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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我的太空梦”主题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一、小学组

一等奖（共 5 名）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 五彩星空——少年中国说 李弘毅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大产小学

2 恒 杨牧晗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实验小学

3 太空梦 黄欣如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范阳小学

4 梦游太空 叶梓萌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田头小学

5 我捕获了一颗星 黄 骞 福建省三明市陈景润实验小学

二等奖（共 10 名）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 宇宙之美 杨丹睿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上蔡小学

2 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李明宸 福建省三明市陈景润实验小学

3 梦太空 陈梓玲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马洋溪中心小学

4 放飞梦想 遨游太空 涂锦相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

5 我的太空梦 周 彤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

6 用心浇灌明日航天之花 戴宇巽 福建省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7 矢志航天 砥砺前行 林铭浩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云陵第一小学

8 中国梦航天梦 林玉婷 福建省福州市罗星中心小学

9 一只流浪狗的太空梦 叶永智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马洋溪中心小学

10 我的飞天梦 洪可涵 福建省漳州市高新区颜厝中心小学

三等奖（共 20 名）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 寻找我的家 朱 弘 福建省漳州市高新区九湖中心小学

2 寻觅太空的烙印 许若琳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实验小学

3 风筝 航模 航天梦 叶 彤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

4 我的航天梦 郑宇煊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实验小学

5 永不止步 林雨霏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石码第二中心小学

6 梦游太空——我的太空梦 林佳言 福建省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迎宾分校

7 我的太空梦 潘佳琦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实验小学

8 上青天揽月，于太空会友 余可馨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范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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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想…… 王鑫宏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八一希望小学

10 一场太空梦 陈钰轩 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九湖中心衍后小学

11 太空梦·赤子心 林恒毅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石码中心小学

12 空中繁星，皆为你闪烁 范敏怡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实验小学分校

13 未来的太空 吴有佳 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14
最后的希望（sheet

anchor）
范苑熹 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15 火星泥土，我爱你 陈鸿睿 福建省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

16 我的太空梦 叶灵犀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实验小学分校

17 我的太空梦 陈志达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实验小学

18 星汉灿烂，“贝”游其中 谌星贝 四川省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清水河分校

19
当我在星际遭遇不测，爸

爸却让我回忆红军长征
陈熙元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小学

20 仰望星空 唐文虎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浮宫镇下圳小学

二、初中组

一等奖（共 5 名）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 我的太空梦 王安琪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文华学校

2 航天三曲 林品希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3 追逐繁星 李以欣
福建省漳州市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海滨学校

4 天 张宇航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秀山初级中学

5
泱泱华夏文明，写入九天

星河
魏 洁 福建省福州市三牧中学

二等奖（共 10 名）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 绿瞳计划 李佳航 辽宁省大连市嘉汇中学

2 我的太空梦 郑泽华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第二华侨中学

3 少年梦，我的中国梦 苏程程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4 浩瀚星辰，逐梦前行 吴 仪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5 仰望星空 江梓源 福建省福州市三牧中学

6 梦太空 鲍馨蕾 福建省福州市三牧中学

7 星空下的梦 陈宇恒 福建省福州市三牧中学

8 我的太空梦 陈家俣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第一中学

9 航天·探索·传承 李懿航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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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空绮梦 林娴梓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共 20 名）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钱林暄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2 满船清梦压星河 黄钰涵 福建省福州市三牧中学

3 浩瀚太空，国之大梦 陈涵 福建省福州市三牧中学

4 追空梦 林泽怡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5 神游太空 茅灵曦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第二华侨中学

6 到太空看看 陈诗雨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7
千里贺梦，万里今朝——

致太空梦
肖宇晨 福建省漳州市华侨中学

8 再次相遇 代一涵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文华学校

9 我的太空梦 姜北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文华学校

10 嗨，我是新一代太空巴士 陈彦臻 四川省成都市第三十三中学校

11 星空梦 陈彦璇 福建省福州市三牧中学

12 今天的梦想，明天的现实 李筱璐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13 我的太空梦 陈惠敏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秀山初级中学

14 我的太空梦 林碧蓉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秀山初级中学

15 我的太空梦 朱冰洁 福建省福州市三牧中学

16 太空幻想 许添铖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17 我的梦 刘子路 北京市北京一零一中矿大分校

18 梦于星辰 陈泽宇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19 盛一叶梦想之韵赠流年 黄诗娜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20 我的太空梦 李儀萱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秀山初级中学

三、高中组

一等奖（共 5 名）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

传承“问天”精神，求索

“瀚宇星辰”
方 旭 福建省莆田市第二中学

2 畅游苍穹 逐梦九霄 蔡晨菲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3 明明如月，吾乘梦往矣 施菲妍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4 哺宙谈 张舒尧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5 欲上青天揽明月 林月鸿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港尾中学

