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山西省教育厅第六届全省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

主题系列活动获奖名单

2021 年“学宪法 讲宪法”主题系列活动

“宪法卫士”2021年行动计划获奖名单

优秀组织奖（市级教育局 8个）

优秀组织奖（县级教育局 34个）

大同市平城区教育局 大同市广灵县教育科技局

大同市云冈区教育局 晋城市沁水县教育局

晋城市阳城县教育局 晋城市城区教科局

晋中市榆次区教育局 晋中市平遥县教育局

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 临汾市蒲县教育科技局

临汾市古县教育科技局 临汾市尧都区教育科技局

吕梁市孝义市教育局 吕梁市离石区教育局

吕梁市文水县教育局 太原市杏花岭区教育局

太原市万柏林区教育局 太原市迎泽区教育局

忻州市繁峙县教育科技局 忻州市原平县教育科技局

忻州市忻府区教育科技局 阳泉市平定县教育科技局

阳泉市郊区教育局 阳泉市城区教育局

长治市潞州区教育局 长治市襄垣县教育局

阳泉市教育局 太原市教育局

晋城市教育局 忻州市教育局

大同市教育局 晋中市教育局

运城市教育局 长治市教育局



长治市长子县教育局 运城市盐湖区教育局

运城市河津市教育局 运城市临猗县教育局

运城市永济市教育局 朔州市朔城区教育局

朔州市应县教育局 朔州市右玉县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省直高校 20个）

优秀组织奖（市县级学校 152个）

大同市实验小学 大同市平城区十四校

大同市第二中学校 大同市浑源七中初中部

大同市平城区第十八小学校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大同市逸夫小学校 大同市实验中学

大同市广灵县第一小学校 大同市广灵县第一中学校

大同市阳高县第一中学校 大同市平城区二十三校

大同市灵丘县城镇小学 北京师范大学大同附属中学校

大同市广灵县壶泉小学校 晋城市阳城县实验小学

晋城市阳城县第一中学校 晋城市高平市东方红小学

晋城市沁水中学校 晋城市第一中学校

晋城市矿区中学 晋城市第二中学校

晋城市陵川县实验小学校 晋城市阳城县第三小学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校 晋城市实验小学校

晋城市沁水县实验小学 晋城市阳城县第三中学

太原理工大学 中北大学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忻州师范学院

山西工商学院 山西大学

山西师范大学 晋中学院

吕梁学院 太原工业学院

太原学院 运城学院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长治学院

晋中信息学院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晋城市城区王台铺矿小学 晋城崇实学校

晋中市平遥县实验小学 晋中市介休市北坛小学

晋中市介休市实验小学 晋中市平遥县汇济小学校

晋中市平遥中学校 山西省榆次第二中学校

晋中市平遥县古陶镇西关小学校 晋中市平遥县古陶镇第一初级中学校

晋中市经纬小学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晋中市榆次区安宁小学 晋中市榆社县东升小学

晋中市榆次区晋华小学 晋中市榆次区校园路逸夫小学

晋中市平遥县第三中学校 临汾同盛实验中学

临汾市五一路学校 临汾市向阳高级学校

临汾市尧都区临钢小学校 临汾市翼城中学校

临汾市翼城县北关小学 临汾市翼城县汇丰学校

临汾市解放路小学 临汾市霍州市赵家庄小学

临汾市襄汾县第一小学校 临汾市南街小学校

临汾市翼城县西街小学 临汾市侯马市紫金山街小学

临汾市东关学校 临汾市侯马市路西小学

吕梁市崇文街小学 吕梁市文水县城镇中学

吕梁市离石区袁家庄小学校 吕梁市孝义市第七中学

吕梁市孝义市金晖小学 吕梁市离石区城内小学校

吕梁市文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吕梁市离石区呈祥路小学校

吕梁市离石区南关小学 吕梁市离石区江阴初级中学

吕梁市柳林县鑫飞小学 吕梁市柳林镇中心校

吕梁市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吕梁市交口县城关小学校

吕梁市离石区双语小学 朔州市朔城区第七中学

朔州市山阴县第三小学校 太原市小店区实验小学校

太原市通宝育杰学校 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道街小学校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小学校

太原市小店区恒大小学校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

太原市杏花岭区后小河小学校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

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校 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学

太原三十八中学校 太原市小店区育才小学校

太原市第十八中学校 忻州市现代双语学校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忻州市北方初级中学校

忻州市七一路小学 忻州市长征小学

忻州市第十中学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忻州市实验小学 忻州市五台县东冶实验小学

忻州市五台县第二中学校 忻州市第一职业中学

忻州市第十一中学 忻州市忻府区东街小学校

忻州市忻府区北关小学校 忻州市五台县东冶镇沱阳中学

阳泉市实验中学 阳泉市平定县第三实验小学校

阳泉市盂县第一中学校 阳泉市第一中学校

阳泉市第十一中学校 阳泉市平定县实验小学校

阳泉市平定县第二实验小学 阳泉市平定县第二中学校

阳泉市北大街小学校 阳泉市平定县第一中学校

阳泉市上站小学校 阳泉市平定县第三中学校

阳泉市第十中学校 阳泉市平定县第四中学校

阳泉市第三中学 运城市东康中学

运城市盐湖区实验小学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示范学校

运城市平陆县实验小学 运城市理想学校

运城市人民路学校 运城市盐湖区涑水联合双语学校

运城市盐湖区实验小学五洲观澜小学 运城市临猗县示范小学校

运城市永济市实验中学 运城市运康中学校

运城市河津市第四小学 运城市临猗东康新教育学校

运城市临猗县银星学校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

运城市平陆中学 长治市长子县第一中学校

长治市友谊小学 长治市第六中学校

长治市屯留区第二中学校 长治市襄垣县第一中学校

长子县东方红学校 长治市第九中学校

长治市长子县鹿谷小学 长治市实验小学校

长治市潞州中学 长子县第二中学校

长治市潞州区新华小学 长治市火炬中学

长治市第五中学校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优秀组织奖（管理员 213名）

市级教育局管理员（8名）

路 瑶 阳泉市教育局 杨 莉 太原市教育局

郑晶兵 晋城市教育局 张 勇 忻州市教育局

李 娜 大同市教育局 连紫荆 晋中市教育局

王 清 运城市教育局 王黎娜 长治市教育局



区县教育局管理员（33名）

乔志洁 大同市平城区教育局 杨 志 大同市广灵县教育科技局

王 尧 大同市云冈区教育局 史张鹏 晋城市沁水县教育局

裴岩霞 晋城市阳城县教育局 张 义 晋城市城区教科局

药丽琴 晋中市榆次区教育局 宋余林 晋中市平遥县教育局

杜宁生 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 孙玉平 临汾市蒲县教育科技局

蒋凤娟 临汾市古县教育科技局 李延华 临汾市尧都区教育科技局

那晓晶 吕梁市孝义市教育局 张福荣 吕梁市离石区教育局

张艳红 吕梁市文水县教育局 高 晔 太原市杏花岭区教育局

周 红 太原市万柏林区教育局 李俊琦 太原市迎泽区教育局

杨春瑞 忻州市繁峙县教育科技局 赵 琴 忻州市原平县教育科技局

焦星光 忻州市忻府区教育科技局 范钰坤 阳泉市平定县教育科技局

王晓江 阳泉市郊区教育局 李 波 阳泉市城区教育局

李亚平 长治市潞州区教育局 郝志军 长治市襄垣县教育局

许莹莹 长治市长子县教育局 李雪丽 运城市盐湖区教育局

杨富军 运城市河津市教育局 薛徐霞 运城市临猗县教育局

赵越飞 朔州市朔城区教育局 高智杰 朔州市应县教育局

张 鑫 朔州市右玉县教育局

省直高校管理员（20名）

黄文韬 太原理工大学 路飞飞 中北大学

雷林海 太原师范学院 段国良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马 瑜 太原科技大学 张有林 山西大同大学

张 罡 山西农业大学 王 琛 忻州师范学院

王瑞芬 山西工商学院 薛汶轩 山西大学

乔巧巧 山西师范大学 相 高 晋中学院

白 羽 吕梁学院 廉劭南 太原工业学院

张 欣 太原学院 宋文娟 运城学院

李 强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崔雅晋 长治学院

任 欣 晋中信息学院 马宇洁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市县学校管理员（152名）



马 刚 大同市实验小学 王 强 大同市平城区十四校

王晓茜 大同市第二中学校 薄 圆 大同市浑源七中初中部

孟永强 大同市平城区第十八小学校 徐晓光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马志程 大同市逸夫小学校 周 云 大同市实验中学

姜春林 大同市广灵县第一小学校 郭宏宇 大同市广灵县第一中学校

谢 海 大同市阳高县第一中学校 闫 华 大同市平城区二十三校

杨文斌 大同市灵丘县城镇小学 张国红 北京师范大学大同附属中学校

王 强 大同市广灵县壶泉小学校 吉海鹏 晋城市阳城县实验小学

白建光 晋城市阳城县第一中学校 吴彩清 晋城市高平市东方红小学

张沁晓 晋城市沁水中学校 杨 帆 晋城市第一中学校

王瑞芳 晋城市矿区中学 刘旭兵 晋城市第二中学校

张俊萍 晋城市陵川县实验小学校 张军容 晋城市阳城县第三小学

王冬霞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校 刘 鹏 晋城市实验小学校

王小芳 晋城市沁水县实验小学 李 伟 晋城市阳城县第三中学

王俊智 晋城市城区王台铺矿小学 张志超 晋城崇实学校

宋红红 晋中市平遥县实验小学 宋恩彪 晋中市介休市北坛小学

庞钟升 晋中市介休市实验小学 李莉莉 晋中市平遥县汇济小学校

赵海霞 平遥中学校 杜创刚 晋中市榆次第二中学校

高 峰 晋中市平遥县古陶镇西关小学校 郝山文 晋中市平遥县古陶镇第一初级中学校

马亚军 晋中市经纬小学 王春瑜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范晓红 晋中市榆次区安宁小学 丰晓玲 晋中市榆社县东升小学

