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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小画家”小学生绘画征集活动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江岸区教育局 江汉区教育局 

武昌区教育局 青山区教育局 

东西湖区教育局 东湖高新开发区教育局 

江岸区育才怡康小学 红领巾国际学校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东湖风景区华侨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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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小画家”小学生绘画征集活动作品获奖名单 

特等奖 

姓名 学校 作品名 指导老师 

蔡祉琳 余家头小学 汉马精神——突破自我 曾燕 

陈蓦然 光谷二小 我和“汉马有约” 姜祯 

陈思潮 梅苑小学 汉马印象 陈琛 

邓嘉闻 青山小学 热闹的跑道 闻俊 

冯今璐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华侨城小学 大家一起跑 郭妮 

盖欣妍 红钢城小学 汉马精神 李正 

胡冯睿倪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速度与激情 罗红 

刘咪哆 鲁巷实验小学 童悦，汉马 李汉清 

邱思语 光谷第一小学 飞驰 简晓菁 

史景一 东湖路小学 汉马比赛 王姣姣 

王怀瑾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我为汉马添光彩 姜鸣 

王言秋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汉马印象 王庆芳 

夏一丹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保利南湖小学 奔跑吧！汉马 陈婧 

肖淳文 常青实验小学 一城江水半城山，汉马汉马你最棒 喻璇 

谢沛霖 北湖小学 奔跑吧，汉马！ 徐兴芳 

熊栩萌 余家头小学 难忘的马拉松婚礼 曾燕 

袁睿捷 红领巾国际学校 武汉 RUN!RUN!RUN! 叶晓筱 

张文可 钟家村小学 冲刺汉马 段琼 

周一杨 长春街小学 魅力武汉，精彩汉马 龙宇航 

朱梓源 广埠屯小学清江锦城分校 嘻游汉马 叶煕 

一二年级一等奖 

姓名 学校 作品名 指导老师 

鲍宥祺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全力以赴 刘冰洁 

查语涵 东西湖区金银潭小学 汉马运动会 丁爽 

陈秋汐 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一起马拉松 龙洋 

陈思琪 硚口区崇仁路小学 汉马•让武汉活起来 梁婷 

陈思语 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 我们也来马拉松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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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鑫爵 钟家村小学 小黄人加油！加油！ 段琼 

陈娅菲 武汉市铁四院学校 我的“汉马”之旅 雷晴 

陈妍希 硚口区崇仁路小学 汉马•让武汉活起来 梁婷 

陈奕然 光谷十小 奔跑吧！武汉 岳新银 

陈籽晔 武汉市洪山实验外校 最美赛道 黄群 

郭若涵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金猪和我一起奔跑 雷鸣春 

胡瑞轩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看！这就是汉马！ 范迪 

胡文庆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奔跑 姜祯 

黄瑞夕 东西湖新沟镇小学 永不放弃突破自我 袁学军 

黄若宸 武汉市梅苑学校小学部 加油！汉马 陈琛 

贾韵冉 东西湖区将军路小学 奔向未来 孙春凤 

靳美 武汉市晒湖中学小学部 汉马精神 陈婷 

康芷瑜 硚口区崇仁路小学 汉马•让武汉活起来 梁婷 

乐家荣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武汉马拉松 张亚斌 

李蕊妍 光谷十小 秀美武汉之汉马 岳新银 

李书瑶 武汉市梅苑学校小学部 奔跑吧，武汉！ 陈琛 

李曦婼 万松园路小学 武汉马拉松 郭帆 

李欣怡 硚口区行知小学 加油汉马 童梦 

李雅妍 硚口区崇仁路小学 汉马•让武汉活起来 梁婷 

李伊辰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我爱武汉，我爱汉马 刘露 

李玉华 吴家山第六小学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 杨怡然 

李泽晗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汉城追梦 李小萍 

李泽昊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武汉追梦 李小萍 

林燚锋 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加油 龙盼 

刘晨 武汉市梅苑学校小学部 汉马马拉松—长江大桥 陈琛 

刘锦弘 江夏区明熙小学 一马当先 聂琼 

刘沛晗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勇往直前 胡兰田 

刘润泽 东西湖区吴家山第四小学 跑道的魅力 张梦丹 

刘思宏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旅途剪影 姜祯 

刘怡可 红领巾国际学校 悦跑 肖珊 

刘紫伊 武汉小学二（4）班 武汉马拉松特供热干面 向瑾 

龙瀚宁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漫步武汉 姜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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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思齐 东西湖区恒大城学校 武汉马拉松 赵老师 

罗义丁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爱运动我参与 陈娟 

罗宇凡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最美马拉松 谢晓黎 

吕思远 光谷十小 奔跑 2019 熊梦依 

庞然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2019宇宙马拉松 朱林 

邱以诺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一起跑汉马 刘志红 

宋青泽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炫跑马拉松 张亚斌 

宋玥宁 弘桥小学 奔跑吧，少年! 周晓曼 

汤恒宇 吴家山第六小学 汉马 杨怡然 

陶梦瑶 弘桥小学 “马”到成功 周晓曼 

田艺阁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喷跑吧！我的武汉 廖凡 

王瑞熙 硚口区实验小学 武汉马拉松 刘晨 

王若月 武汉市洪山区第一小学 奔跑吧，孩子们 莫雅岚 

王天朗 长春街小学 与军运同行展武汉风采 张海丽 

王语童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武汉马拉松 邓双婷 

王祉涵 钟家村小学 汉*承快乐，跑*赢未来 段琼 

王姿淇 长青第一学校 奔跑吧！汉马，奔跑吧！城市 朱红波 

王子奇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兵兵带你看汉马 朱林 

魏宝宗 洪山区杨春湖实验学校 汉马嘉年华 魏斯琦 

吴筱曦 中山路小学 跑“汉马”，阅东湖 章凡 

夏子萱 红领巾 CBD 军运会 张小瑞 

谢铭君 德才小学 跑遍武汉 朱琳 

熊浩涵 复兴路小学保安街 奔跑吧，大武汉！ 陈彤 

鄢语涵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我爱大武汉，我爱军运会 廖凡 

杨沐菡 育才怡康小学 精致武汉，精彩军运 朱林 

杨雅珺 钟家村小学 汉马向前冲 段琼 

殷洛凡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现场直播——汉马加油 谢晓黎 

尹瀚彬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马—跑出别样的精彩 魏丽娟 

余乐言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快乐的汉马 徐丹 

余堔楠 江汉区卫星村小学 五彩的运动会 余各梅 

张峻 青山区钢花小学（三弓路） 奔跑吧汉马 杜宇婧 

张哲睿 外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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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左弛 华中科技大学附小 风雨无阻马拉松 罗红 