二等奖（共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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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 绝路逢生 陈伊桐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第一中学

2 大国航天，扬帆起航 张 腾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元光中学

3 平行时空，逐梦星辰 许博众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

4 驶向奇点 郑羽婷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5
弘扬航天精神，实现民族

复兴
严 睿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6 星辰 叶蔡洋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第一中学

7 自燃 苏毓嘉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8 一抹橘红 吴雨欣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9 勇者无惧 林锴妮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10 追光 高凯彬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程溪中学

三等奖（共 20 名）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1 无垠之旅，以梦为马 周徐珏 福建省漳州市第一中学

2
探索宇宙，冲破迷雾——

我的太空梦
王舒琪 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第一中学

3 那一场墨蓝色的梦 薛佩莹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第一中学

4 在地球仰望星空 杨懿凌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第一中学

5 承百年基业，探瀚宇星辰 卓名昊 福建省莆田市第二中学

6 寻光 洪陈方洁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第一中学

7 蔚蓝星球 陈奕霖 福建省莆田市第四中学

8
弘扬航天精神，共创太空

梦想
吴 霞 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第一中学

9 透过那片天 陈颖婕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榜山中学

10 鹤鸣星辰 吴妍玲 福建省莆田市第四中学

11 我的太空梦 杨晨翔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第一中学

12 太空吾梦，有梦须行 林俊宇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13 东子和胖五 高雪玲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

14 我的太空梦 杨益鸿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第一中学

15 此路不乏星辰大海 朱思宇 福建省莆田市第二中学

16 继梦 陈宏斌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第一中学

17 太空之旅，有梦可待 游施婷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程溪中学

18 东风再续飞天梦 黄雅娟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榜山中学

19
航天梦——照亮宇宙最亮

的光
沈佳诺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

20 回家 吴东阳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

四、优秀指导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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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导老师姓名 单位

1 何志敏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大产小学

2 杨海燕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实验小学

3 洪金凤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范阳小学

4 曾银凤 福建省三明市陈景润实验小学

5 刘宛玲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上蔡小学

6 郑红燕 福建省三明市陈景润实验小学

7 郑滢煜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马洋溪中心小学

8 詹新莲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

9 陈雪珍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

10 林翠丽 福建省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11 吴碧丹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云陵第一小学

12 庄小燕 福建省福州市罗星中心小学

13 陈清彬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马洋溪中心小学

14 洪丽娟 福建省漳州市高新区颜厝中心小学

15 陈淑华 福建省漳州市高新区九湖中心小学

16 连星星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

17 张惠灵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石码第二中心小学

18 黄月季 福建省漳州市第二实验小学迎宾分校

19 涂美莲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实验小学

20 冯珍芬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范阳小学

21 郑洁聪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八一希望小学

22 李燕评 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九湖中心衍后小学

23 洪淑娟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石码中心小学

24 林洁儒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实验小学分校

25 林志娟 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26 杨银花 福建省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

27 罗春梅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实验小学分校

28 全建华 四川省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清水河分校

29 陈勤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小学

30 郭志强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浮宫镇下圳小学

31 刘春江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文华学校

32 邹洪亮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33 王欣容 福建省漳州市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学校

34 郑素华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秀山初级中学

35 李文静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三牧中学

36 陈海 辽宁省大连市嘉汇中学

37 傅莉琳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第二华侨中学

38 洪亮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39 林秋燕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40 吴侹川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三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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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陈素云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第一中学

42 许瑞梅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

43 林美华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44 郑英勋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第二华侨中学

45 陈小莉 福建省漳州市华侨中学

46 申岩林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文华学校

47 李燚鑫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文华学校

48 陈清洁 四川省成都市第三十三中学校

49 陈盈盈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三牧中学

50 林碧云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秀山初级中学

51 赖林贞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秀山初级中学

52 张宗臣 北京市北京一零一中矿大分校

53 占瑞英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秀山初级中学

54 陈丽 福建省莆田市第二中学

55 林彩娟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56 洪达勇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57 徐春燕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港尾中学

58 林红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第一中学

59 周逸峰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元光中学

60 李林娟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

61 侯毅颖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62 黄琼嵩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第一中学

63 蔡若琳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64 吴君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第一中学

65 陈和木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程溪中学

66 方雅君 福建省漳州市第一中学

67 章芸 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第一中学

68 汪跃福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第一中学

69 蔡雪凡 福建省莆田市第二中学

70 林丽洁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第一中学

71 刘智敏 福建省莆田市第四中学

72 林丽红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榜山中学

73 戴丽芬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第一中学

74 林平凡 福建省莆田市擢英中学

75 曾花香 福建省莆田市第二中学

76 林贤文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第一中学

77 郑艺霞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榜山中学

78 沈勇辉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

79 杨惠芬 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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