成建勇 晋中市榆次区晋华小学 付学明 晋中市榆次区校园路逸夫小学

米 茂 晋中市平遥县第三中学校 王亚雄 临汾市同盛实验中学

张海伟 临汾市五一路学校 王志斌 临汾市向阳高级学校

王 俐 临汾市尧都区临钢小学校 房立国 临汾市翼城中学校

吴修平 临汾市翼城县北关小学 崔哓辉 临汾市翼城县汇丰学校

史 婷 临汾市解放路小学 高佳毅 临汾市霍州市赵家庄小学

梁红娟 临汾市襄汾县第一小学校 阴中南 临汾市南街小学校

张雅琴 临汾市翼城县西街小学 张洋波 临汾市侯马市紫金山街小学

郑 瑞 临汾市东关学校 赵振平 临汾市侯马市路西小学

郭雪晶 吕梁市崇文街小学 韩 玮 吕梁市文水县城镇中学

杨 毓 吕梁市离石区袁家庄小学校 刘 慧 吕梁市孝义市第七中学



武晓旭 吕梁市孝义市金晖小学 贺 海 吕梁市离石区城内小学校

朱翼峰 吕梁市文水县第二实验小学 高 健 吕梁市离石区呈祥路小学校

李彦龙 吕梁市离石区南关小学 张宏利 吕梁市离石区江阴初级中学

郭 锋 吕梁市柳林县鑫飞小学 刘雪梅 吕梁市柳林镇中心校

张新波 吕梁市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王瑞冬 吕梁市交口县城关小学校

刘文丽 吕梁市离石区双语小学 张晓宏 朔州市朔城区第七中学

史海生 朔州市山阴县第三小学校 单丽萍 太原市小店区实验小学校

王媛媛 太原市通宝育杰学校 吕建军 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

高伟峰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道街小学校 裴 艳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小学校

李素蓉 太原市小店区恒大小学校 栗 茹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

郭 瑞 太原市杏花岭区后小河小学校 李 鑫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

孟文桃 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校 李若愚 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学

郭 强 太原三十八中学校 郭俊兰 太原市小店区育才小学校

李修越 太原市第十八中学校 段志明 忻州市现代双语学校

高晓琳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李 晶 忻州市北方初级中学校

任 静 忻州市七一路小学 闫振忻 忻州市长征小学

刘文婷 忻州市第十中学 乔云凤 忻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郭志峰 忻州市实验小学 白清琦 忻州市五台县东冶实验小学

刘 涛 忻州市五台县第二中学校 苏子钧 忻州市第一职业中学

张 栋 忻州市第十一中学 张 斌 忻州市忻府区东街小学校

赵杰伟 忻州市忻府区北关小学校 张伟斌 忻州市五台县东冶镇沱阳中学

陈 刚 阳泉市实验中学 耿艳云 阳泉市平定县第三实验小学校

王 鑫 阳泉市盂县第一中学校 师永兴 阳泉市第一中学校

付 鹏 阳泉市第十一中学校 李维诚 阳泉市平定县实验小学校

王淑琴 阳泉市平定县第二实验小学 张玲丽 阳泉市平定县第二中学校

魏军平 阳泉市北大街小学校 孙晓蓉 阳泉市平定县第一中学校

夏晋峰 阳泉市上站小学校 缠彦芳 阳泉市平定县第三中学校

任虎军 阳泉市第十中学校 耿素亮 阳泉市平定县第四中学校

康广仲 阳泉市第三中学 刘园霞 运城市东康中学

张 斌 运城市盐湖区实验小学 谭 肖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示范学校

史亚丽 运城市 平陆县实验小学 梁欢欢 运城市理想学校

段荣荣 运城市人民路学校 刘朝峰 运城市盐湖区涑水联合双语学校



马仙菊 运城市盐湖区实验小学五洲观澜小学 范怡彤 运城市临猗县示范小学校

皇甫正 运城市永济市实验中学 王轶雯 运城市运康中学校

刘梅霞 运城市河津市第四小学 赵 浛 运城市临猗东康新教育学校

田 雨 运城市临猗县银星学校 段翠平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

伊文庆 运城市平陆中学 张江鹏 长治市长子县第一中学校

贾莎莎 长治市友谊小学 杨 雷 长治市第六中学校

宋 瑞 长治市屯留区第二中学校 赵 静 长治市襄垣县第一中学校

王世杰 长治市长子县东方红学校 白彦杰 长治市第九中学校

冀红文 长治市长子县鹿谷小学 于晓丽 长治市实验小学校

张芳芳 长治市潞州中学 解锋伟 长治市长子县第二中学校

李冬虎 长治市潞州区新华小学 郝泽仁 长治市火炬中学

马 骁 长治市第五中学校 魏 凯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2021 年“学宪法 讲宪法”主题系列活动

