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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北京师范大学“风逸文学奖”

全国中小学生作品征集活动获奖结果的公示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征

集原创文学作品，来自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的学生积极参与

了本次活动。“风逸文学奖”工作组秉承“谨严、公正”的评选原则，经初评、复评最

终选出获奖作品 56 篇，并综合学生稿件质量与数量评选出优秀指导教师 37 名，优秀组

织 29 个。

公示期为 2022 年 6 月 8 日-6 月 15 日，凡对上述公示情况有疑义者，请及时向“风

逸文学奖”中小学评选工作组反映。

联系方式：座机 010-58800528 手机 16710154776

附：2022 年“风逸文学奖”全国中小学生作品征集活动获奖结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2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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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风逸文学奖”全国中小学生作品征集活动获奖结果

一、获奖作品

组别 等次 作品 作者 学校

小学

新诗

二等奖 《走进一首诗》 陈芊羽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三等奖 《假如我是一只猫》 梁云皓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

入围奖

《瞳孔里的春天》 付梦涵 河南省新密市市直第二小学

《西瓜的心》 王钰涵 河南省新密市市直第二小学

*经评委组慎重讨论，最终决定本组一等奖空缺。

初中

新诗

一等奖
《一顶草帽被春天的

槐花砸伤》
吕子童 河南省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二等奖
《观察梦的 13 种方

式》
李星宇 北京市朝阳区一土学校

三等奖 《木偶》 王扬希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入围奖

《遗忘在图书馆》 陈超越 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学校

《当星星坠向我

的时候》
李子欢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英德实验学校

《暮色》 王扬希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中

新诗

一等奖
《阿尔茨海默症

的新定义》
马晨阳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二等奖 《黑羊》 李荣臻 甘肃省兰州市第五十九中学

三等奖 《我听到了水的声音》 杨雲淞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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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

《指头》 马晨阳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胡同尽头的海》 马晨阳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石神》 刘小川 河南省实验中学

《月》 陈纤黛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

《在世界的一隅》 商亦儒
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

（高中）

小学

散文

一等奖 《故乡，那抹红霞》 黄仕泽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二等奖
《藏在时光里的

冻米糖》
李卓毅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

三等奖 《爷爷的毛笔》 甘袁西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入围奖

《我是一只贝》 鲁馨瞳 吉林省吉林市万达实验小学校

《初夏的风》 魏黎煊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窗外》 龚晨汐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初中

散文

一等奖 《家》 尹一诺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

二等奖 《祖父的土地》 胡科均 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朱红门下》 王荟瑾 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

入围奖

《清明的雨》 王士秀衣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老城不老》 钟意 北京市一零一中学（圆明园校区）

《心灵的步伐》 刘旻昊 河南省信阳市第七中学

《灯》 林卓烨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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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竹节草》 刘知仪 重庆市南渝中学校

高中

散文

二等奖 《芒果树下》 吴家博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英德实验学校

三等奖 《记忆·大地》 高子尧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入围奖

《山民水裔》 李天阳
广东省深圳外国语（集团）

龙华高中部

《三爷爷的橘子酱》 龚春卫 贵州省凯里市博南高级中学

《小城大院》 程铭桦 河南省实验中学

《代替》 周思琪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冈中学

*经评委组慎重讨论，最终决定本组一等奖空缺。

小学

短篇

小说

一等奖 《神奇的抽水马桶》 曲薪凝 吉林省吉林市万达实验小学校

二等奖 《荒野食客》 秦子溪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三等奖
《地球末日，艺术永

恒》
贾斯尧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入围奖

《白水星美食记》 夏天浩 安徽省合肥市锦绣小学

《跨越》 马紫恒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污血》 李轩宇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初中

短篇

小说

一等奖 《马》 薛皓月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二等奖 《不语者》 陈婧媛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荣根学校

三等奖 《秀才与狼》 詹亚衡
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

（初中）

入围奖 《爱菲斯之狗》 王扬希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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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雨》 姜沐含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

《小鱼钓猫》 周欣雨 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学校

《一条名门望族的狗

——托托尔》
李星宇 北京市朝阳区一土学校

高中

短篇

小说

一等奖 《哑莺》 鄢圣喆 湖北省仙桃中学

二等奖 《十二注梨汤》 张济显 河南省郑州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银河公务员》 庹佳琪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入围奖

《许风过》 杨博皓 河南省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美丽新世界》 纪文宝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

二、优秀指导教师奖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指导教师姓名 学校名称

陈慧娴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英德实验学校

陈闪英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英德实验学校

丁善澍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

丁子涵 北京市朝阳区一土学校

杜婷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

冯娜 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学校

高怡喆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韩志慧 吉林省吉林市万达实验小学校

郝成燕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何 岚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何萍萍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冈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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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莉丹 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学校

胡可俐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梁清华 河南省新密市市直第二小学

林丽 河南省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刘秋琴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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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信阳市第七中学

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学校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

吉林省吉林市万达实验小学校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实验中学

陕西省西安市铁一中曲江第一学校

上海市松江区岳阳小学

特别鸣谢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晨光基金

大成国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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