赵凌萱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奔跑吧！华彩强军梦！ 刘露 

赵雅旋 武汉市梅苑学校小学部 放眼看武汉 陈琛 

一二年级优秀奖 

姓名 学校 作品名 指导老师 

 陈睿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我先行 朱林 

艾怡贝 硚口区实验小学 奔跑大武汉与军运同行 周静 

包芮萱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南湖分校 欢乐马拉松 吴琼 

蔡诗贤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奔跑吧！武汉 任雪琪 

蔡曌媗 硚口区崇仁路小学 汉马•让武汉活起来 梁婷 

蔡子澄 邾城街中心小学 奔跑吧汉马 刘利红 

曹嘉祺 育才怡康小学 中国武汉.最美马拉松 龙盼 

曾诗淇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 喜迎军运汉马跑起来！ 郭芯瑜 

常钦禹 武汉市洪山区第一小学 跑出不一样的精彩 莫雅岚 

陈操绮 华师一光谷汤逊湖学校 武汉军运会 岳诗雨 

陈思羽 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快乐汉马 龙洋 

陈尉文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之美 魏丽娟 

陈晓珂 洪山区珞狮路小学 冲刺 胡雅伦 

陈雨泽 硚口区实验小学 我心中的汉马 周静 

陈语欣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汉马一景 纪元 

陈昱尧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   

陈韵伊 硚口区东方红小学东区 激情汉马，诗意江城 魏璠 

陈泽宇 武汉市梅苑学校小学部 汉马万花筒 陈琛 

谌玮琪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汉马我采访 雷鸣春 

程佳欣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郑湉 

程路遥 武汉小学二（4）班 助力汉马 向瑾 

褚浩然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小画家 朱林 

崔梓萌 武汉市黄陂街小学 2019我眼中的“汉马” 肖莉 

代宇桐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汉马加油 徐丹 

代子涵    青山区钢城一小  冲刺吧！汉马 二年级        吴康进 

戴洛灵 墨水湖小学 我要和你一起跑 王艳 

丁立扬 吴家山第六小学 汉马 杨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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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雳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胜利的宣言 朱林 

杜诗琦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奔跑吧，健儿！武汉欢迎你 廖凡 

杜元一 长春街小学 奔跑吧！汉马！ 陈志强 

段佳伦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向美好生活跑步前进 朱林 

段云祺 东西湖区恒大城学校 趣味马拉松 晏颂 

段芷慧 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 武汉马拉松 钱利云 

樊依宸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韵动江城武汉马拉松 雷鸣春 

方觉晓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马，加油！ 刘晓雯 

付浩宁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多彩的军运会 李翠玉 

高一兮 武汉开发区薛峰小学 汉马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王钰玲 

高越洋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保利南湖小学 汉马，飞跃武汉 张圆 

高周艺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武汉马拉松 朱林 

耿梓轩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武汉马拉松 刘冰洁 

龚嘉怡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汉马加油 张亚斌 

龚盈心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奔跑吧！少年 朱林 

龚盈心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奔跑吧！少年 朱林 

辜乡恋 武汉市黄陂街小学 我和军运会 肖莉 

顾芷溪 武汉市育才小学 武汉奔跑吧 简力 

桂佳暄 华师附小南湖分校 武汉马拉松比赛 吴琼 

郭艺翎 武昌区南湖第一小学 喜迎军运会 邱义婷 

何毅婷 光谷十小 奔跑吧！武汉 岳新银 

何昭静 武汉市育才汉口小学 永不放弃拼搏赶超 代勤 

胡嘉译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加油 刘志红 

胡锦喆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保利南湖小学 奔跑吧，武汉！ 张圆 

胡瑞康 五里墩小学 汉马小奖 陈悦 

胡双麟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助力汉马 苏娟 

胡天一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马-军运-武汉-世界 刘冰洁 

胡骁文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航拍汉马 刘冰洁 

胡雅欣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快乐汉马 黄卓越 

胡艺晗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大家一齐庆军运 吴又莲 

胡语桐 武汉市育才小学 奔跑吧武汉 刘佳乐 

华小溪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2019武汉马拉松 徐丹 



－7－ 

黄豆 新洲区三店街幸福小学 “汉马”——你追我赶 曹一 

黄婧琪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西 微笑的武汉欢迎你 柳心怡 

黄隆 华师附小南湖分校 汉马迎军运 吴琼 

黄晓冉 华侨城小学 绿色汉马 李菁 

黄子墨 洪山区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江城 易潘 

江定伦 武汉市洪山区第一小学 诗意江城 丁诗钰 

姜瑜媛 红领巾 CBD 马拉松运动会 张小瑞 

蒋沐凝 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 汉马军运会 钱利云 

蒋盼 武汉市梅苑学校小学部 汉马健康跑 陈琛 

金佳霖 华师附小南湖分校 汉马迎军运，做好东道主 吴琼 

金天泽 武昌区南湖第一小学 汉马加油 邱义婷 

康馨冉 华侨城小学 奔跑吧！汉马 李菁 

雷梓熙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七彩祥云伴我行 刘露 

冷佳音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欢乐马拉松 刘露 

李晨溪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汉马 彭一菡 

李承峰 武汉开发区沌口小学 我与兵兵跑汉马 叶翠霞 

李金沛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携手奔跑 李翠玉 

李瑾萱 武汉市洪山区第二小学 活力武汉—马拉松 李慧宁 

李泠泫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快乐奔跑 张怡 

李牧珂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筑梦汉马添彩武汉 邵李娟 

李慕瞳 红领巾 CBD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 潘瑜 

李天泽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热干面上的马拉松 刘冰洁 

李馨雅 吴家山第六小学 武汉马拉松 杨怡然 

李彦妍 武汉市洪山区第一小学 胜利的冲刺 莫雅岚 

李雨辰 武汉市英格中学一分校 勇往直前 李彩荣 

李驭舒 华侨城小学 兵兵到武汉 李菁 

李泽瑄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有，你 朱林 

李梓瑞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兵兵同我们一起传递军运会火炬 杨超君 

梁博翀 长春街小学 汉娃跑“汉马” 陈志强 

梁雅萱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全民运动 朱林 

廖明哲 武昌区南湖第一小学 军运会与马拉松 邱义婷 

刘桂岩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我爱马拉松 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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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珏莹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我和兵兵来助威 周美希 