征集“宪法主题演讲稿”获奖名单

学生获奖名单

小学组（132 名）

一等奖（13名）

李佳玉 运城市垣曲县华峰示范小学五（1）班

牛浩宇 运城市万荣县示范小学六（1）班

赵子轩 运城市平陆县实验小学六（12）班

马樱芬 运城市平陆县圣人涧小学六(1)班
黄康博 运城市河津市朝霞小学六（3）班

王梓琪 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小学五年一班

任骧腾 太原市万柏林区桥西小学三年五班

郝禹丞 太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五年二班

王麓涵 山西省实验小学五年级

任森鸿 吕梁市孝义市金晖小学三 98班
贺奕学 晋城市城区颐翠小学二（6）班

王 梓 大同市平城区第一小学校四年级五班

边昊阳 山西大学附属小学 198班

二等奖（23 名）

李诗悦 长治市潞州区实验小学五（1）班

樊润欣 运城市永济市栲栳中心校栲栳小学六年级

张钊瑞 运城市永济市开张中心学校四年级

周韧梁 运城市永济市开张镇中心学校黄营小学五年级

冯锐恬 运城市盐湖区舜帝复旦示范小学五 1班
王铎运 运城市万荣县希望小学四年级（2班）

屈郭扣子 运城市万荣县南街小学六 2班
赵河屹 运城市平陆县西街小学六（1）班



王 仟 运城市平陆县圣人涧小学五（1）班

李嘉欣 运城市平陆县杜马九年制学校六 2班
牛欣雅 运城市河津市铝基地朝霞小学六.3
陈俊宇 忻州市长征小学五（2）班

郭文轩 太原市杏花岭区享堂南街小学六年四班

罗梦瑶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六年二班

魏 萱 大同市平城区机车第一小学校一年级四班

刘萧睿 吕梁市柳林县实验小学四年级七班

郭东江 晋中市祁县昌源小学五年级 43班
孔祥硕 晋城市城区花园小学四年级（3）班

高欣悦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六（4）班

刘永韬 大同市平城区十七校四一班

侯雅萱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一小学校六六班

任彧伯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5.3班
张策航 临汾市襄汾县第一小学六（2）班

三等奖（96）

王赞嘉 运城市平陆县圣人涧小学六(1)班

赵子墨 长治市屯留区麟绛小学四（5）班

宋濮帆 长治市上党区实验小学二（8）班

王春浩 长治市沁源县上庄小学五年级

郭子琳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五年级 199 班

王嘉上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五年级 197 班

王睿祺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五年级 205 班

杨玉宏 运城市垣曲县新建小学五（3）班

寇书语 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西厢小学校三年级（1）班

韩子昊 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花园小学六年级

刘佳怡 运城市永济市开张镇东开张小学六年级

郭子瑜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小学校六 1班

张艺馨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小学校六 5班

吕思嘉 运城市永济市城东街道中心校四冯小学六 2班



姚伊恬 运城市永济市城东街道中心校侯孟小学六年级

任佟霖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五 2班

杨楚薇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四 2班

张羿辰 运城市闻喜县城西小学五 2班

李若一 运城市万荣县通化镇孝原中心小学五年级

解皖卓 运城市万荣县示范小学三年级

雷乔晰 运城市万荣县示范小学四年级

李彦霖 运城市万荣县桥头小学三年级

张嘉恒 运城市万荣县乔薛村学校六年级

员梓祎 运城市万荣县南街小学六 3班

张诗涵 运城市万荣县南街小学五（1）班

李奕彤 运城市万荣县城关小学六（3）班

张可妮 运城市平陆县西街小学五（4）班

张杙晨 运城市平陆县实验小学六（5）班

郭智韬 运城市平陆县杜马九年制学校四年级

范益豪 运城市平陆县常乐中心校四（1）班

朱奕帆 运城市临猗县示范小学东城分校四（1）班

薛宇霏 运城市稷山县西街小学六（2）班

王梓萌 阳泉市平定县西关学校四年级 4班

荆思淼 阳泉市郊区巨兴小学五（1）班

郝婧涵 阳泉市城区下站小学五 1

石皓宇 阳泉市城区下站小学五年级六班

代璞瑜 忻州市长征小学五（1）班

李嘉渔 忻州市五寨县第三小学四（1）班

施苏榕 忻州市神池县东关小学六（1）班

邬沛廷 忻州市河曲县黄河路小学五（4）班

高姗姗 忻州市定襄县实验小学六（5）班

石依柠 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小学二年二班

于焱玮 太原市迎泽区朝阳街小学校四年四班

蔡文帅 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学四年八班

李承哲 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街小学五年三班

王星乔 太原市杏花岭区后小河小学三年级四班



董陈易临 太原市小店区卫华小学五年二班

肖 晶 太原市小店区实验小学校六年级十班

张嘉涵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六年二班

钱昭阳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六年三班

李谨彤 太原市万柏林区建筑中巷小学四年四班

杨若翾 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六年六班

郭兆森 太原市雷锋小学三年三班

武小璐 大同市平城区第一小学校六年级一班

耿欣然 吕梁市孝义市振兴街小学六（104）班

陈冠铭 吕梁市孝义市振兴街小学六（98）班

史悦婷 吕梁市孝义市金晖小学四年级 90

郭学灿 吕梁市孝义市府西街小学五（184）班

侯竞熙 吕梁市孝义市崇文街小学六年级 295

吕 如 吕梁市汾阳市府学街小学 611班

郝嘉怡 吕梁市汾阳市府学街小学 610 班

郭柏亨 临汾市翼城县北关小学 六（8）班

栗婕淼 晋中市榆次区大唐现代双语学校五年级 12班

宫梓萱 晋中市昔阳县乐平镇东关小学五年级二班

杜灿宇 晋中市太谷区胡村镇北阳联校二年级

韩欣锦 晋中市祁县城赵第二中心校三年级 2班

王炯鑫 晋中市祁县昌源小学五年级 49 班

任心雨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六年级 193 班

庞月吉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六年级 194班

董镇涛 晋中和顺县滨河学校学生五（1）班

赵雯霏 晋城市阳城县阳城实验小学五（9）班

范语非 晋城市阳城县实验小学五（7）班

车笑慧 晋城市城区花园小学五年级（2）班

曹书鸣 大同市平城区御东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

冯 景 大同市平城区御东第一小学四年级一班

王烨林 大同市平城区文兴小学四四班

白 桦 大同市平城区文慧小学 六年级二班

王单子煊 大同市平城区文慧小学五年级五班



簿雯予 大同市平城区机车一校一年三班

王 炜 大同市平城区第一小学校六年级三班

刘钰萱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5.5 班

张 婕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6.11 班

孟子钊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5.2 班

赵星渊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6.1 班

邓昊阳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6.4 班

魏雨晨 大同市平城区第三十五小学校六年级六班

石天娇 大同市平城区第三十五小学校六年级一班

苏雨欣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十三小学六年级三班

郭铠铭 运城市盐湖区理想学校六年级 9班

毋艺婷 运城市河津市铝基地太华小学三年级一班

吕佳颖 运城市河津市铝基地朝霞小学四年 5班

孙婧茹 运城市河津市第三小学米家关校区四（2）班

许梓涵 运城河津市第四小学五（1）班

贺亦然 运城河津市第四小学五（3）班

韦锦潼 山西省实验小学二年七班

李思邈 临汾市南街小学五 4班

初中组（80 名）

一等奖（10 名）

霍恩慧 运城市垣曲县垣曲初中七年级 345 班

杨丽黄 运城市平陆县洪池初中 189 班

葛依鑫 长治市屯留区青鸟智源学校七（6）班

武佳欣 太原市小店区小店街道第一初级中学校九年级 203 班

杨 鑫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九年级 357 班

李思思 太原市迎泽区成成中学初 1903

杨梦瑶 晋城市城区第七中学七年级 198 班

谢雨轩 运城市盐湖区大禹学校八年级 2024 班

张慧杰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中学初一年级 363 班

刘立婷 大同市实验中学初二 93 班



二等奖（15 名）

冯卓瑞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九年级 1912班
弯鑫妍 太原市尖草坪区实验中学八年级 120班
胡皓森 运城市河津市实验中学 八年级 352班
钮雅云 晋中市寿阳县第三中学八年级 290班
景紫薇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中学 2104
薄玉彬 太原市杏花岭区太原平民中学八年级 2007班
韩知鑫 忻州市忻府区奇村中学九年级 58班
郭纪锐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中学 2114
鲁予歆 临汾市尧都区解放路学校八（67）
韩佳禾 大同市实验中学 105班
陈佳玉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九年级 376班
张佳茹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九年级 1907班
韩宇星 晋中市和顺县和顺二中七年级 2109班

池雨臻 晋中市和顺县和顺二中七年级 2106班

王思源 大同市实验中学初二 95班

三等奖（55 名）

吴梦茹 运城市永济市实验中学九年级 1908班
姜林染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九年级 368班
荆子璇 运城市平陆县洪池初中 189班
杨 钦 太原市小店区中辐院学校八年级三班

胡沛宇 晋中市寿阳县第三中学 290
曹一敏 运城市垣曲县垣曲初中八年级 339班
王靖萱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八年级 2001班
杨 帆 临汾市翼城县第六中学九年级 319班
陈雨蒙 晋城市城区晋城十三中八年级 232班
杜嘉雯 大同市第十三中学校八年级 265班
范融希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七年级 2114班
王舒杨 大同市阳高县第三中学校八年级 327班
宁佳艺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中学七年级 208班



杨仕砥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八年级 2006班
何沂璇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八年级 175班
刘欣蕊 晋中市昔阳县示范中学八年级 299班
刘姝伶 晋中市和顺县和顺二中七年级 2101班
李思瑶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中学初一年级 358班
王艺蓉 运城市平陆县洪池初中 190班
闫怡琳 运城市河津市实验中学七年级 368班
狄紫嫣 太原市杏花岭区第十二中八年级 2027班
孙晨阳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九年级 370班
高鹤洋 吕梁市交口县第三中学校七年级 56班
吴星月 晋中市昔阳县第一初级中学校八年级 235
王亭羽 大同市阳高县第三中学九年级 309班
王香婷 大同市阳高县第三中学九年级 319班
郭慧君 大同市实验中学初二 96班
李 宇 大同市实验中学初二 92班
屈 浩 大同市实验中学初一 102班
杜 凡 大同市实验中学 105班
白钦文 大同市广灵县第六中学校八年级 5班
杜蕊芯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中学七年级 203班
刘星亮 吕梁市孝义市大孝堡镇胜溪新村学校七年级 28班
吕一彤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七年级 2109班
刘帅良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九年级 1905班
聂江海 阳泉市平定县第二中学校八年级 90班
冯远航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九年级 375班
冯翛然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中学初一年级 363班
陆东泽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中学初一年级 367班
孙若熙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中学 2010
李郭蓉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七年级 2111班
张皓翔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八年级 2004班
张泽铧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七年级 177班
柴靖博 运城市河津市实验中学 352班
平思彤 运城市盐湖区北城初级中学初一年级 297班
耿中建 大同市第十三中学校七年级 272班



张若楠 晋中市和顺县实验中学八年级 2006班
赵慧敏 大同市阳高县第三中学九年级 312班
杨睿哲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中学 1906
王晨潇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中学七年级 208班
芦姝桓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九年级 174班
尹若溪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初一 178班
申盈盈 运城市河津市柴家中学九年级 194班
温晨霞 晋中市和顺县滨河学校 7·3
邢艺巾 忻州市忻府区奇村中学八年级 60班

高中组（105 名）

一等奖（10 名）

薛 磊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17班
韩锦雯 太原市小店区太原五中龙城校区高二 475班
孟栩如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32班
乔姝婧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27班
高 慧 山西省工业管理学校 205321班
马粲然 晋中市太谷中学 512
兰域远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18班
翟丽娜 临汾市临汾会计学校 2001
徐荣兴 朔州市应县职业技术学校高一 138班
林凡晴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605

二等奖（18 名）

唐宇龙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24班
巩 固 临汾市临汾一中高二年级 2001班
杨宇萱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16班
杨紫涵 晋中市太谷中学 526
刘思雨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10班
张 辉 阳泉市郊区荫营中学校高一 2104班
崔惠宇 晋中市榆社中学高一 464班



马天乐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08班
周妍孜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18
霍静秋 忻州市五台实验中学高一 171
李东洋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 214班
赵雅政 临汾并丽艺通职业技术学校高一 2102
付政花 忻州市宁武县高级中学校高二 351班
杨雨萱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592班
赵子健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13班
李炎明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33班
程惠语 阳泉市阳泉一中 2004
杨皓雄 临汾市第二十中学高一 72班

三等奖（77 名）

李奕静 临汾市临汾会计学校 2102
刘成凯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26班
乔雪涵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17班
于明乐 大同市实验中学 209
孟子雲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24班
王美萱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25班
张 腾 太原市同心外国语学校高一 G2103班
孟志霖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31班
马嘉伟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高一 2101班
葛文昌 忻州市宁武县职业中学校高三 1901班
常盛凯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高二 2001班
陈可爱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 211班
高思雨 临汾市临汾一中高二年级 2001班
常柏芝 晋中市榆社中学高一 463班
李泽琨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14班
李卓彦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13班
岳浩天 临汾市临汾一中高二 2020班
杨景润 临汾市临汾一中高二 2021班
张欣蕊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17班
张雪茹 运城市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高二 2006班



张晨霞 临汾市临汾一中高二 2024班
白振江 忻州市五台县职业中学高二 177
高梓豪 忻州市五台县职业中学高二 171
赵恬星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高一 2102班
侯莫晓 忻州市第十中学高一 347
邢玮博 忻州市第十中学高一 355
陈昭颖 运城市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高一铁路 3班
韩昀恬 晋中市榆社中学高一 457班
赵苑林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12班
王伊晴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16班
乐子超 晋城市阳城县阳城一中高一 616班
杨 琳 运城市垣曲县中条中学高二 376班
赵娱敏 长治市第十中学校高一（121）班

穆维贤 阳泉市第一中学校 2005
王誉澄 临汾市临汾并丽艺通职业技术学校高二 2001
张佳婧 忻州市第十中学高一 349
黄佳瑶 运城市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计算机应用 1901班
杨晓博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32班
左 翀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34班
董雨露 运城市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高三计算机 68班
李晨曦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603班
杨薇禾 长治市第一中学 603
李嘉睿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21班
丁月辛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年级 223班
杜臻恒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03
邢宇博 太原市迎泽区三十中高二 188班
张郅奇 太原市四十八中高二 2011班
郭新伟 运城市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高二计算机 72班
李璟标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20班
薛雅楠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26班
刘 博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27班
高铭宇 太原市迎泽区三十中高二 187班
张和瑀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22
张仲元 太原市第六十二中学校高二七班



于 鸿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19班
张 桐 大同市实验中学 229
王珊珊 太原市财贸学校 2019级计算机应用一班

张璐瑶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高二 2005班
高梓涵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605
黄 婧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13班
贺竞瑶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一 233班
李佳洳 临汾市浮山中学校高二 2010班
张心雨 长治市上党区宏智中学 151
杨砚天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高二 607班
冯嘉乐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593
苏笑然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607
苗雅杰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604
姚语希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592
许心愿 运城市彰康中学 211
朱博赟 太原五中高一 488班
贺栾婷 大同市实验中学高二 210班
邓岩松 临汾市临汾一中 2008班
马天放 山西省实验中学 2105班
卢浩宇 山西省实验中学 1909班
张钰茁 运城市平陆中学 2113
原潇晴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598
申子洋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606班

高校组（99 名）

一等奖（13 名）

赵 佳 长治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生工 2102班
宁月婉 运城学院中文系 2107班
贺治骏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学院电气 2107班
裴智明 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学院机电 1908班
王子梦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级中文 2班
陈柏辰 山西医科大学 2021级体育教学部 282101



张绣川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姚嘉雯 山西警察学院交通管理系 19公安技术卓越区队

智梦颖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大一 21410141班
米 涛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文法学院 19法学 G3班
张 璐 山西大同大学 20法学 4班
公可媛 山西传媒学院动画二班

王千慧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2019级法学二班

二等奖（19 名）

张靖怡 长治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药学 2001班
郭书廷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2003班
林石妹 忻州师范学院生物系 1902班
宁佳慧 太原师范学院法学 2001班
张 铃 太原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法学 2002班
王嘉璐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学院法学 2101班
李俊洁 山西医科大学管理学院 2020级 102002班
李泰樱 山西师范大学 21120202
党海珠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 20级信息班

孙乃丁 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李青原 山西农业大学林学院

张艳芳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大三 19070144班
高墨玉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21410141班
杨一帆 山西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20级网新二班

谭 梦 山西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 2020 级文化产业管理一班

许书超 山西传媒学院动画与设计艺术学院动画 2班
张 立 山西传媒学院电影学院 18级影视录音班

乔惠琴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1级法学一班

席雨欣 晋中信息学院食品与环境学院动医 2101班

三等奖（67 名）

贺文博 长治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口腔医学系 2101班
邢佳乐 长治医学院麻醉 1902



