 传承民族精神 申宜坤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党啊！我想对您说！ 李子文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争当先锋 为国争光 艾泽恩 晋城市城区南村中心校晋普山小学

青春向党，勇敢筑梦 史寅成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少年心向党 永远跟党走 袁瑞遥 晋城市沁水县西关小学

时光荏苒，爱党依旧 娄钰婷 陵川县礼义镇西街小学

心中的偶像 赵耀威 陵川县崇文镇仕林苑小学

信念照耀未来 裴悦含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张钰涵 沁水县西关小学

饮水思源听党话，不忘初心跟党走 郑可依 沁水县西关小学

让党的旗帜指引我们前行 牛昱涵 沁水县中村镇中村小学

心中的话儿向党说 葛晨果 阳城县北留镇石苑完小

祖国，我爱您 梁艺琳 阳城县白桑完小

一家三代话党恩 成奕潼 阳城县第二小学

那场洪灾 原绍喆 阳城县第二小学

党啊！我想对你说 郭芷含 阳城县第二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田峻熙 阳城县第三小学

童心向党 做红色少年 裴雨熙 阳城县润城镇下伏完小

心向党 绽荣光 少年强 则国强！ 李路毅 阳城县实验小学

新时代青年跟党说 杨茜斐 阳城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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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少年向党说 杨雅鑫 阳城县实验小学

党，我与你同在 张思怡 阳城县实验小学

满腔热血向党说 范婷茜 阳城县实验小学

传承红色基因教育 吴依泽 阳城县实验小学

做新时代的最美少年 田可馨 阳城县寺头乡中心学校

亲爱的党啊，我想对您说 李依然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给党的一封信 张宇杰 泽州县鲁村小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成就中国梦 杨习语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不负先烈夙愿 共圆复兴梦想 岳阳羲 晋城市实验小学

铭记历史 继往开来 王芯瑶 泽州县周村镇小学校

此音可待成追忆 陈 乐

腾飞的中国 张睿祺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张馨予 阳城县第三小学

我亲爱的党 姬紫萱 高平市实验小学

我想对党说 原梦瑶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红领巾心向党 刘潇涵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新人 李泽豪 沁水县西关小学

党啊，我的妈妈 畅铭泽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坚定信念跟党走 张炜佳 沁水县实验小学

祖国，我为您点赞！ 刘梓萱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奋斗传承 赵于喆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红岩精神 李昊阳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我心中的英雄 田珂萌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我心目中的英雄邱少云 杨子博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优秀奖（321 名）

标题 姓名 学校名称

我心中的英雄 李晋涛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少年强国之责任 任泽凡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奋斗吧！青春 焦子萱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不负少年时 郑凡依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党，我与你同在 陈昀可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新时代小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程多琳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韩宇辰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一颗红心永向党 梁博超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红心向党 强国有我 秦可轩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感恩现时代 勇担新使命 王彦博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童心向党，爱我中华 朱佳宜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致党的一封信 韩承希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领悟红岩精神，争做新时代少年 吉恩灿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争做新时代文明好少年 李佳晨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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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会更好 梁雅菁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乔致远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致党的一封信 韩承希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红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崔垚淼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我想对党说 姬晨冰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不负年少 于璐菲 晋城市实验小学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张茜然 晋城市实验小学

学英雄做新时代好少年 牛洁雨 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紧跟党走，争做时代新少年 原露柯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王袁淞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党永远在我心 秦睿聪 陵川县城内小学校

学党史，做新时代少年 黄川露 陵川县城内小学校

一心向党，争做好少年 张耘嘉 陵川县城内小学校

跨越时空的交通巨变 陈柳宏 沁水县实验小学

红色信念永传承 童心誓言立功勋 石玉康 沁水县实验小学

爱像黄河水 薛于飞 沁水县实验小学

韶华不为年少时，我心向党佑中华 翟靖冉 沁水县实验小学

胸系红领巾心向党 李钰杰 晋师附小

传承红色基因 共筑强国伟梦 张添翼 晋师附小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林琛博 晋师附小