刘清莲 东湖小学 武汉加油 王曦 

刘诗琪 武昌区新河街学校 全民运动在绿道 郑文娟 

刘思雅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武汉军运会 唐澜波 

刘新宇 复兴路小学保安街 奔向彩虹 陈彤 

刘依涵 洪山区杨春湖实验学校 汉马百态 魏斯琦 

刘子旭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突破自我 李倍 

龙睿妍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体育传友谊携手跑汉马 鲍玉洁 

鲁依岚 洪山区武汉澳洲国际学校 武汉欢迎您 张蕊 

罗冰倩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精神 朱林 

罗越桐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武汉，加油！ 张怡 

吕留震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我们在一起武汉马拉松加油 纪元 

马逸曦 光谷十小 超越自我勇往直前 岳新银 

马羽珊 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活力汉马-武汉的大 party 唐澜波 

马子恒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马拉松跑道 朱林 

毛子昂 武昌中华路小学 奔跑吧我的大武汉 彭明洁 

梅馨予 育才小学 为梦想喝彩 石榴柳 

欧阳珮茹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追逐彩色的梦 刘志红 

欧阳天泓 洪山区杨春湖实验学校 加油，汉马！ 魏斯琦 

欧阳予涵 武昌区南湖第一小学 武汉马拉松比赛 邱义婷 

潘雅兮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武汉马拉松，加油！ 杨超君 

彭熙如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爱心的传递 任雪琪 

彭驿轩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 喜迎军运 柯雯 

彭胤杰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武汉欢迎您！ 叶丹 

彭芷墨 育才可立小学 我为军运会加油 向丹 

钱诗韵 武汉市梅苑学校小学部 欢乐马拉松 陈琛 

钱梓睿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西 加油吧！汉马 柳心怡 

阮一灵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西 奔跑吧，小汉马 柳心怡 

商威廉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汉马汇聚，活力江城 刘露 

沈筱梵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2019汉马我来了 朱林 

石婧怡 武汉市晒湖中学小学部 2019武汉马拉松 陈婷 

石羽欣 东湖小学 快乐的奔跑 王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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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芸汐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汉马跑出精彩 胡兰田 

宋心琪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兵兵跑汉马 刘晓雯 

宋子轩 硚口区紫润小学 奔跑 程文婷 

宋梓萌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马拉松全民向前冲 张怡 

苏子朗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东湖绿道马拉松 朱林 

孙钰涵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2019 欢乐汉马，快乐大武汉 杨超君 

汤至乐 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我眼中的活力武汉 赵慕星 

唐嘉雯 长港路小学 马拉松开跑了 李兵 

唐雅萱 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 奔跑在光谷步行街 马念 

唐梓浩 光谷五小 武汉马拉松，我来啦 范诗颖 

陶嘉齐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我最喜欢的军运会项目-射击   

陶诗雨 红领巾 CBD 汉马 潘瑜 

滕函语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马拉松比赛 刘娇 

田倍兰 新村小学 汉马，欢迎你！ 邹旋 

汪鑫博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庆军运 詹慧 

汪弋惟 硚口区实验小学 奔跑吧！大武汉—与“军运”同行 周静 

王翰婷 长春街小学 加油汉马 张海丽 

王浩然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加油汉马 任小红 

王若月 武汉市洪山区第一小学 家门口的马拉松 莫雅岚 

王莎莎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快乐汉马 魏丽娟 

王崧然 红领巾国际学校 畅跑武汉 宋涛 

王熙然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奔跑吧！武汉 魏丽娟 

王欣语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马奔腾 魏丽娟 

王烨煊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军运精神在我心 曾群芳 

王雨辰 青山区钢城九小 我是赛跑小能手 梅春 

王雨忻 青山区钢城九小 赛跑大作战 梅春 

王梓臣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武汉马拉松 魏丽娟 

文启涵 育才可立小学 快乐迎军运 向丹 

邬歆旖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穿越武汉，奔向世界 张怡 

吴怡菲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冲向终点 余菲 

伍珺扬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2019武汉马拉松 李小萍 

肖佳冰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武马~马拉松 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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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梦蕾 华侨城小学 汉马精神 李菁 

谢昀灼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向前冲，不放弃 魏丽娟 

熊佳怡 玫瑰园小学 军运会与“汉马小画家” 杨力蓁 

熊悦心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汉马”奔腾，谁与争锋 李倍 

徐沐子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快乐马拉松 彭一菡 

徐歆然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沙湖学校 奔跑吧，202 班 刘辉 

许昊宇 东西湖区金银潭小学 “汉马”运动会 丁爽 

许洛天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前进·汉马 廖凡 

闫旭彤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西 武汉加油！ 柳心怡 

阎菡 武汉市洪山区第一小学 我们都爱马拉松 莫雅岚 

阳云茜 武汉市洪山区第二小学 武汉，勇往直前！ 王兵 

杨昊辰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我与“汉马”一同成长 廖凡 

杨纪霖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 廖凡 

杨茗兮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汉马奔腾 姜祯 

杨若苒 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奔跑吧，少年! 王高 

杨夕月 吴家山第六小学 小小运动会 杨怡然 

杨潇然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我的汉马梦 范迪 

杨雨鑫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小小东道主欢迎您 刘冰洁 

杨悦琪 武汉市铁四院学校 汉水精神 雷晴 

姚芊辰 光谷十小 永不放弃，突破自我 岳新银 

叶嘉美 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汉马”全家总动员 王高 

易上校 钟小三里坡 我是小汉马 肖莉 

易煜博 武汉市育才行之知小学 我和兵兵一起奔跑 周美希 

游子曦 育才怡康小学 健身一小步和谐武汉一大步 朱林 

於启航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汉马，我来了！ 雷鸣春 

余佳瞳 长春街小学 我为武汉马拉松加油 张海丽 

余品瑶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我们都是追梦人 朱林 

余齐峻越 蔡家田小学 乒乓陪我跑汉马 朱敏 

袁湉湉 武汉市育才汉口小学 长江精神 代勤 

詹钧博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喜迎军运汉马来助威 俞洁 

张朝宇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武汉马拉松 魏丽娟 

张宸浩 黄陂区滠口第三小学 拼搏马拉松 孙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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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曦 吴家山第六小学 汉马 杨怡然 