王家全 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学系法学 2102班
张紫悦 长治学院学前 2001班
张 尼 长治学院数学 2002班
石 微 长治学院数学 1903班
张 靖 长治学院数学 2101班
辛晓楠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十一班

刘燕芬 运城学院中文系 2101班
张芸香 运城学院体育系

高铭苑 运城学院文化旅游系 2103班
郭文星 运城学院政法系 2005班
赵宇婕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护理系护理 2006班
刘文华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护理系助产 2002班
赵伊梦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护理系护理 2003班
张 楠 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外语研 2101班
杜心怡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学院国贸 2102班
孙小晨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学院工设 2102班
曾宥力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测绘 2004班
郭坤钰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测绘 2001班
王静玥 太原理工大学法学 2002班
李佳馨 太原理工大学材科 1904班
张臣航 太原工业学院机械工程系

卢 杰 太原工业学院 21级 21208802班
周晓渊 太原工业学院 20级 2020881班
赵 妍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级小教 2班
苏旭江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级中文 2班
侯思盈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级英语 1班
何佳雪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级文 4班
丰秀莉 山西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 2019级 181903班
孙军浩 山西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 2019级 181901班
王文博 山西医科大学麻醉学院 2019级 041902班
杨欣雨 山西医科大学麻醉学院 2019级 041903班
杨静怡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2019级 061901
卢秋晨 山西医科大学管理学院 2020级 102001
朱慧芳 山西医科大学 医学影像学院 2019级 181902班
赵雅静 山西医科大学 2020级 312001班



靳若男 山西医科大学 2021级体育教学部

王 榕 山西医科大学 122004
郭宏宇 山西医科大学 262001班
黄慧康 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八班

韩玉坷 山西师范大学 2104
牛 凡 山西师范大学 1912020131
李佳家 山西师范大学 21120101
郭曼琳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歆悦 山西农业大学中药 2003
王康宁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大二 20080141班
路梦西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大一 20050441班
唐凡景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20法学 G1班
曹婉婷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20计本五班

刘晓璐 山西大同大学 21法学 3班
陈祉屹 山西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 2班
武毅铭 山西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2021级网络与新媒体 1班
蒲雪菲 山西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 2021 级文化产业管理 1班
曹绍雅 山西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 2021 级文化产业管理二班

乔 焕 山西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 2019级广告策划二班

邢 晨 山西传媒学院动画与设计艺术学院 2021 级数字媒体艺术四班

杜雨轩 山西传媒学院动画与设计艺术学院动画 1班
宋彦欣 山西传媒学院电影学院 2020级影视摄影与制作 3班
李英骥 山西传媒学院电影学院

刘佳欣 山西传媒学院电影学院 2019级摄制后期 2班
张子悦 山西传媒学院播音主持学院 20级播音 2班
胡晋升 山西传媒学院大一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电影一班

狄星邑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1级法律（非法律）

张效科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2019级法学一班

曹 璐 晋中信息学院食品与环境学院食安 2101
张 可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2020级普高护理 24班



优秀指导教师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优秀指导教师奖（346名）

关伊曼 运城市垣曲县华峰示范小学 李晓娜 运城市万荣县示范小学

李 洁 晋城市城区花园小学 张彩梅 运城河津市第四小学

安 珺 阳泉市郊区巨兴小学 白 飞 长治市第十中学校

白 洁 忻州市五寨县第三小学 白 婧 晋中市榆社中学

白 霞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白 雪 临汾市临汾一中

边小利 山西大学附属小学 边仲凯 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学院

蔡红斌 运城市万荣县乔薛村学校 曹 静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曹俊良 临汾市临汾并丽艺通职业技术学校 曹艳琼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岑艾儒 临汾市临汾一中 柴艳婷 忻州市神池县东关小学

禅永毅 山西农业大学 常莉婷 运城市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常梦真 晋中市太谷区胡村镇北阳联校 常严凝 运城市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

车丽红 运城市平陆县洪池初中 车雅君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陈 春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陈 剑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陈 潇 山西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 陈 颖 运城市河津市铝基地太华小学

陈丹丹 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学 陈晋平 晋中市榆社中学

陈立瑾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学院 池 睿 山西省工业管理学校

崔 青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 崔宏芳 大同市实验中学

崔云伟 忻州市第十中学 戴学慧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邓艳莉 临汾市临汾一中 翟 静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翟琴琴 阳泉市平定县第二中学校 丁文静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

董美超 太原市同心外国语学校 董月萍 大同市平城区第一小学校

窦文娟 运城市平陆县西街小学 杜 燕 运城市河津市柴家中学

杜海丽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 杜淑艳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杜婷婷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中学 段红芳 运城市盐湖区北城初级中学

段琳烨 太原市杏花岭区太原平民中学 段小平 运城市平陆县圣人涧小学

范 玲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范 帅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冯三旦 吕梁市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冯小芸 太原市迎泽区三十中

冯雪青 大同市平城区第三十五小学校 付国萍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高 妮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中学 高翻琴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高丽琴 山西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 高旭梅 晋中市榆次区大唐现代双语学校

郜俊芳 太原市小店区实验小学校 葛俊芳 大同市实验中学

公文礼 山西传媒学院 龚 燕 山西师范大学

龚文华 大同市平城区第一小学校 古春兰 运城市万荣县南街小学

关四芳 长治市屯留区麟绛小学 郭 洁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郭 敏 阳泉市城区下站小学 郭 敏 长治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郭 欣 忻州市宁武县职业中学校 郭娟娟 长治医学院

郭丽东 山西警察学院 郭巧芳 朔州市应县职业技术学校

郭秀宇 晋中市昔阳县第一初级中学校 郭长江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韩 峰 大同市实验中学 杭琳琳 晋城市城区颐翠小学

郝小燕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郝秀娟 太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

郝秀玲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郝亚楠 山西医科大学管理学院

何 珊 运城市盐湖区理想学校 贺 莉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贺巧云 忻州市定襄县实验小学 侯芳宇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侯海宣 临汾市临汾一中 胡 军 太原市财贸学校

胡德荣 运城市平陆县常乐中心校 胡姣青 忻州市长征小学

胡晋瑞 忻州市忻府区奇村中学 胡晋英 太原市杏花岭区后小河小学

胡于钢 运城市垣曲县中条中学 惠志仙 吕梁市汾阳市府学街小学

霍二燕 运城市垣曲县垣曲初中 贾 红 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小学

贾 茹 山西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贾彩霞 运城市闻喜县城西小学

贾铖虎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贾鹏春 忻州市忻府区奇村中学

贾淑娟 临汾市向阳高级学校 贾文萍 吕梁市孝义市大孝堡镇胜溪新村学校

贾晓芳 山西医科大学 贾晓青 阳泉市平定县西关学校

江昀锦 大同市实验中学 焦 卉 晋中市和顺县和顺二中

焦 烁 运城市盐湖区舜帝复旦示范小学 焦靖珂 忻州市第十中学

焦静娅 山西医科大学 解 静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

靳文娟 太原四十八中 荆红芳 运城市临猗县示范小学东城分校

景 密 大同市实验中学 景 薇 晋城市城区花园小学

郎莉芬 长治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李 成 大同市平城区御东第一小学

李 丹 运城市永济市实验中学 李 华 临汾一中

李 姣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李 杰 山西传媒学院播音主持学院



李 娟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李 俊 运城市垣曲县新建小学

李 蕾 大同市实验中学 李 丽 大同市实验中学

李 亮 长治学院 李 玲 晋中市祁县城赵第二中心校

李 玲 忻州市第十中学 李 娜 运城市河津市实验中学

李 涛 大同市实验中学 李 欣 阳泉市郊区荫营中学校

李 政 山西传媒学院动画与设计艺术学院 李翠荣 大同市实验中学

李改萍 长治市屯留区青鸟智源学校 李够莲 吕梁市孝义市崇文街小学

李红艳 临汾市南街小学 李慧慧 山西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

李俊英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李琳玲 吕梁市孝义市金晖小学

李美霞 运城市稷山县西街小学 李婷婷 大同市平城区第一小学校

李文娟 长治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李文秀 太原市小店区卫华小学

李晓芳 大同市平城区机车第一小学校 李晓玲 临汾市浮山中学校

李晓燕 运城市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 李艳萍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李志平 大同市阳高县第三中学 廉劭南 太原工业学院

梁 波 大同市平城区文慧小学 梁 涛 运城市平陆县杜马九年制学校

梁乐乐 阳泉市第一中学校 梁淑珍 大同市平城区御东第一小学

林 玲 大同市平城区第三十五小学校 林晓红 运城市万荣县示范小学

刘 椿 晋中市和顺县实验中学 刘 佳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中学

刘 洁 大同市实验中学 刘 婷 晋中和顺县滨河学校学生

刘 颖 大同市实验中学 刘 宇 山西传媒学院动画与设计艺术学院

刘 赟 长治学院 刘爱凤 太原市万柏林区建筑中巷小学

刘彩虹 晋中市寿阳县第三中学 刘金丽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

刘丽娟 运城市平陆县实验小学 刘淑英 大同市实验中学

刘小红 晋中市祁县昌源小学 刘晓燕 吕梁市孝义市振兴街小学

刘艳平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中学 刘迎雪 长治市潞州区实验小学

刘宇霞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 刘志强 临汾市临汾一中

卢辰旭 晋城市城区第七中学 罗秀荣 大同市阳高县第三中学校

吕爱琴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麻丽娟 太原工业学院

马红艳 大同市实验中学 马建花 阳泉市城区下站小学

马丽娟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 马丽丽 临汾市临汾一中

马萌芸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毛胜男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孟丽娜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小学校 苗 敏 太原市万柏林区桥西小学



南 楠 大同市阳高县第三中学 倪云良 运城市垣曲县垣曲初中

牛璐艳 临汾市尧都区解放路学校 潘青梅 太原市第六十二中学校

潘铁丽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裴惠宁 临汾市临汾一中

彭 杰 太原市迎泽区三十中 彭 一 忻州师范学院

祁 茜 运城市永济市栲栳中心校栲栳小学 强明江 大同市实验中学

乔 飞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 乔晓梅 山西医科大学

秦俊桃 大同市平城区十七校 曲晓丽 忻州市长征小学

任改玲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任海霞 吕梁市汾阳市府学街小学

任文静 晋中市和顺县和顺二中 陕丽娜 晋城市阳城县实验小学

尚晓丹 山西传媒学院电影学院 尚亚琼 运城市平陆县西街小学

尚月艳 运城市河津市铝基地朝霞小学 尚昭君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邵日华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申 欣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师香文 大同市实验中学 石雅奇 大同市第十三中学校