学好党史，立志报国 常芸歌 晋师附小

争做新时代红心向党好少年 任奕澎 晋师附小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王熙媛 晋师附小

党啊，我想对您说 梁严心 阳城县次营镇固隆中心学校

党是我心中的太阳 段科宇 阳城县次营镇固隆中心学校

让红色之花在心里绽放 郑岚予 阳城县次营镇固隆中心学校

百年光辉历程 全面建成小康 范思妤 阳城县凤城镇北安阳完小

争做时代好少年 陈施妤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做好身边事 争做好少年 张子轩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乘着爱国的翅膀 王昱晴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回望历史，传承红色 牛轩辕 泽州县巴公中心学校北板桥小学校

童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申卓阳 泽州县成庄矿小学

我想对党说 韩雨桐 晋城市城区机关小学校

永远跟党走，当好接班人 赵子墨 泽州县大阳中心小学

永不褪色的《红岩》 杨若欣 高平市东城中心校凤和小学

红岩 张琪琪 阳城县东冶镇中心学校

有句话儿对党说 张鑫淼 沁水县端氏小学

亲爱的党，我想对您说！ 茹嘉然 泽州县高都中心学校南街小学

红心向党 郭岚琪 高平市实验小学

童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郭怡然 高平市实验小学

寻爱国梦 宋欣桐 高平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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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孙子轩 高平市寺庄镇寺庄小学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焦诗研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祖孙三代的一首歌 赵彦燕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赞美你，我的祖国 张晗溪 阳城县北留中心学校郭峪完小

少年强则国强 李烨彤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永远跟党走 王梓菡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董奕男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颗颗红心皆向党 李优旋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我愿做颗星星 马天一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我想对党说 马晨曦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中心校临泽小学校

走进抗大 追忆历史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赵晨萱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我心中的党 王景涵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李科宇 晋城市城区南村中心校晋普山小学

小小红领巾向党说 李仲轩 晋城市城区南村中心校晋普山小学

童心向党 田一宁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吴佳轩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做个新时代的“红小鬼” 尚怡然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灼灼向党心 悠悠爱国情 张车豪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童心向党，争做时代好少年 马舒涵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侯文博 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闫庄小学

以梦为马 向阳而生 冯梓欣 晋城市城区颐翠小学校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王 雅 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办事处回军小学校

同心战疫情 少年勇担当 赵芮敏 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办事处回军小学校

党，我想对您说 田奥冉 阳城县第二小学

读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苏雯萱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校

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郑程丹 沁水县西关小学

我爱我的祖国 李怡彤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我想对您说 刘美杉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童心向党说 争当好少年 梁泽鑫 阳城县白桑镇白桑完小

党育我成长 我为党奉献 张旭晨 阳城县第二小学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刘峻宇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学党史、听党话、跟党走 马祥滈 阳城县润城镇中心学校下伏完小

爱国精神与生同在 赵怡璇 阳城县实验小学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杨斯淇 晋师附小

我想对党说 苏冰洁 陵川县礼义镇东街小学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段宇骋 泽州县南岭镇李寨中心小学

永远的红太阳 赵涵冰 陵川县崇文镇仕林苑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说 张墨轩 陵川县平城镇东街村小学

少年红心永向党 石怡丹 阳城县蟒河镇台头完小

新时代青少年党说 郭辰冉 高平市米山镇米东小学

红领巾心向党 畅琳珊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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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心向党 筑梦新时代 茹 艺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我心中的中国红 成禹函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舟行不覆 梦在起航 李思墨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听党话，做新时代好少年 赵思宇 沁水县沁和小学

学党史、铭记历史、永远跟党走 马珂玥 沁水县嘉峰小学

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 张雅萱 沁水县嘉峰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韩怡宇 沁水县实验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张瑾涵 高平市石末小学