张晗卜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汉马，加油！ 张怡 

张灏旸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军运风采 刘冰洁 

张佳璐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传递和平与友谊 朱林 

张敏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缤纷汉马道 雷鸣春 

张斯淇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我们全家跑汉马 刘晓雯 

张馨语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西 激情军运会，活力大武汉 柳心怡 

张鑫雨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马拉松比赛 朱林 

张艺然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奔跑吧！汉马 朱林 

张艺耀 长春街小学 奔跑吧，武汉！ 陈志强 

张奕添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长江边的马拉松 刘冰洁 

张芷铷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齐参加 刘志红 

章煜心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拼搏汉马、腾飞武汉 杨虹 

赵方铭 长春街小学 跑汉马迎军运 陈志强 

赵熙桐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为汉马加油 范迪 

甄梦怡 江夏区文化路小学 武汉马拉松 徐俊 

郑伊贝 长春街小学 我们也来跑汉马 王艳 

钟芷颜 华中师大一附中光谷分校 奔跑吧，汉马 梅庞舸 

周洛玥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运动我先行 朱林 

周梦圆 洪山区武汉澳洲国际学校 汉马·军运会 张蕊 

周瑞晨 新洲区辛冲街东城小学 力量 陈璐 

周思诺 武汉市洪山区第一小学 汉马迎军运 钱慧丽 

周馨善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武汉马拉松 任雪琪 

周怡君 育才怡康小学 奔跑的人生 韩梦琦 

周逸轩 长春街小学 健康运动走向世界 张海丽 

周钰博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你追我赶，永不言弃！ 刘露 

周卓锐 红领巾 CBD 有趣的马拉松 张小瑞 

周梓涵 东西湖区恒大城学校 牵手童跑 方颖 

周梓涵 东西湖区恒大城学校 牵手童跑 方颖 

朱思羽 武昌区南湖第一小学 我运动我快乐 邱义婷 

朱叶帅 弘桥小学 美好的军运会 周晓曼 

朱音诺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汉马健康你我他 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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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淽玥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全民马拉松迎汉马 杨超君 

左奕霏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西校区 黄鹤楼下的接力 柳心怡 

三四年级一等奖 

姓名 学校 作品名 指导老师 

陈晨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马拉松-武汉每天不一样 杨彩虹 

陈曼怡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体育传友谊，一起跑汉马 吴漾 

陈桐轩 德才小学 津津有味军运会 杨喆 

陈鑫坤 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 ‘汉马’交响曲 张媛 

陈奕行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冲吧 孙冠群 

崔晨曦 红领巾学校 CBD 奋勇当先快乐“汉马” 陈诗 

丁瑾仪 华侨城小学 奔跑吧，汉马 白洋 

董清 洪山区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最美马拉松 易潘 

方成杰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我的汉马梦 胡兰田 

方梓瑜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赛道上的友谊 邵李娟 

高可盈 华侨城小学 军运回忆 郭妮 

高熙然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奔跑吧武汉 向春华 

龚夕泽 光谷五小 2019之汉马 黄敏敏 

顾悠然 武汉瑞景小学 全城盛世——汉马 易端 

何琳萱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快乐马拉松 唐澜波 

洪舒伊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武汉马拉松，加油！ 龚士瑾 

黄新瑞 育才怡康小学 2019，全民奔跑 龙盼 

黄鑫雨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汉马与城市 吕丽娟 

纪悠然 武昌实验寄宿小学南湖 备战汉马 2019 吴珍 

贾仲卿 武汉市梅苑学校小学部 奔跑吧，武汉！ 袁红军 

姜宇涵 五里墩小学 武汉马拉松比赛 刘莉 

焦茈晗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加油汉马 唐澜波 

金嘉媛 光谷五小 不一样的马拉松 黄敏敏 

乐珺钥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加油吧！汉马 吴漾 

雷朵灵 红领巾国际学校 汉马，跑起来 肖珊 

冷梓鑫 惠济路小学 奔跑吧，大武汉！ 胡老师 

李漢轩 华中科技大学附小 与军同行 罗红 

李佳阳 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学校 奔跑 2019 楚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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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淇 同济附小 加油汉马 杨林 