时笑婉 晋中信息学院食品与环境学院 史春明 晋中太谷中学

史慧芳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史慧琳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宋慧琴 大同市广灵县第六中学校 苏 蓓 临汾会计学校

孙 姣 运城市永济市开张中心学校 孙变梅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中学

孙斯雅 大同市实验中学 谭生力 山西师范大学

田 刈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中学 田晋勇 忻州市五台县职业中学

王 黛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 丹 长治市沁源县上庄小学

王 芳 太原市迎泽区成成中学 王 霁 山西大同大学

王 婕 山西医科大学麻醉学院 王 蕾 长治市上党区实验小学

王 帅 山西传媒学院电影学院 王 甜 运城市万荣县桥头小学

王 欣 山西省实验小学 王 晔 太原市尖草坪区实验中学

王 银 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花园小学 王春霞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王凤英 太原市小店区小店街道第一初级中学校 王国梅 晋中市太谷中学

王海鸽 长治市上党区宏智中学 王海科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王慧芳 晋中市昔阳县乐平镇东关小学 王可人 山西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

王珊珊 吕梁市交口县第三中学校 王姝婷 临汾市翼城县北关小学

王晓宇 山西省实验中学 王新国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

王学芬 大同市平城区文慧小学 王艳楠 大同市实验中学

王艳艳 大同市平城区机车一校 王燕燕 运城市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



王玉英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王云霞 晋城市阳城县阳城实验小学

卫晓京 山西传媒学院电影学院 卫晓霞 运城市河津市第三小学米家关校区

魏爱萍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魏彩绵 晋城市阳城县阳城一中

温 媛 临汾市临汾一中 乌日嘎 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笑朵 运城市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席冉婷 临汾市翼城县第六中学

相翠红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中学 谢秀丽 运城市河津市铝基地朝霞小学

邢 凯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学院 徐 敏 忻州市宁武县高级中学校

徐浩鑫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学院 许 静 运城学院

许 霞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小学校 许冬霞 运城市彰康中学

许通陆 太原理工大学 许芝铖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薛海芳 吕梁市柳林县实验小学 闫红武 太原市小店区中辐院学校

闫淑琴 太原市小店区太原五中龙城校区 闫亚娟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

杨 辉 运城市万荣县示范小学 杨 茜 运城市永济市开张镇中心学校黄营小学

杨 莹 大同市平城区文兴小学 杨春娟 运城市盐湖区大禹学校

杨桂红 运城市永济市城东街道中心校四冯小学 杨焕峰 太原市迎泽区朝阳街小学校

杨庆林 山西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杨小丽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杨晓丽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 杨晓俐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姚佳彤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 叶金方 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学系

员琳娜 运城市平陆县实验小学 袁 波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原 嫄 临汾会计学校 展瑞萍 山西师范大学

张 涛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张 彤 山西省实验小学

张 玺 运城市平陆县杜马九年制学校 张 亚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学院

张 宇 晋中市榆社中学 张春玲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十三小学

张东宏 山西农业大学 张海娜 运城市永济市开张镇东开张小学

张海珍 忻州市五台实验中学 张红梅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中学

张建敏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中学 张健玲 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小学

张锦芳 临汾市襄汾县第一小学 张锦锦 运城市永济市城东街道中心校侯孟小学

张静慧 大同市阳高县第三中学 张丽萍 运城市河津市实验中学

张丽霞 运城市万荣县城关小学 张娜娜 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西厢小学校

张庆芳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 张瑞令 忻州市河曲县黄河路小学

张瑞瑞 运城河津市第四小学 张少云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张思琦 运城市万荣县通化镇孝原中心小学 张维倩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



张文鸽 运城市万荣县希望小学 张文洁 山西省实验中学

张文艳 晋中市昔阳县示范中学 张夏雨 大同市实验中学

张晓琛 临汾市临汾一中 张晓春 吕梁市孝义市府西街小学

张馨瑜 太原市杏花岭区享堂南街小学 张燕芬 晋城市城区晋城十三中

张逸茹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一小学校 张元平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

张振宇 忻州市五台县职业中学 张志勇 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 静 太原市杏花岭区第十二中 赵 璐 晋中市和顺县滨河学校

赵 钦 山西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 赵翠红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赵宏莲 吕梁市孝义市金晖小学 赵会荣 晋中市和顺县和顺二中

赵晋平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 赵娟娟 大同市实验中学

赵乐乐 大同市实验中学 赵明星 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街小学

赵天民 大同市实验中学 赵艳芳 运城市万荣县南街小学

赵永芬 运城市平陆县洪池初中 郑浩东 山西农业大学

郑淑娟 临汾市临汾并丽艺通职业技术学校 郑旭霞 运城市平陆县圣人涧小学

周兰香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周秋菊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

周影影 太原理工大学 朱翠兰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朱慧婷 山西省太原市雷锋小学 朱旌丽 晋中市祁县昌源小学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优秀组织奖（80个）

大同市教育局 运城市教育局

太原市教育局 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

晋中市昔阳县教育局 晋中市祁县教育科技局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大同市平城区机车一校

大同市市平城区第一小学校 运城市河津市铝基地毓秀小学

晋城市阳城县实验小学 大同市平城区御东第一小学校

晋中市太谷区胡村镇北阳联校 大同市平城区第三十一小学校

运城市河津市铝基地朝霞小学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十三小学校

大同市平城区实验小学校 运城市河津市第四小学



大同市平城区第三十五小学校 大同市平城区第十一小学校

大同平城区第四十二小学校 运城市理想学校

大同市平城区第十七小学校 吕梁市孝义市金晖小学

大同市平城区文慧小学 运城市河津市铝基地太华小学

长治市屯留区麟绛小学校 大同市平城区第三十九小学校六年级

大同市平城区文兴小学校 运城市河津市阳村街道太阳中心小学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一小学校 大同市平城区文华小学校

晋城市城区花园小学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

运城市临猗县示范小学东城分校 吕梁市孝义市振兴街小学校

运城市河津市第三小学 太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

大同市平城区马军营联合学校西河河学校 运城市平陆县西街小学

大同市平城区第三十二小学校 阳泉市郊区巨兴小学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太原市杏花岭区享堂南街小学校

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学 长治市上党区实验小学

运城市河津市赵家庄小学 吕梁市孝义市崇文街小学

运城市平陆县实验小学 运城市河津市刘家堡小学

阳泉市下站小学校 临汾市乡贤街小学校

晋中市榆社县东升小学 吕梁市孝义市府西街小学校

阳泉市平定县第三实验小学校 太原市杏花岭区柏杨树街小学

临汾市翼城县北关小学 阳泉市平定县南关小学

大同市云冈区西花园小学 大同市实验学校

大同市阳高县第三中学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_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晋中市祁县第二中学

运城市河津市柴家中学 运城市河津市实验中学

山西省临汾第一中学校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

山西省榆社中学 运城市彰康中学

运城市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山西传媒学院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 晋中信息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康养学院

长治学院 山西师范大学



2021 年“学宪法 讲宪法”主题系列活动

绘制“宪法主题画”获奖名单

小学组（168 名）

学校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太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 杨鸣赫 李婷 《学习宪法从我做起》

晋中市介休市义棠镇南村小学 降皓轩 杨隆伟 国之根本

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中心小学校 张高浩祺 刘思宇 学法以明道 用法以立身

太原市万柏林区桥西小学校 张卓然 陈芳 学宪法讲宪法

太原市万柏林区桥西小学校 冯永琪 苏宇娟 学宪法讲宪法

长治市长子县东方红小学 郭昱辰 陈露 全家总动员

吕梁市孝义市崇德学校 李墨苒 秦艳玲 《法治中国》

大同市平城区文华小学校 叶世烜 冯翠平 《宪法之诚信文明》

晋中市介休市实验小学 邵心阳 刘羽骥 《守法小卫士》

运城市平陆县张村九年制学校 杨子瑶 张文勇 我们的保护伞

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中心小学校 倪雅薇 刘思宇 宪法精神永传承

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中心小学校 郝艳娇 李春花 学习宪法 从我做起

太原市万柏林区众纺路小学 彭梓钰 周宇晶 学宪法 讲宪法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 刘凌硕 张爱霞 我们一起学宪法

吕梁市孝义市崇文街小学 王章悦 任巧芸 《学宪法》

晋中市太谷区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田天甜 高文丽 《人人学宪法》

吕梁市柳林县第一小学 张一诺 杜宇 《宪法伴我，扬帆起航》

太原市杏花岭区杏花岭小学 宋芊娇 刘京华 法治让生活更美好

太原市杏花岭区北大街小学 王欣怡 臧俊 《我们宪法》

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 刘博文 曹静 宪法与天平

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小学校 韩昊轩 李然 宪法在我心中

太原市杏花岭区享堂南街小学校 李子清 孙艳琴 我们一起学宪法

吕梁市孝义市高阳镇高阳小学 任肖颖 侯卓君 《法伴我成长》

吕梁市柳林县实验小学 张杰峰 李娟娟 《宪法进校园，宪法入我心》

运城市万荣县光华乡西光华村小学 樊舒君 李晓娜 《人民群众的宪法》



太原市杏花岭区北大街小学 霍沛成 成峰 《宪法耀中国》

运城市稷山县西街小学 刘庞博 贾卫梅 宪法伴我成长

运城市稷山县西街小学 张马赫 马阿红 学宪法 守宪法 用宪法

晋中市介休市绵山书院 赵欣丽 张俊英 学宪法 讲宪法

太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 耿惠洋 李婷 《学宪法 讲宪法》

太原市迎泽区滨河小学 武思静 赵凯 我和宪法

晋中市介休市绵山书院 张凯飞翔 任永红 宪法主题绘画

晋中市介休市绵山书院 王梦瑶 侯彩凤 从小学习国家宪法

晋中市介休市绵山书院 宋鸿彬 孙丽丽 我与宪法

太原市杏花岭区杏东小学校 周婉婷 高雪梅 学宪法 讲宪法

晋中市榆次区逸夫小学教育集团三校 王舒瑶 侯志宏 阳光下成长

长治市潞州区五一路小学 王思园 申亚文 宪法在我心中

阳泉市郊区荫营镇联合学校白泉小学 李雪燕 郭瑞珍 《保护环境 遵守法律》

阳泉市郊区文苑小学 张浩洋 李瑶 《我们一起学宪法》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于海玥 李玉珺 《宪法在心中》