做新时代好少年 曹紫雯 阳城县寺头乡中心学校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张梦繁

童心向党 徐子淇

红领巾同筑中国梦 杨茹焱 阳城县第三小学

身处新时代，请党听我说 董致远 阳城县第三小学

党，我想对您说 常语珂 阳城县第二小学

新时代的青年对党说 田珂阳 阳城县第二小学

今昔对比颂党恩 张诗涵 阳城县第二小学

时代需要红岩魂 段凯戈 阳城县第二小学

学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 范凯文 阳城县东冶镇中心学校

勿以善小而不为 潘俊哲 阳城县凤城镇南安阳完小

争做新青年 勇做追梦人 郭钰枝 阳城县蟒河镇台头完小

热爱祖国，忠心向党 郭宇哲 阳城县润城镇下伏完小

永远的红岩精神 王若涵 阳城县润城镇中庄完小

梦想信仰 杨斯童 阳城县实验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 张郭鑫 阳城县实验小学

党的光辉照我心 张馨彤 阳城县实验小学

青春向党 强国有我 赵原慧 阳城县实验小学

心里话儿告诉你 赵之玉 阳城县实验小学

弘扬新时代美德少年 赵浩宇 阳城县实验小学

我想向党说 杜烨辉 阳城县实验小学

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新时代少年 李则亨 阳城县实验小学

心中话儿诉英雄 白楷铮 阳城县实验小学

我想对党说 刘乃嘉 阳城县实验小学

先驱精神永不朽 吾辈青年代相传 薛思锦 阳城县实验小学

最美少年 裴云涛 阳城县实验小学

做新时代好少年 田雯微 阳城县寺头乡中心学校

红领巾心向党 王奕丹 阳城县实验小学

亲爱的党，我想对您说 王韵尧 泽州县高都镇保福小学

幸福从哪来？ 陈怡冰 泽州县巴公镇二村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安雨欣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您自引领成长 我辈奋发图强 王宇恒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为中华民族实现百年复兴梦而读书 宋依晨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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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我想对您说 杨瑷璐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青春向党，不负时代 李宇婷 泽州县周村镇小学校

我想为您唱首歌 崔范成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力量源于信念 王泽昊 沁水县实验小学

新时代少年向党说 李凯霏 沁水县实验小学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苏新冉 沁水县实验小学

小少年 大梦想 侯凯皓 沁水县实验小学

筑梦新时代 争做好少年 徐浩然 晋师附小

我和我的母辈 吕王梓 泽州县成庄矿小学

让历史告诉未来 茹楚然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小少年 大梦想 侯凯皓 沁水县实验小学

做一名爱党向党的新少年 车常泽成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学习党史知识 传承红色基因 牛瑾熙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党在我心中 王楚涵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百年天地，一颗红心永向党 吴佳璇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红领巾，跟党走 闫子墨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我爱我的祖国 张紫媛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红岩精神学习心得 常熙若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新时代好少年 付童瑶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 石子涵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 张一驰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祖国伟大的“母亲" 李沐瑶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复兴之路 李钰馨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牢记党的嘱托 做新时代好少年 闫思琦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祖孙三代心中的歌 樊佳辉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郭丁溢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亲爱的党 鲁漫萱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2021 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说 王煊超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小小红心感谢党 王梓坤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做最美少年，回馈党 张亦弛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冯煜萱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我想对您说 郭梓涵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焦泽宇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李雨馨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马宁萱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王昱栋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未来有我 靳奕泽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童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许涣熙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身佩红领巾 胸怀党家国 张莫涵 晋城市实验小学

红星向党说 郭津漪 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段毅杰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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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啊！我想对您说 许烨涵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小康生活“驻”我家 李欣然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李沫妍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百年光辉历程 全面建成小康 尚清菡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赵艺涵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红心向党，争当新时代的好少年 李佳丽 陵川县城内小学校