李郡阳 武汉市洪山区第一小学 武汉马拉松 黄莺 

李沐融 红领巾国际学校 汉马小跑团 罗莎 

李若妍 华侨城小学 奔跑吧，小猪 白洋 

李万彤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 我是马拉松小冠军 郭芯瑜 

李吴迪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奔跑吧武汉奔跑吧武汉 杨新美 

廖文汐 光谷五小 “汉马”来了！让我们跑起来！ 黄敏敏 

刘雨薇 江夏区明熙小学 马拉松走进校园 魏韫 

罗鹤仪 红领巾国际学校 五洲健儿聚江城，长江滔滔喜迎军 宋涛 

孟想 玫瑰园第二小学 加油，军运会 刘艺 

彭昱栋 武汉市洪山实验外校 我是武汉小主人，“汉马”——我来了 魏晶晶 

苏香竹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武汉马拉松 印斌 

孙思扬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奔跑中的武汉 汪琳红 

谭曦冉 武昌实验寄宿小学 我与汉马一同奔跑 吴珍 

谭欣缘 车站小学 跑出不一样 朱艳萍 

陶雅欣 光谷五小 马拉松比赛 黄敏敏 

陶奕竹 育才可立小学 穿越晴川桥 袁璐 

汪奕含 华侨城小学 速度与激情 郭妮 

汪宇熹 红领巾国际学校 走进江城，逐梦汉马 肖珊 

王乐竾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汉马”一家人 邵李娟 

王柔柔 晒湖中学小学部 奔跑吧，汉马！ 陈老师 

王子芊 育才怡康小学 武汉马拉松 陶嘉庚 

王紫嫣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欢乐的“汉马” 杨虹 

魏嘉轩 武昌中华路小学 汉马腾 许许多多 

翁雪箐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汉马在我“家” 谢晓黎 

吴洁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和平分校 跑出不一样 柯燕梅 

伍嘉萱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汉马四周年 吴向雯 

肖凌珊 武汉开发区三角湖小学（博学） “汉马”进行时 余丽丽 

杨芳霁 红领巾国际学校 律动·汉马 肖珊 

余卓容 红领巾国际学校 奔跑吧！武汉 罗莎 

张苪宣 育才第二小学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 田波 

张楚涵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武汉马拉松 邵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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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杜锐 红领巾国际学校 童心绘军运 肖珊 

张海钦 硚口区东方红小学东区 绘汉马，迎军运，共聚大武汉 王爽 

张靖茹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汪琳红 

张徐筱阳 余家头小学 阳光汉马一起跑 向春华 

张倬宣 华侨城小学 奔跑吧东湖 郭妮 

郑涵宜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西 奔跑吧.绿色城市 姚海玲 

周庭宇 德才小学 汉马，我们来了 刘玲 

朱珈毅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兵兵带我跑汉马 李夏贝娃 

朱阳阳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加油汉马 吴漾 

三四年级优秀奖 

姓名 学校 作品名 指导老师 

艾姝涵 弘桥小学 武汉马拉松 周晓曼 

蔡佳琪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携手同行 胡兰田 

蔡金轩 硚口区井冈山小学 我爱军运会 李莎 

蔡静怡 光谷五小 运动的力量 黄敏敏 

曹羽漫 武昌实验寄宿小学南湖 奔跑吧，武汉 贾阳阳 

曾诗怡 新洲区辛冲街东城小学 军运会之城市美 陈璐 

曾子璇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加油军运会 孙冠群 

陈邡琪 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 未来的世界·马拉松 陈纯 

陈飞涵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小学 快乐的马拉松 胡 

陈婳铮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汉马加油 张红 

陈佳乐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2019 军运会加油 张芬 

陈林非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迈向世界的脚步 张译方 

陈末然 武汉市惠济路小学 运动武汉——激情汉马 李陈希 

陈思涵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二小学 奔跑吧汉马 兰宏伟 

陈天瑜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伴成长悦未来 张译方 

陈鑫宇 蔡家田小学 奔跑吧，全民马拉松 张冠东 

陈雅欣 长春街小学 喜迎奥运会 左方 

陈洋萱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奔跑的军运会 唐钰 

陈雨彤 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建和分校 共迎武汉军运会 李曾英 

陈雨欣 常青实验小学 汉马小画家 彭艳 

陈子雯 取水楼小学 小记者看汉马 任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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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怡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加油武汉马拉松 向春华 