阳泉市郊区文苑小学 郑子钰 刘媛 《宪法照亮未来》

阳泉市郊区文苑小学 朱容辛 刘媛 《宪法伴我行》

长治市潞州区王庄第一小学 王珂萱 王育平 宪法伴我长大

长治市潞州区新华小学 张晋歌 宋苏雅 宪法在我心

长治市潞州区五一路小学 马美鲜 闫妍 宪法进校园

晋中市榆次区北大培文晋中实验学校 候颖琪 宋璐利 宪法在我心

晋中市介休市金融路小学 董博羿 雷志壮 宪法主题画

太原市晋源区第六实验小学 党赫凡 刘琪 知法 懂法 守法

晋中市祁县第一小学 张浩宇 赵璟慧 宪法

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小学 吴悠 俞洁 《宪法永远在我心》

运城市永济市城东中心校侯孟小学 王薇然 裴瑞庆 宪法在你我心中

太原市小店区沙河街小学 章嘉文 李洁 与宪法同行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 吕明轩 张政 宪法伴我成长

太原市小店区小店街道二中 郑心怡 王婵君 学法懂法争做好公民

忻州市神池县东关小学校 韩依彤 南治宏 学宪法讲宪法

阳泉市郊区文苑小学 史婧怡 刘媛 《与宪法同行》

晋中市介休市北盐场中心小学校 王远艳 闫凤香 宪法在我心

运城市盐湖区理想学校 雷晴媛 赵湉 《弘扬宪法与你同在 神州飞腾砥砺前行》



临汾市古县城镇小学 张博皓 李小娟 《宪法在我心中》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 郭嘉豪 常浩星 我与宪法

太原市杏花岭区东华门小学校 白路森 石颖贤 学习宪法，从我做起

运城市芮城县阳城中心小学 李佳玲 杨雅婵 宪法进课堂

阳泉市郊区育才小学 梁雨彤 于芳 《宪法保护我们成长》

运城市芮城县阳城中心小学 刘诗涵 杨雅婵 宪法伴我行

阳泉市郊区文苑小学 刘紫梦 李瑶 《我们一起学宪法》

临汾市霍州市赵家庄小学 杨清岩 姚竞蓉 《学宪法讲宪法》

长治市上党区实验小学 常恒宇 段嘉新 学习宪法，从我做起

长治市上党区实验小学 曹博栋 牛志清 宪法伴我成长

长治市潞州区站前路小学 曹嘉欣 公慧枝 宪法伴我成长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道街小学富力分校 张钰涵 李润婕 《手拉手保护家园》

长治市屯留区麟绛小学校 崔舒涵 巩科科 宪法伴我成长

临汾市翼城县北关小学 牛紫涵 景玉玉 宪法护我健康成长

大同市平城区第二十三小学校 马薇然 《学宪法讲宪法》

太原市小店区第三实验小学 麻瑾妍 降兴华 宪法在我心中

太原市万柏林区桥西小学校 宣欣颖 陈芳 学宪法讲宪法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 许译文 王春玲 法眼无边

长治市屯留区麟绛小学校 何晨曦 巩科科 宪法下的我们

临汾市翼城县北关小学 葛张凯 杨健 宪法记心中

长治市潞州区友谊小学 王梦泽 王雨楚 宪法在我心中

临汾市翼城县北关小学 靳子杨 杨健 学宪法讲宪法

晋中市灵石县梁家墕小学 姚梦洁 付苗 宪法-中国一条龙

太原市杏花岭区涧河小学校 程馨月 刘丽娜 学宪法 讲宪法

吕梁市汾阳市禹门河小学 白芝僮 段文娇 《学宪法 讲宪法》

运城市盐湖区理想学校 柴晨蕊 韩笑 《快乐成长》

阳泉市郊区巨兴小学 吕鸿 任晓敏 宪法在我心中

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校 赵一菲 任娟娟 学宪法讲宪法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 马瑾铭 王春玲 宪法伴我成长

太原市迎泽区朝阳小学校 安桐菲 王若琳 学宪法讲宪法

临汾市浮山县文昌实验小学 吴欣颖 段轶丽 《从小学宪法》

运城市稷山县东街学校 杨绍君 郜静丽 国与宪法

临汾市曲沃县杨谈联合小学 贾智旭 陈婕 宪法下的中国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小学 孟圣钛 张江琴 学法守法

山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何允仪 赵毅 《法制在我心中》

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小学 杜灏轩 薛小荣 学宪法 讲宪法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 张昕彤 张政 学宪法 讲宪法

运城市永济市银杏小学校 韩云龙 刘晓霞 宪法在我心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 乔诗凌 孙素萍 宪法进校园 大家一起学习

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中心学校 鲁梦暄 任瑞婷 《携手宪法健康同行》

运城市盐湖区新星学校 牛瑞颖 张运霞 《宪法伴我成长》

运城市永济市育才学校 杨墨涵 王也 宪法至上

运城市盐湖区大禹学校 张焯雅 王雅琳 《宪法精神》

长治市潞州区上南街小学 张熙苑 霍世豪 宪法伴我行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 栗鹏皓 王佳 知法 学法 守法

长治市潞州区新华小学 王诗诺 宋苏雅 宪法如光芒

太原市杏花岭区东华门小学校 窦子童 石颖贤 学习宪法，从我做起

太原市万柏林区凤凰双语小学 赵憬研 王璐 《宪法在我心中》

晋中市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马晨骁 成丽红 《宪法之光》

太原市杏花岭区五一富力分校 王雅萱 杨颖 宪法照我心

太原市晋源区第五实验小学校 郝嘉艺 郭丽君 宪法绘画

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街小学 王小溢 张靓靓 争做宪法小卫士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中心校 李娅楠 李亭 人民的幸福离不开宪法的保障

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小学 张恩铭 周科 宪法在我心中

太原市小店区小店街道二中 张瑾玉 王婵君 以宪为纲知法守法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 郝晨宇 王佳 宪法伴成长，教育从小抓

临汾市解放路小学 郭哲聿 范荣 《学宪法》

太原市晋源区第六实验小学 李艺 崔芙蓉 宪法在我心中

长治市上党区苏店学校 杜晨希 密亚楠 法治中国梦

长治市潞州区五一路小学 付子涵 申亚文 我是宪法小卫士

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小学校 苏雅宁 李俊梅 《祖国的辉煌》

晋中市介休市介休三中 曹钰哲 阴元红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晋中市介休市北坛小学 王一丁 李雪 宪法伴我们成长

运城市永济市育才学校 李卜玉 王也 弘扬宪法精神

运城市垣曲县城东小学 赵轩崎 赵欣 宪法如伞 保护你我

晋中市介休市绵山书院 温颜绮 晋卫桃 宪法



晋中市太谷区太谷实验小学 庞佳淇 范雅玲 宪法大树

太原市杏花岭区中涧河乡联校东涧河小学 王雅婷 邹芬 《爱国宪法》

晋中市太谷区太谷师范附属小学 连轩毅 张庆 《法治中国》

长治市潞州区新华小学 欧阳瑜曦 宋苏雅 宪法精神

晋中市介休市绵山书院 陈雨禾 张桂珍 我是宪法小老师

晋中市介休市绵山书院 张梦姝 李晓丽 我们的守护神

临汾市解放路学校 郑宇恒 董娜 《以宪为纲 与法同行》

太原市晋源区第六实验小学 侯皓辰 崔芙蓉 法治让生活更美好

晋中市昔阳县留庄小学 李佳鑫 王丰 国之重器-宪法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温煜卓 段美珍 宪法世界

长治市潞州区建东小学 袁子淇 康琦 树立宪法权威

晋中市介休市实验小学 张峥鑫 陈晓红 《学宪法》

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校 赵欣彤 任娟娟 学宪法讲宪法

太原市杏花岭区五一路学校 胡屹瑶 王晶 红领巾在宪法下成长

运城市盐湖区大禹学校 马舒溪 闫雅妮 《红色记忆》

太原市杏花岭区后小河小学校 荣子欣 任晓芳 宪法伴我成长

运城市垣曲县城东小学 程大钊 赵欣 重拳出击 惩奸除恶

运城市临猗县银星学校 陈姿凝 周亚萍 《弘扬宪法精神》

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中心小学校 贾凝璇 刘思宇 学宪法 伴成长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七小学校 邹惠伊 杜淑艳 《宪法在身边》

长治市潞州区五一路小学 马羽畅 闫妍 学习宪法·传承宪法精神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一小学 王硕迎 张英霞 《宪法》

长治市潞州区站前路小学 杨晨淼 公慧枝 说宪法，讲宪法

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小学校 付壹帆 杨丽华 《治国安邦》

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小学校 孟庭煜 李俊梅 学宪法 讲宪法

晋中市介休市文峰小学 郎丽瑾 马学婷 宪法伴我成长

阳泉市郊区育才小学 余果 赵琪 《宪法在我心中》

迎泽区文新小学校 李译铭 余皓彤 宪法伴我成长

晋中市榆次区经纬小学教育集团一校 王一诺 马翠红 法之荣光

吕梁市孝义市金晖小学 张孝涵 郭璐 《向着宪法敬个礼》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 卢宸宇 张爱霞 宪法伴我成长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 原轶楠 孙素萍 宪法在我心中

晋中市祁县迎宾西街学校 崔耕硕 赵春艳 宪法主题绘画



太原市晋源区第五实验小学校 李泉增 杜苗苗 宪法代代传

晋中市介休市实验小学 孟永堃 冯珍 《知法守法》

晋中市榆次新城区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学校 聂瑜宣 孟彦君 宪法印象

吕梁市孝义市梧桐新区金晖小学 武义媛 郭璐 《宪法指引着我们》

晋中市榆次区经纬小学教育集团一校 高靖欢 左丽红 宪法

运城市河津市太华小学 马润楠 余冰娟 宪法在我心中

晋中市介休市绵山书院 瞿诗滢 高慧 宪法主题绘画

运城市永济市育才学校 李田桐 王也 宪法强国

晋中市榆次区张庆乡中心小学 王艺菲 张智丽 明德崇法，笃行致知

晋中市灵石县第二小学 王晓琪 王心刚 白鸽送情学宪法

太原市迎泽区太原市盲童学校 赵馨彤 任丽琴 遵守交通规则

初中组（48名）

学校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晋中市灵石县第三中学 王钰卿 裴娟 宪法记心中

运城市盐湖区理想学校 雷蕊阳 李宁 宪法伴我行

长治市潞州区华福学校 路梓越 刘建玲 学宪法讲宪法

运城市盐湖区理想学校 赵辑锴 李宁 《宪法在我身边》

临汾市汾西县第三中学校 任桂圆 蔡芳 《学宪法用宪法》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文正炫 王娟 《宪法于我心》