伟大的党，我想对您说 郭泽垚 陵川县城内小学校

绽放在时光深处的梅花 郭君睿 沁水县实验小学

学习百年党史 传承红色文化 乔羽卉 沁水县实验小学

学百年党史 做时代新人 王思博 沁水县实验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 张雨格 沁水县实验小学

我想对党说 豆易轩 沁水县实验小学

聆听历史的声音 坚定前进的信心 田梓诺 沁水县实验小学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张珂菲 沁水县实验小学

我爱您，我的母亲 王琛凯 沁水县实验小学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我做起 吉利康 沁水县实验小学

红心向党 青春激昂 袁耀捷 沁水县实验小学

心中旗帜高高飘扬 王奕博 沁水县实验小学

小小红心永向党 王责一 沁水县实验小学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原宋泽煜 晋师附小

党啊！您在我心中 李语轩 晋师附小

红心向党 吾辈勇担当 任思语 晋师附小

童心向党 凝聚力量 李宥希 晋师附小

党是一束光，指引我成长 张景涵 晋师附小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原绍涵 晋师附小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许婧雅 晋师附小

童心向党，为国成才 常煜淇 晋师附小

少年向党说 付翊含 晋师附小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王博文 晋师附小

我心中的英雄 赵泓博 晋师附小

新时代好少年 靳云哲 晋师附小

学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 李承泽 晋师附小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刘子怡 阳城县次营镇固隆中心学校

青春向党 靳咨恺 阳城县凤城镇洪上村洪上完小

爸爸，“我想对党说……” 李思妍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爱国从爱校开始 陈俞燕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爱国精神，永不磨灭 郭凌志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永恒爱国情 李星瑶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青春心向党 张潇茹 泽州县巴公镇北板桥村小学

党的温暖照我心 时刻做好接班人 梁铭轩 阳城县白桑镇白桑完小

我们向党说 赵宇博 阳城县白桑镇白桑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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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祖国妈妈的一封信 张艺诺 泽州县高都镇保福村保福小学

新时代少年向党说 原浩敏 泽州县成庄矿小学

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少年，我想对党说 卫赵滨 泽州县成庄矿小学

新时代的好少年 崔航瑜 泽州县大阳中心小学

新时代少年心向党 王士元 阳城县町店镇义城完小

听党话 跟党走 孔玟月 阳城县町店中心学校大宁完小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高雨泽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感谢有您——中国共产党 段昀佐 泽州县高都镇泊南小学

新时代，向党说 姬雅诺 高平市米山镇米东村小学校

一颗红心永向党 张炜洁 高平市实验小学

不忘初心 冯雨晨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少年强，则国强 申昊航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 来梓昕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学百年党史，爱伟大祖国 李书悦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闫语涵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奋斗的青春最美 曹雅萱 阳城县北留中心学校郭峪完小

青春心向党 李馨月 阳城县北留中心学校郭峪完小

做新时代的追光者 郭奥凡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 牛思凡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中国红 曹昊天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童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来芸熙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红领巾 向党说 王若澄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红色事业 杨欣烨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刘依娜 晋城市城区凤矿小学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李寅溪 晋城市城区南村中心校晋普山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侯煜昕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青春之火 为党点燃 于雯熙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为中华之强大而读书 赵子辰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锤炼过硬本领 立志爱党为国 陈丹妮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一路有党 张钰硕 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闫庄小学

心向党，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蔡刘好 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闫庄小学

红心向党 贺家琪 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闫庄小学

心中有信念 永远跟党走 上官子窈 阳城县第二小学

新时代好少年向党说 彭李烁 晋城城区矿区机关小学

沐浴新时代 感恩共产党 郭子灏 沁水县西关小学

我想对党说 韩卓昊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红心向党 永跟党走 赵悦宁 阳城县第二小学