陈紫妍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马拉松 何欣 

褚子涵 江岸区一元小学 我为汉马加油 张帆 

崔按萁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武汉马拉松，加油！ 印斌 

崔宝允 江岸区惠济路小学 武汉与马拉松 李陈希 

代忆涓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 胡雨薇 

戴伯雅 硚口区同济附小 汉马迎军运 杨林 

邓晰航 硚口区体育馆小学 奔跑大武汉 熊丽华 

董予墨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加油，向前冲 曾燕 

杜邢可儿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我的汉马我的城 吴婉悦 

杜肇凯 汉南区子林小学 奔向未来，与你同行 吴琪 

方可 硚口区行知小学 马拉松长跑 黄瑛瑛 

冯汉深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快乐马拉松 唐澜波 

付英子 洪山区杨春湖实验学校 精彩的汉马实况转播 熊元君 

付子琳 华侨城小学 夜幕下的军运会 郭妮 

傅子仪 育才可立小学 汉马.加油！一起跑！ 刘晶晶 

高舒羽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奔腾汉马奔跑武汉 张红 

高子涵 硚口区韩家墩小学 江城逐汉马，三镇新气象 彭菁菁 

龚沛涵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汉马——最美赛道 叶丹 

龚彦妮 武昌中华路小学 武汉NO.1 余艺 

龚雨朵 武汉市光谷第四小学 向着阳光奔跑 许芳 

龚雨桐 蔡甸区第五小学 喜迎马拉松 孙剑珍 

关彧欣 红领巾国际学校 彩虹中奔跑的“汉马” 宋涛 

桂宁微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我和小动物们跑汉马 张红 

桂语心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武汉“动起来” 薛浩然 

韩美恩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快乐奔跑 张译方 

韩知行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喜迎军运会 邓颖程 

何岱熹 湖北大学附属小学 新时代的汉马 何露洁 

何疏菡 硚口区崇仁路寄宿小学 奔跑吧少年 王艺倩 

何贻凡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武汉马拉松你好 向春华 

侯昕蔚 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 永不厌弃，突破自我 段玲 

候绮侍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奔跑的意义 王祎 



－16－ 

胡可可 升华小学 武汉每天不一样 贾云霞 

胡灵蕊 万松园路小学 汉马.让江城腾飞华夏；军运.促武汉走向五洲 汪诗雅 

胡诗淼 长春街小学 超越自我，放飞梦想 陈婷 

胡婉婷 邾城街中心小学 奔跑吧 陈仙凤 

胡艺溦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你好，汉马 项威 

胡祖铭 武昌中华路小学 追梦，勇往直前 余艺 

华夕媛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我眼中的汉马 曾燕 

黄思翔 武汉开发区实验小学 武汉马拉松 胡炜 

黄馨仪 江夏区明熙小学 野外马拉松比赛 聂琼 

吉思绮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喜迎军运 张译方 

贾一诺 育才小学 汉味汉马 贺诗雨 

江翊菲 硚口区崇仁路寄宿小学 让大家跑起来吧！ 王艺倩 

江梓宁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与军运同行，享快乐运动 刘佳 

金峻宇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军运会 张芬 

金米南 硚口区行知小学 马拉松与武汉 李颖 

金子凌 长春街小学 奔跑吧！少年 左方 

柯哲曦 红领巾国际学校 向军运会前进 罗莎 

雷珂涵 南湖二小 绿道马拉松 唐杨 

雷易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奔跑武汉 王露 

李陈艳 青山区钢城十七小 快乐汉马 常青 

李飞绪 五里墩小学 武汉马拉松 刘莉 

李昊聪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迎军运会、马拉松 李夏贝娃 

李嘉琪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和平分校 武汉，我心中的太阳 柯燕梅 

李明谦 青山区钢花小学（园林路） 奔跑吧！ 韩雨薇 

李明睿 洪山区武汉澳洲国际学校 武汉马拉松 张蕊 

李沐曦 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奔跑吧，汉马 刘慈青 

李沐璇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2019武汉马拉松 张译方 

李品仪 大兴第一实验小学（金色雅园） 为军运而奔跑 张倩 

李芊莹 青山区钢城一小 汉马我来了 高继红 

李思霖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武汉马拉松 孙冠群 

李晓雅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我是汉马小选手 杨倩 

李言辰 东湖小学 奔跑吧！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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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奕萌 复兴路小学水陆街 快乐马拉松 李菲 

李胤辰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和平分校 2019汉马加油 柯燕梅 

李英萱 武汉市育才汉口小学 汉马与城市 杜文芳 

李宇轩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快乐马拉松 彭一菡 

李昱辰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马拉松赛道上的中国军人 吴向雯 

李玥霖 外校小学     

李子晴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马”来了 桂正雯 

李子娴 新洲区三店街幸福小学 必胜！必胜！ 曹一 

李梓彤 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汉马的欢笑 秦培 

李紫郡 武汉开发区洪山小学 喜迎军运 陈芷炎 

梁家琪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汉马小达人 肖丹 

梁馨予 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 汉马与城市 周函 

廖一鸣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我爱汉马，汉马加油 王露 

林渝东 万松园路小学 奔跑吧！汉马 汪诗雅 

林宇辰 江夏区实验小学 我为汉马加油 胡璐 

刘橙希 硚口区东方红二小 马拉松运动会 黄明杰 

刘佳颖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欢度军运会 王葵花 

刘力萌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军运之火 张红 

刘洛辰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我爱军运会我爱马拉松 孙悦 

刘洛辰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孙悦 

刘旻烨 武汉瑞景小学 奔跑的武汉 王雪荃 

刘熙程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激情汉马·闪耀江城 熊瑛 

刘心韵 硚口区井冈山小学 奔跑的武汉 夏文葵 

刘馨乐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最后的冲刺 曾燕 

刘晏杉 三角路小学 奔跑吧，汉马！ 王丽娜 

刘彧韡 武安市常青第一学校 汉马腾飞 朱红波 

刘泽旭 武汉市梅苑学校小学部 马拉松大赛 袁红军 

刘正洁 硚口区崇仁路寄宿小学 奔跑吧，马拉松！ 王艺倩 

刘芷嫣 武昌实验寄宿小学南湖 兵兵领跑汉马 吴珍 

刘子轩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五小学 奔跑吧 2019 潘玉莹 

刘子越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马加油 李夏贝娃 

刘紫轩 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 军运会 陈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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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璟初 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学校 笑迎武汉马拉松，不分老少你我他 楚媛 

吕思妍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趣味马拉松 曾燕 

毛沐言 三角路小学 我们的马拉松 王丽娜 

梅梓川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武汉马拉松 唐澜波 

孟俊姚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武汉欢迎你! 任雪琪 

孟昕妍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燃情汉马悦动江城 李小萍 

倪嘉艺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畅想军运会 杨新美 

欧阳子涵 盘龙城名流学校 马拉松比赛 陈勇 

潘佳玉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汉马跑道 杨骐毓 

裴若涵 子林小学 奔跑吧！武汉 孙婷 

彭荆宁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加油武汉，马到成功 汪琳红 

彭芊晴 硚口区紫润小学 星星之火 程文婷 

彭熙语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快乐奔跑，绽放激情 张译方 

皮煜菲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欢乐马拉松 印斌 

齐添欣 光谷五小 胜利在望 夏仪 

钱梦蕊 硚口区古田路小学 激情汉马 戴飞 

钱雨辰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伴成长，悦未来 李夏贝娃 

乔祎岑 青山区钢城十二小 与军运同行 汪曦 

邱天昱 三角路小学 马拉松与武汉 王丽娜 

屈雨晨 永安堂小学 武汉，最美赛道 吴瑕 

饶泰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奔跑吧，我们每天不一样 汪琳红 

沈悦悦 长春街小学 奔跑吧！武汉 左方 

沈之畅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武汉军运会 周美希 

舒欣怡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汉马 2019，加油 张芬 

舒雅晨 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加油！ 段澄 

孙浩灵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为马拉松加油 龚士瑾 

孙文妤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小学 奔跑吧！武汉 胡莉莉 

孙欣怡 江夏区明熙小学 马拉松加油 聂琼 

孙语熙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汉马冲刺 余毅 

孙子楚 花桥小学 奔跑吧，武汉 陈艳军 

谈子豪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奔跑吧汉马 向春华 

汤彦萱 江夏区齐心小学 奔跑的汉马 杨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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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昕怡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美丽的家乡—武汉．加油 印斌 