朔州市怀仁七中 齐文玥 李昊郡 宪法在心中

晋中市榆次区什贴中学 韩林娜 刘慧 敬礼宪法

运城市永济市城西初级中学校 杨欣博 张瑞军 宪法保卫人民

晋中市灵石县第四中学校 裴晶羽 杨静 宪法在我心中

晋中市榆次区大唐现代双语学校 李映彤 王国艳 宪法的光芒

长治市潞州区华福学校 曹诗琦 虢思驿 爱宪法·讲宪法

长治市潞州区第八中学校 张泽文 寇晓林 宪法护我们周全

太原市迎泽区五育中学 赵亿妍 郭翔宇 学宪法讲宪法

大同市平城区第十三中学校 李响 石雅奇 《宪法传万家》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李想 王娟 《宪法·未来》

太原市小店区中辐院学校 胡子月 刘其 治国安邦

晋中市榆次区大唐现代双语学校 范诗彤 王国艳 宪法在心中

晋中市祁县职业中学 吴健昕 秦丽敏 宪法



晋中市太谷区阳邑乡中学 石浩玉 师媛 我们一起学宪法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初级中学校 李佳燚 曹婷 宪法伴我成长

晋城市城区中原街中学 郭原源 张梦玉 宪法入我魂 法治入我心

运城市永济市实验中学 赵锦钊 卫炜 无微不至

晋中市灵石县第三中学 刘诺含 宋晓桃 法育未来

太原市杏花岭区平民中学 崔悦欣 边艳蓉 学宪法讲宪法

朔州市怀仁七中 李思璇 贺玲 学宪法 讲宪法

晋中市介休市第二中学校 梁贤钰 任桂园 弘扬宪法精神

朔州市怀仁七中 孟靖芸 贺玲 宪法--国之根本

太原市小店区第三中学 白诗涵 雷娟 学宪法讲宪法

太原市迎泽区五育中学 庞鑫悦 郭翔宇 学宪法 向朝阳

太原市迎泽区五育中学 王奕轩 郭翔宇 宪法护佑全人民

晋中市榆次区大唐现代双语学校 刑琢妍 王国艳 法治宣传

太原市小店区第三中学 郑旭岑 雷娟 宪法在我心

运城市盐湖区大禹学校 杨轶涵 王雅琳 《华公法》

太原市迎泽区五育中学 张可馨 郭翔宇 弘扬宪法精神

太原杏花岭区平民中学 任怡帆 王媛 宪法引领未来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孟凡玲 王娟 《日新月异》

长治市第八中学校 张晓琳 刘荣 宪法照华夏

运城市盐湖区大禹学校 翟翊如 王雅琳 《宪法在我心中》

太原市小店区中辐院学校 王铂采 刘其 《宪法伴我行》

太原市杏花岭区平民中学 闫芹萍 刘佳 学宪法跟党走

运城市盐湖区实验中学 李柯蓉 姚晓红 《学宪法，讲宪法》

长治市沁源县沁河中学 武子玉 刘书琴 全民学宪法，护航新时代

长治市潞州区华福学校 李韦仪 王慧慧 宪法在我们心中

运城市平陆县张店初中 何沂璇 郭甜甜 《学宪法》

太原市杏花岭区第一中学校 李佳慧 高晓卿 《宪法改变人民生活》

运城市永济市实验中学 朱思潼 卫炜 宪法在我心中

朔州市怀仁七中 常思雨 李志 弘扬宪法精神

高中组（29名）

学校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临汾市尧都区临汾会计学校 赵心莹 巨虹 《宪法里程》



太原市阳曲县青龙镇致远实验中学 郝艺荃 任静涵 《宪法圣地——宪法主题公园》

太原市迎泽区第三十中学校 刘家齐 王春波 《宪法中国》

晋中市榆次区大唐现代双语学校 锦瑟无端 王凤 宪法护山河

晋中市灵石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张雨芬 李莉莉 宪法走进千家万户

晋中市灵石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任美茹 李莉莉 学法 懂法 守法

忻州市定襄县宏道中学 李鑫羽 宋恋美 学习宪法

忻州市定襄县宏道中学 赵曼淇 宋恋美 学习宪法

太原市杏花岭区师爱中学校 郑彧涵 赵菲 弘扬宪法精神

阳泉市郊区荫营中学校 任思涵 荆素花 《宪法至上》

朔州市怀仁云东中学 苏昱豪 李小梅 《民与法》

晋中市昔阳县中学校 李钊星 李丽珍 《宪法》

太原市迎泽区第三十中学校 武嘉欢 马蓉 《宪法绘山河》

太原市小店区第一高级职业中学校 王念珠 黄艳华 知法行法

运城市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赵林楠 罗睿丽 宪法

运城市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裴佳鹏 罗睿丽 《弘扬宪法》

太原市迎泽区第三十中学校 申远泱 王建华 《学习宪法》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中学校 常叶帆 张妮妮 宪法至上

大同市云冈区博盛中学 梁嘉文 刘洪宇 《宪法宣传画》

长治市第一中学校 申可言 宋宇鹏 宪法落在心中

运城市盐湖区盐化中学 马子晗 阳鑫 我的小飞毯

运城市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韩汪汾 罗睿丽 法治中国

运城市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唐陆莹 罗睿丽 宪法至上

太原市迎泽区第三十中学校 章诗函 王春波 《中华宪法日》

太原市迎泽区第三十中学校 王宇玘 王建华 《学习宪法，感受社会》

太原市万柏林区第六十五中学 吕志鹏 孙玺 宪法藏古今，聚天地精华

太原市万柏林区第六十五中学 邢思颖 孙玺 明德崇法

晋中市灵石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尤心悦 李莉莉 宪法在心间

太原市杏花岭区山西省城乡建设学校 白一鸣 程丽 学宪法讲宪法手工刻刀画

鼓励奖（2名）
学校名称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太原市迎泽区太原市盲童学校 李宏斌 任丽琴 遵纪守法 保卫和平

太原市迎泽区太原市盲童学校 李星仪 任丽琴 探索宇宙奥秘 保卫祖国和平



2021 年“学宪法 讲宪法”主题系列活动

拍摄“我与宪法”微视频获奖名单
小学组

一等奖（1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阳城县第二小学校四（1）班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校

二等奖（4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向校园欺凌说“不” 阳城县第二小学校四（4）班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校

校园选举风波 阳城县第二小学校四（5）班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校

真情 伊韶婷 运城市平陆县西街小学

宪法就在我身边 代议霄 临汾市南街小学校

三等奖（8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遗失物的法律责任 阳城县第二小学校四（2）班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校

我与宪法 张展硕 晋城市阳城县实验小学

我与宪法 杨斯涵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校

宪法与国旗 孙丹 太原市万柏林区建筑北巷小学

不上你的当 张皓翔 临汾霍州市赵家庄小学一、六班

我与宪法 刘喜悦 晋城市城区颐翠小学校

学宪法 讲宪法 全体学生 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学

学宪法 讲宪法 张梓琦 临汾市实验小学

优秀奖（18）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我与宪法 刘益豪、刘思源、王浩宇 晋城市阳城县（区）町店镇大宁学校

小楚的心事 夏县第二示范小学 运城市夏县第二示范小学

宪法国之根本 少年国之未来 孟贾云心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宪法伴我成长 谢晓园 张敏迪 运城市万荣县通化二小学

我要上学 姜炳良 李晟睿 晋中市寿阳县城内小学

我与宪法的故事 张雨嫣 太原市晋源区第五实验小学

宪法伴我们成长 任嘉鑫 阳泉郊区巨兴小学

宪法伴我们成长 崔善婷 忻州市第十二中学

宪法在我身边 张茜 晋城市阳城县西河乡中心学校

宪法在校园 梦想起航团队 运城市垣曲县（区）新建小学

宪法妈妈保护你 秦宇楠 孙巧娜 刘爱凤 太原市万柏林区建筑中巷小学

银行卡里的钱哪去了 李政谕 晋城市阳城县第三小学

宪法伴我们成长 段纯中心小学 晋中市灵石县段纯镇段纯中心小学

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 成怡静 临汾市南街小学校

宪法伴我行 宋佳怡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我与宪法 贾伊彤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我与宪法 王诗淇 忻州市第十二中学

对欺凌说“NO” 武福龙 武慧祥 忻州市五台县神西中心学校

二等奖（5名）

初中组

三等奖（8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宪法无处不在 NTS 团队 长治市潞州区清华中学校

校园说法
李爱红、樊王素媛、栗嘉颖、程凯杰、

李昕镁、郭晓停
太原市小店区中辐院学校

宪法如影 伴我前行 罗智峡 忻州市五台县东冶镇沱阳中学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我与宪法的故事 张丁丹 运城市万荣县（区）示范初级中学学校

“我与宪法”微视频 赵泓杰 太原市师爱中学校

与宪法同在 张可艺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宪法 孔祥瑞 临汾市翼城县第六中学

宪法进校园 东寨中学学生 忻州市宁武县东寨中学



宪法之重 祁慧敏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宪法就在你我身边 王思尧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我与宪法 弓中杰 长治市襄垣县五阳矿中学

我与宪法 杨泽静、秦娇玲、李云霞 临汾市古县第三中学

我与宪法 把盏组 长治市潞州县清华中学校

优秀奖（12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我与宪法 常钰浩 太原市成成中学

你好！宪法 刘雨鑫 晋中市和顺县和顺县第二中学

我与宪法 拒绝校园暴力 樊奇林 太原市成成中学

远离校园欺凌 胡睿鑫 运城河津市小梁初中

宪法宣誓活动 北义井中学八（二）班 忻州市忻府区北义井中学

我与宪法 马梓涵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我与宪法的故事 何强 临汾市翼城县第六中学

宪法伴我成长 七年三班学生 太原市小店区中辐院学校

美好人生 宪法同行 邢蕊 忻州市定襄县智村学校

宪法小剧场 高矮胖瘦队 长治市潞州区清华中学校

向校园欺凌说不 张璐 长治市沁源县冯村博爱学校

以宪为纲 知法守法 李嘉欣 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高中组

一等奖（1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焊接”未来 冯娟 董岩军 李浩洋 运城市平陆县平陆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二等奖（4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与“宪”同行 毋利英 赵歌 李金煊 晋城市市区晋城一中

我不是校“爸” 崔子寒、孙笛嘉、王晨欣 长治一中



向校园霸凌说 NO 会计综合班 吕梁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学宪法 讲宪法 高一 1 班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三等奖（8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学宪法 讲宪法 李紫嫣 晋城市阳城二中