五星闪耀皆为信仰 张潇匀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做一名新时代真正合格少先队员 赵振宇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争做党的新时代好少年，我在路上 王韵壹 晋师附小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任雯欣 泽州县犁川镇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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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向党 李雨馨 陵川县礼义镇北街明德小学

红旗下 狼牙中 我心向党 赵子煊 陵川县平城镇北街小学

我为强国而生 王敏慧 陵川县六泉乡中心校

燃少年之火 耀华夏之光 李语轩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生逢盛世 一心向党 杨蕙灵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 武诗琪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党啊！我想对你说 刘保奇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红岩魂 尚子珂 沁水县东关小学

我眼中的 张熙雯 沁水县嘉峰小学

青春不负 强国有我 田梓彤 沁水县西关小学

童心向党 冯煊哲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苏庆岩 阳城县寺头吉利希望小学

传承红岩精神，争当时代少年 王诗媛 晋城市城区凤矿小学

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 贾芷萌

党在我们心中 高文慧 晋城市闫庄小学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李慧妍 阳城县第二小学

红心向党 不负韶华 郭雯宇 阳城县第二小学

雄鹰起飞，少年起航 闫珂宁 阳城县北留镇李家完小

我心向党，不负时代 于博文 阳城县北留镇李家完小

心中的话儿献给党 崔郝嘉 阳城县第二小学

祖国我想对您说 常郁婕 阳城县第二小学

我想对党说 景怡霖 阳城县第二小学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张梓炫 阳城县第二小学

今朝唯我当自强 张雨涵 阳城县第二小学

百年风雨，闪耀华夏 赵梓辰 阳城县第二小学

永远跟党走 不负少年时 吉禹帆 阳城县第三小学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时梦鑫 阳城县东冶镇中心学校

红色精神—— 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 陈研希 阳城县润城镇中心学校下伏完小

红心永远向党走 张潇允 阳城县实验小学

新时代少年向党说 毛柯翔 阳城县实验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田紫樾 阳城县实验小学

我的中国梦 吴亚倩 阳城县实验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向党说 原子涵 阳城县实验小学

舟行不覆，梦在启航 张桓恺 阳城县实验小学

青春心向党 追梦永不停 张钰笛 阳城县实验小学

读《红岩》有感 魏子捷 阳城县实验小学

一条红领巾，一颗向党心 梁宸歌 阳城县实验小学

红岩精神永不朽 上官新宇 阳城县实验小学

新时代青少年红心向党 王张汐 阳城县实验小学

学百年党史 做新时代好少年 杨浚宇 阳城县实验小学

少年强，则国强 成秦帆 阳城县寺头乡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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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心，爱国心 茹张欣 阳城县寺头乡中心学校

做新时代的最美少年 张紫晰 阳城县寺头乡中心学校

学“四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董凌菲 泽州县北义城小学

我的母亲，我的党 魏哲卉 泽州县北义城小学

愿党更强大，国更富强 郝诗然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一颗童心永向党 曲晨浠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童心向党 张睿哲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唱响新时代青春之歌 王泽桐 泽州县下村镇成庄矿

感谢您给了我们如此美好的生活 张栩赫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童心向党 张帅钰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写给方志敏的一封信 孔钰皓 晋城市凤台小学

做知史爱国的好少年 王增钰 沁水县中村镇中村小学

新时代——属于我们的时代 马艺文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新时代好少年 李牧遥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我心中的的英雄 刘佳莹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巾帼英雄江竹筠 杨涵硕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 张子聿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功勋 温明喆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团结就是力量 杨茹雅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争做时代好少年 刘丁瑜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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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获奖名单（241 名）

（排名不分先后）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

晋城市城区南村中心校晋普山小学 艾 斐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白丽芳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毕天林 阳城县润城镇中庄完小 曹锦霞

阳城县第三小学 曹阳珍 阳城县实验小学 柴艳丹

陵川县礼义镇东街小学 常 妍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常文文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常小娅 高平市实验小学 常永霞