陶乐昕 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汉马与城市 吕丽娟 

陶思语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马马拉松 李夏贝娃 

田欣妍 常青实验小学 汉马 彭艳 

涂孜妍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运动中的武汉 杨倩 

万宇奇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马拉松长跑 吴漾 

汪晨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加油汉马 胡兰田 

汪诺承 红领巾国际学校 军运“镜”界 罗莎 

汪智媛 蔡甸区第五小学 别开生面的马拉松 孙剑珍 

王鲁君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汉马加油 胡兰田 

王若涵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汉马与军运 张菁菁 

王彤 武汉市铁四院学校 更上一层楼 何成旺 

王为实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马拉松之路 苏芳瑶 

王奕欢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小学 童心画汉马 张齐飞 

王逸宸 武汉市光谷第七小学 汉马的颜色 罗彬 

王雨晨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江湖好“汉” 唐澜波 

王钰朗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西校区 汉马有你更精彩 姚海玲 

王祉涵 青山区钢花小学（三弓路） 奔跑吧，武汉！ 杜宇婧 

王梓涵 汉口辅仁小学 奔跑吧，马拉松 乔伟红 

王梓懿 红领巾学校 CBD 军运兵兵来帮忙 陈诗 

王紫贻 德才小学 奇幻武汉! 吴梦怡 

魏高睿 七里小学 加油，汉马！ 李凤 

魏瑾媛 江夏区特殊教育学校 全民运动，幸福起来 李秋萍 

魏诗晨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赛跑 李夏贝娃 

翁思辰 武汉开发区育才小学 我为汉马添光彩 赵晓清 

吴佳录 蔡甸区第五小学 热爱上运动吧 孙剑珍 

吴姝然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快乐“汉马” 邵李娟 

吴思成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一家人的汉马 詹慧 

吴雪颖 洪山区鲁巷小学一分校 武汉马拉松 夏雨 

吴一翰 中山路小学 乐跑汉马 章凡 

伍科成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积玉桥 力争上游 龚翔 

席钰佳 大兴第一实验小学（金色雅园） 奔跑吧,武汉军运会！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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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珈尔 红领巾国际学校 飞跃武汉 罗莎 

夏若馨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喜迎军运汉马欢迎您 李漫 

向丽霏 武汉瑞景小学 突破自我 易端 

向艺语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RunningWuhan 
张红 

肖頔姝 武昌中华路小学 大江大湖看好“汉” 许许多多 

肖丽弘 武汉市晒湖中学小学部 激情汉马 陈婷 

肖璐 钟家村寄宿学校 童眼看世界 何菁 

肖熊若菡 三角路小学 马拉松与武汉 王丽娜 

谢伊杉 中山路小学 活力武汉 章凡 

熊晨曦 华侨城小学 永不放弃 郭妮 

熊栩萌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难忘的马拉松婚礼 曾燕 

熊泽睿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我爱马拉松，我爱大武汉 邵李娟 

徐菲阳 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 千里之行 陈纯 

徐浩然 钟家村小学 汉马 罗习智 

徐可景 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伴成长悦未来 秦培 

徐若琳 德才小学 福娃闹汉马 刘玲 

徐玮杰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汉马”向前冲 邵李娟 

徐雅萱 蔡甸区第四小学 我运动我健康 何维亚 

徐一苇 硚口区崇仁路寄宿小学 神秘马拉松照片—美丽武汉 王艺倩 

徐远博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冲刺 张译方 

徐梓淇 硚口区实验小学 汉马小健将 张梦颖 

许晨熠 青山区钢花小学（三弓路） 我的汉马 吕艺璇 

许诺 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 汉马连着你·我·他 陈纯 

许逸凡 青山区钢城一小 武汉马拉松 高继红 

薛佳仪 武昌区白鹭街小学 和地铁赛跑 李晶 

薛茗月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快乐军运 孙冠群 

闫熙元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郑湉 

严子一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快乐“汉马”，全民参与 张菁菁 

阎韵嘉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2019武汉军运会 肖丹 

杨崇威 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建和分校 阳光下的军运会 李曾英 

杨怀臣 华侨城小学 健康乐动—军运之光 白洋 

杨佳鑫 长春街小学 我为汉马加油 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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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梦涵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快乐汉马 向春华 

杨清玉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四小学 争当汉马小选手 张文艺 

杨睿轩 江岸区沈阳路小学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 阮彤 

杨润慈 硚口区实验小学 汉马在我心中 王欢 

杨若曦 武汉市江岸区黄陂路小学 为军运会加油   

杨紫茹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保利南湖小学 我心中的汉马 胡文君 

姚瑞羽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汉马比赛那一天 汪琳红 

叶宝琳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郑湉 

叶嘉美 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汉马”全家总动员 王高 

叶筱涵 武汉市洪山区第二小学 “汉马”之武汉掠影 熊倩 

叶予希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武汉马拉松开始了 向春华 

叶紫涵 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加油！汉马 秦培 

於逸歆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汉马！我参与我光荣 彭琦 

于欣睿 洪山区卓刀泉中学张家湾分校 绿色赛道，共筑和平 易潘 

余承锴 中山路小学 我奔跑我快乐 章凡 

余思曼 中山路小学 魅力汉马,全城欢舞 章凡 

余依娜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 热闹军运 孙冠群 

喻馨怡 武汉市江汉区单洞新村小学 奔跑吧汉马 邱琳娜 

袁勤彧 蔡甸区第五小学 2019从“新”出发 孙剑珍 

袁艺萍 武昌区白鹭街小学 一路马拉松 李晶 

詹林臻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小学 武汉军运会，加油 张齐飞 

詹茹诗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喜迎军运会 龚士瑾 

占郑赏枫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汉马之最可爱的人 董诗佩 

张博涵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竞！拼！ 杨彩虹 

张恩铭 中山路小学 神龙护行 周舢 

张桦 华侨城小学 我是东湖小跑者 郭妮 

张惠恩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我心中的汉马 詹慧 

张佳琪 武昌育红小学 奋勇争先 易莹 

张靖悦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喜迎军运 李夏贝娃 

张茹嫣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马拉松，大武汉 曾燕 

张天于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快乐的马拉松 张莎莎 

张为栋 育才怡康小学 2019汉马 段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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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雯轩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我快乐我奔跑 王庆芳 