我与宪法 程全顺、姜明仙、张晓燕 太原市第五十九中学校

我与宪法 马彦波 张旭东 运城市盐湖县（区）晋南综合职业技术学校

知法守法 与法同行 社文艺术 2班 吕梁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学习宪法 做文明少年 穆军兆 杨辉 运城永济市涑北中学

诚实，我快乐 郭星雨、李嘉滢 长治一中

《我与宪法》禁毒宣传 623班团队 长治一中

宪法在我心中 353班 晋城市阳城二中

优秀奖（8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壹陆捍卫 高一年级 616班 长治一中

我与宪法 高一部分学生 运城市河津第二中学

“毒”在身边 幺八参赛团 长治一中

学宪法，懂宪法 弘艺 201班 吕梁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学宪法 讲宪法 高一 4班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我与宪法同行 魔王军团 长治一中

宪法在身边 王妍君 忻州五台实验中学

学宪法 讲宪法 杨晗曦 晋城市阳城二中

高校组

一等奖（2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我与宪法的一天 太原理工大学晋阳书院团学组织第二剧组 太原理工大学

萤火
李文清 寇雯萱 罗永玥 郝爽 贾

思田 刘金辉 姜畅容
山西传媒学院



二等奖（4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扫黑除恶 《扫黑除恶之智新村篇》制作团队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假警察，真陷阱 青萃法治微电影队 太原理工大学

我与宪法 刘志德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宪法在身边 沟沟 Boys 山西警察学院

三等奖（8）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宪法伴我同行 212小分队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我的幸福与责任 师境辰 郑蓉静 李昊蔚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我与宪法 21 级警务指挥与战术区队 山西警察学院

共建法治社会 共享文明校园 张超、王晋硕、王睿姝、李澍晨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和平小镇 二九影视 太原理工大学

上学 逐梦向光队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我与宪法
杨佳奇 宋杰宇 赵悦 田

佳莉 徐浩旸 朱晓瑞

阳泉市郊县（区）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学校

宪法守护 史卫民 刘宝桢 焦雅明 田伟 山西师范大学

优秀奖（10）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宪法在我身边 栗子涵、李爽、张璐垚、李婷婷、耿仁钰 山西传媒学院

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2136花园宝宝队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抵制校园欺凌 文武阁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宪法 关宁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逃逸口罩 人间清醒组 山西传媒学院

笃行宪法，从我做起 赵景翔团队 太原理工大学

学宪法 讲宪法 从我做起 白云飘 太原理工大学

我和宪法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团委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我身边的宪法 这太理谱 太原理工大学

“宪”与你同在 柴洪行 练宇璇 山西传媒学院



教师组

二等奖（5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读《宪法》万遍不倦，

爱《宪法》一生一世
邸凤茭 运城万荣县张薛小学

学法 知法 守法 兰波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二小学校

保护少年的你 常蓉 晋城市城区开发区街道办事处茶元小学

我与宪法 杨凯、张国亮、薛朋 运城市万荣县（区）裴庄初中学校

我与宪法的故事 贺钰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三等奖（5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宪法在，美好就在 姜艳华、张丽芳、刘肖君 晋中市寿阳县滨河第二幼儿园

宪法进行时 刘彤彤 王乐 运城市万荣县实验幼儿园

我与宪法 杨会霞、韩凌燕、刘小安 太原市晋源区武家寨中心小学

宪法伴我行 刘瑶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二小学校

我与宪法 要转转 太原市晋源区第六实验小学

优秀奖（7名）

作品名称 参赛者 单位名称

“我与宪法”微视频 潘婕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二小学校

宪法与我同行 段晓荣 运城市万荣县（区）汉薛小学学校

宪法就在我们身边 李博 临汾市安泽县文洲小学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张改文 运城市万荣县示范初级中学

宪法伴我成长 徐茵茵 运城市万荣县实验幼儿园

宪法为我们成长保驾护航 杨菁 太原市尖草坪区兴华街第二小学

我与宪法共成长 张丽君、薛娜、乔佩丰 运城市万荣县蓝月亮双语学校



优秀组织奖（22个）

晋城市城区颐翠小学校 山西传媒学院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校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山西警察学院

临汾市南街小学校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市第七中学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太原市成成中学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市小店区中辐院学校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长治市潞州区清华中学校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晋城市阳城二中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吕梁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二小学校

长治一中 运城市万荣县实验幼儿园



2021 年“学宪法 讲宪法”主题系列活动

传唱宪法主题歌曲获奖名单

小学组（59个）

院校名称 指导老师

晋城市城区凤凰山矿小学校雏鹰合唱团 毋彩云、酒丽娟

吕梁市柳林县实验小学六年级八班 郭妮、杜勇琴

阳泉市平定县实验小学校小百灵合唱团 胡志军、赵翠平

运城市河津市第五小学小太阳合唱团 谢悦琦

晋城市城区凤台小学花儿朵朵合唱团 唐清

晋中市介休市新华小学 韩丽军、卢向蓉、王春瑜

临汾市侯马市平阳小学小百灵合唱团 尹增杰、杨晓冬

吕梁市汾阳市西河小学梦之声合唱团 王雅莉、贺小燕

太原市万柏林区凤凰双语小学音为有你合唱团 赵亚瑞、王燕

长治市潞州区新华小学 杨东晓

运城市盐湖区理想学校红领巾合唱团 王茜、张忠玲

晋城市阳城县第二小学校蓓蕾合唱团 裴燕飞

吕梁市孝义市金晖小学扬声合唱团 杨丽琴、李明亮

晋中市太谷区太谷师范附属小学春苗合唱团 刘芳芳、侯文慧

太原市小店区八一小学 Rainbow童声合唱团 王雪英、王振浩

临汾市霍州市赵家庄小学小百灵合唱团 王芳、邓芳

运城市稷山县西街小学乐享合唱团 赵晨璐

运城市临猗县西关小学海鸥合唱团 吴帆、陈佩瑶

运城市平陆县实验小学星·梦合唱团 王策澜、王苗云

临汾市尧都区解放路第三学校芳草园合唱团 李振霞、张萌

长治市潞州区长钢小学校天音合唱团 王燕

长治市潞州区长治市第十二中学校追梦合唱团 马健蔚、王芳

运城市盐湖区解放路第三小学小百灵合唱团 陈琳、李志亭

太原市杏花岭区后小河小学校 义洪霞、郭瑞

运城市垣曲县七一小学四（6）班 郭阿玲、韩珍

大同市平城区第四十二小学校小百灵合唱团 周秀琴、王海霞

太原市杏花岭区北大街小学小百灵合唱团 李丽、苏栩瀚

太原市杏花岭区东华门小学校东华小百灵合唱团 杨宪梅



临汾市侯马市建工路学校露荷之声合唱团 苏学娟、马小红

吕梁市孝义市振兴街小学校晨曦之声合唱团 刘宁、成潇、陈中菊

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南巷小学校天籁之声合唱团 杜晓霞

晋中市祁县东观小学春天少年合唱团 马翔、高鹏芸

晋中市太谷区东关小学校风笛合唱团 赵玉丹、孙璐

运城市万荣县通化二小学校爱乐合唱团 黄伟康、柴敏

大同市平城区文兴小学校乐动百灵合唱团 张霞、王润花

晋城市阳城县西河乡中心学校和美合唱团 王爱霞、王迪雅

长治市实验小学校春之声合唱团 王艳艳、殷珊娟

长治市襄垣县五阳矿小学小太阳合唱团 路琼、曹艳芳

忻州市忻府区七一路小学六年二班 高美英、王蕊

太原市小店区中辐院学校成长之声合唱团 张晓芳、王蕾、巩琪

忻州市五台县坪上小学坪上小可爱合唱团 代宏瑞

太原市杏花岭区实验小学小百灵合唱团 武莉、郭力平

运城市万荣县示范小学 丁佳、杜晓波

晋城市城区第三小学校合唱队 张璐、王洁

长治市上党区城南小学晨曦合唱团 闻嘉丽、苗慧芳

长治市潞州区上南街小学校毅光年合唱团 王立群、冯明琴

运城市河津市第六小学 柴晶、张妮

晋城市城区西城小学音你而来合唱团 赵剑、闫丽丽

太原市尖草坪区第二实验小学校追梦合唱团 苏风娇、赵慧茹

晋城市沁水县实验小学 王鹏飞、李娜

临汾市尧都区第一小学金梦合唱团 景敏、刘姝麟、毛燕

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小学春之声合唱团 张莉、韩佳宇

运城市平陆县西街小学天使合唱团 王茜

晋中市太谷区胡村小学校玉兰之声合唱团 王丽

太原市杏花岭区大东关小学漂流合唱团 格雪薇、刘锐

长治市长子县鹿谷小学鹿鸣合唱团 冀红文、卢婵婵

运城市永济市电机小学校梦飞扬合唱团 范潇蓉、樊海燕

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路第二小学校彩虹合唱团 田彩虹

临汾市侯马市紫金山街小学 白俊婷、王爱灵



初中组（8个）

院校名称 指导老师

晋中市榆次区北京新学道晋中书院追梦合唱团 王越

太原市小店区第三中学校东方天籁合唱团 李丽峰 董琪

运城市盐湖区理想学校 Singer合唱团 杨俊霞、崔欢

运城市万荣县解店一中梦想女生合唱团 张清婵

运城市永济市城北初级中学校追梦合唱团 李晓庆

临汾市乡宁县实验中学 188班 刘瑞芳、陈淑萍

太原市杏花岭区第五中学校梦之声合唱团 魏莉

吕梁市离石区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班 王彦博、郝佩佩

高中组（8个）
院校名称 指导老师

大同市平城区大同市实验中学 卜文婷、冀朝红

晋城市阳城县阳城二中乐艺合唱团 吉君芳、刘丽娜

临汾市尧都区山西省临汾会计学校会校之声合唱团 张妮娜、白承钢

临汾市侯马市职业中专学校星光合唱团 郭建光、康鹏

运城市垣曲县垣曲中学灵动合唱团 苏思远、张甜甜

运城市盐湖区运城市彰康中学阳光合唱团 荀婉璐

晋城市阳城县职业高级中学校晨曦合唱团 石垒

长治市潞州区长治市第八中学校春之韵合唱团 段琳莉、靳青青

高校组（10个）
院校名称 指导老师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陈琳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青年合唱团 李华

运城学院银湖之声合唱团 王维娜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贺莉、牛婧

山西警察学院合唱团 李敏

长治医学院大学生合唱团 刘晓光、司志强

太原理工大学大学生艺术团声乐队 王牌、黄文韬

山西传媒学院表演学院 19 级音乐表演一班 李霞、李健群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社会主义接班人合唱团 田鹏

忻州师范学院合唱团 王琛、刘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