沁水县西关小学 车姣云 晋师附小 陈 红

晋城市实验小学 陈 娟 阳城县町店中心学校大宁完小 陈国太

晋城市沁水县西关小学 陈俊霞 阳城县蟒河镇台头完小 陈兰兰

阳城县实验小学 陈学兵 晋师附小 成 悦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成江平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成进红

阳城县町店镇义城完小 程海霞 陵川县六泉乡中心校 程瑶芳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崔香香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翟晋华

沁水县端氏小学 丁美莉 泽州县大阳中心小学 董扁扁

阳城县第三小学 杜素霞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杜雪霞

沁水县实验小学 樊玲艳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樊美梅

晋师附小 范艳茹 沁水县西关小学 冯 丹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校 冯芳芳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冯粉明

阳城县北留镇李家完小 付尚伟 阳城县白桑镇白桑完小 高牡丹

高平市东方红小学集团红旗校区 郭 冰 沁水县西关小学 郭海霞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郭丽琴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郭秋妹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郭燕林 晋师附小 郭银桃

泽州县周村镇中心校苇町小学 郭志利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韩丽青

泽州县巴公镇二村小学 郝 宁 沁水县中村镇中村小学 郝丽芳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郝亚敏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郝燕玲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贺春梅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贺丽霞

沁水县实验小学 侯梅梅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侯萍萍

阳城县实验小学 侯晓玲 沁水县嘉峰镇中心学校嘉峰小学 侯阳阳

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霍晓浩 阳城县蟒河镇台头完小 吉晓霞

阳城县白桑镇白桑完小 吉云芳 凤城镇南安阳完小 贾柳素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贾如如 高都镇泊南小学 焦利芳

晋城城区北街小学 晋艳兵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来红霞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李 慧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李 晶

晋城市实验小学 李 静 阳城县寺头乡中心学校 李 丽

晋师附小 李 梅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李 倩

阳城县实验小学 李春芳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李春梅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李春杏 沁水县西关小学 李慈平

阳城县润城镇下伏完小 李凤莲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李光照

沁水县实验小学 李花琴 高平市实验小学 李慧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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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崇文镇仕林苑小学 李晋凤 泽州县周村小学校 李晋为

泽州县北义城小学 李晋霞 泽州县高都中心学校南街小学 李娟娟

高平市米山镇米东村小学校 李兰芳 沁水县实验小学 李玲玲

高平市南城办城南小学校 李美丽 阳城县第三小学 李鹏敏

阳城第二小学校 李平平 泽州县周村镇周村小学 李乔乔

阳城县实验小学 李拴梅 阳城县第二小学 李素君

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闫庄小学 李雯静 沁水县实验小学 李晓娟

晋城市实验小学 李艳华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李艳娟

沁水县实验小学 李艳妮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李玉芳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栗聪蒲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廉静晓

阳城县润城镇下伏完小 梁 艳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梁步婷

高平市第六中学小学部 刘 璐 晋师附小 刘 娜

阳城县润城镇中心学校下伏完小 刘丽丽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刘晓芳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吕慧丽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吕利娟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马芳芳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马丽娟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马香香 晋城市城区南村中心校晋普山小学 马燕妮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 孟春霞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东王台小学校 聂晋凯

陵川县礼义镇北街明德小学 宁莉霞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牛晋蒙

高平市米山镇米东村小学校 牛文丽 晋城市城区机关小学校 牛艳丽

阳城县北留中心学校郭峪完小 裴俊芳 阳城县北留镇李家完小 裴伟丽

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办事处回军小学校 祁 萌 乔刘明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秦 瑜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中心校临泽小学 秦晋霞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秦艳萍 阳城县第二小学 任粉霞

高平市米山镇米东村小学校 任国艳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任婷婷

泽州县犁川镇中心学校 任雯欣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尚美灵

泽州县成庄矿小学 尚燕燕 晋师附小 申利青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申玉斐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司丽丽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司伟芳 陵川县城内小学校 宋慧晶

沁水县实验小学 宋密芳 晋城市实验小学 宋玉洁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苏粉梅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苏会玲

陵川县城内小学校 孙红萍 晋城市凤台小学 孙晋霞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孙宇敏 泽州县大阳中心小学 唐 琳

阳城县实验小学 田晋平 泽州县巴公中心学校北板桥小学校 田艳妮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王 彻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王 卉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 王 慧 陵川县平城镇北街小学 王 瑾

陵川县崇文镇仕林苑小学 王 霞 阳城县第二小学 王 育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王 云 阳城县实验小学 王爱芳

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王朝芳 阳城县实验小学 王海芳

阳城县实验小学 王红岩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王华芳

陵川县城内小学校 王俊荣 阳城县东冶镇中心学校 王科科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王玲丽 阳城县凤城镇洪上村洪上完小 王路芳

泽州县凤城路育才街凤城小学校 王妞青 沁水县实验小学 王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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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寺庄镇寺庄小学 王素平 沁水县东关小学 王小三

晋城市实验小学 王新平 阳城县实验小学 王新团

阳城县北留镇石苑完小 王旭太 晋城市城区司徒小学 王艳红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王玉峰 泽州县成庄矿小学 王玉珍

阳城县第二小学 王郁芳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李家完小 王长留

阳城县东冶镇中心学校 王照丽 矿区机关小学 卫 爽

阳城县次营镇固隆中心学校 吴燕芳 晋城市城区矿区机关小学校 武 华

阳城县实验小学 武春霞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武文侠

泽州县高都镇保福小学 武云霞 晋师附小 邢 婷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徐丽丽 许锡玲

高平市实验小学 闫 雯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闫建怀

晋城市城区南村中心校晋普山小学 闫明霞 晋城市中原街小学 闫毓芳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燕晓霞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杨芳玲

晋师附小 杨江华 阳城县第二小学 杨密芳

高平市米山镇米东小学 杨明珍 晋城市实验小学 杨淑芳

阳城县实验小学 杨向鹏 晋城市实验小学 姚丽卿

阳城县北留镇中心校南留完小 于晋霞 陵川县平城镇东街村小学 余俊玲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原芳芳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 原娟娟

阳城县实验小学 原姝鹏 晋城市城区凤矿小学 原素芳

晋师附小 原引丽 晋城市城区凤矿小学 湛海香

阳城县润城镇润城完小 张 丽 晋师附小 张 艳

晋城市阳城县第三小学 张彩萍 晋城市城区凤矿小学 张春梅

泽州县大阳中心小学 张海梅 阳城县第三小学 张红平

泽州县周村镇小学校 张晋云 晋城市城区颐翠小学校 张丽伟

阳城县芹池镇中心学校 张利荣 阳城县第二小学 张明霞

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张蕊俊 阳城县凤城镇北安阳完小 张世芳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张素素 阳城县寺头乡中心学校 张铁梅

陵川县城内小学校 张文法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张向锋

阳城县实验小学 张小丽 阳城县实验小学 张晓敏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 张秀娥 阳城县演礼镇中心学校 张学锋

阳城县实验小学 张阳东 阳城县第二小学 张云霞

阳城县第二小学 张早霞 晋城市城区爱物学校 赵 徽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赵 芸 泽州县北义城小学 赵爱云

阳城县实验小学 赵晋平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赵娟妮

阳城县北留中心学校郭峪完小 赵丽霞 泽州县成庄矿小学 赵梦娜

赵倩倩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赵艳芳

阳城县北留镇北留完小 赵玉芳 晋城市城区星河学校 甄利芳

阳城县次营镇固隆中心学校 郑丽丽 沁水县实验小学 郑妮妮

泽州县鲁村小学 周中华 高平市神农镇团东小学 朱彩琴

泽州县大阳中心小学 朱会英 阳城县实验小学 吉晓燕

晋城城区凤台小学 李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