张夕颜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小学 奔跑吧，爸爸 张齐飞 

张伊凡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快乐的汉马 李夏贝娃 

张雨歆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我赢了 王庆芳 

张语涵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奔跑吧马拉松 向春华 

张钰昆 武昌实验寄宿小学南湖 成功时的喜悦 肖诗梦 

张照 武昌区徐东路小学 踏浪而来，超越梦想 肖院 

张梓砚 红领巾国际学校 七彩军运 罗莎 

赵妍熙 华侨城小学 军运会 白洋 

郑艾欣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喜迎军运会 朱红波 

郑梦涵 红领巾国际学校 民族的、世界的 宋涛 

郑永萱 三角路小学 马拉松在武汉 王丽娜 

钟依依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孙悦 

周妙可 武汉开发区洪山小学 奔跑吧，武汉吖 龚洁 

周思博 洪山区武汉澳洲国际学校 军运会 张蕊 

周天怡 大兴第一实验小学（金色雅园） 加油汉马！加油军运会！ 张倩 

周湘茹 江夏区明熙小学 城市与运动 魏韫 

周雅涵 育才可立小学 汉马奔跑 袁璐 

周阳阳 武昌区三道街小学民主路 坚持梦想 赵文静 

周雨宸 育才怡康小学 遇见最美的武汉 段澄 

周昱霖 武汉市洪山实验外校 面对挑战“汉马”有我 魏晶晶 

周玥含 弘桥小学 阳光下的奔跑 周钰婷 

周子歆儿 玫瑰园第二小学 汉马直播 刘艺 

朱沐恩 新洲区辛冲街东城小学 加油吧！ 陈璐 

朱雨轩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武汉军运会 龚士瑾 

朱梓墨 硚口区同济附小 快乐马拉松 杨林 

祝辰赫 光谷五小 汉马马拉松 黄敏敏 

邹乐瑶 湖北大学附属小学 逐梦汉马，跃动江城 何露洁 

邹萌 育才怡康小学 马拉松运动 陶嘉庚 

邹依洁 硚口区井冈山小学 精彩军运会 夏文葵 

邹逸辰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奔跑吧!马拉松 苏芳瑶 

邹政泓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武汉马拉松 任雪琪 



－23－ 

左思涵 洪山区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2019武汉马拉松走进校园 胡兰田 

五六年级一等奖 

姓名 学校 作品名 指导老师 

曹钊瑞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永不放弃，突破自我 赵瑞琪 

陈思翰 武汉开发区实验小学 武汉·勇往直前 胡炜 

陈宇轩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之美 魏丽娟 

代诗语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奔跑吧，军运会 邵文佳 

丁思予 长春街小学 运动让我们每天不一样 左方 

董丽娜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一小学 “汉马”赛场一角 曹红艳 

段鋆峰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我参与我快乐 刘志红 

韩铭泽 育才怡康小学 飞驰吧汉马 段澄 

何奇多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欢聚汉马 薛浩然 

何因绚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全民汉马 曾燕 

黄佳欣 红领巾国际学校 音符上的汉马 宋涛 

金晓彤 青山区青山小学 运动达人在“汉马” 甘建华 

寇丽君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汉马精神激励我 耿友珍 

李静煜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汉马进行时 邱明 

李瑞瑶 模范路小学 约汉马迎军运 魏云 

李雨帆 德才小学 汉马,我最强！ 朱琳 

刘婉晴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逐梦汉马齐聚江城 李菊 

刘星乐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金地分校 汉马雄风 徐玮 

刘祉娴 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五小学 加油奔跑吧 黄雨 

罗宸钰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拼搏汉马 刘志红 

罗昊涞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 最美汉马，中国军人世界第一 韦玉雯 

孟昕妍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燃情汉马悦动江城 李小萍 

潘妍凝 汉阳区楚才小学 跑出不一样 朱建 

彭煊赫 育才小学 梦幻汉马 贺诗雨 

邱怡天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comeon!汉马！ 邵文佳 

瞿逸青 华侨城小学 沿途的风景 郭妮 

邵晨希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汉马悦跑 邵李娟 

盛香萱 武昌区三道街小学民主路 乘风破浪 赵文静 

谭茵绮 武汉市江岸区黄陂路小学 与军运同行 杨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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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靖涵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奔跑吧武汉 刘志红 

童书婷 武昌区三道街小学民主路 终点 赵文静 

汪子铠 洪山区梨园小学 荣耀和平荆楚传递 柯红宇 

王善立 武汉开发区实验小学 汉马，你好！ 胡炜 

王思婳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我的“汉马健康跑” 柳曦 

王奕哲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齐聚荆楚共创荣耀 李菊 

王子予 武汉瑞景小学 绿色军运会 章艺 

魏艺菲 武汉市晒湖中学小学部 奔跑吧汉马 吴艾 

温鲱杨 黄陂区华师附属航天龙城小学 领跑未来 缪子君 

夏雨乐 武汉市江汉区航空路小学 奔跑吧!汉马 夏海怡 

谢李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武汉-彩虹之路 李倍 

熊皓玥 武汉市洪山实验外校 奔跑吧！汉马 魏晶晶 

熊津瑜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一小学 “汉马”赛场花絮 曹红艳 

熊芯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一起冲刺吧   

徐晨熙 育才小学 2019马拉松大赛 贺诗雨 

徐彦泽 硚口区古田路小学 2019武汉马拉松 戴飞 

杨蓓璇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武汉马拉松 饶书熔 

杨瑞 青山区青山小学 欢乐汉马 甘建华 

杨智涵 武汉市育才同安小学 奔跑吧爸爸 鲁晶 

余湘琴 青山区青山小学 全景汉马 甘建华 

余奕轩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穿越武汉品尝美食 王庆芳 

袁天慧 七里小学 汉马与城市 李凤 

张敬蕊 青山区青山小学 加油汉马 甘建华 

张艺千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健儿加油跑 刘志红 

张雨涵 青山区青山小学 冲刺汉马 甘建华 

张豫程 武昌区白鹭街小学 “兵兵”跑“汉马” 孟晶 

周荃 江汉区长港路小学 胜利的光辉 李兵 

周欣怡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一小学 我的快乐小选手 曹红艳 

朱宥安 硚口区同济附小 走！给汉马加油去！ 杨林 

庄睿眸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亲子马拉松 刘志红 

五六年级优秀奖 

姓名 学校 作品名 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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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烁同 复兴路小学保安街 “走遍全球”马拉松 陈彤 

蔡佳琦 红领巾学校 CBD 爱的激情 潘瑜 

蔡金希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马拉松全家福 王庆芳 

蔡抒言 育才可立小学 我与汉马 刘骐铭 

蔡子悦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小朋友爱汉马 周美希 

曾欣欣 京汉学校 黄鹤楼下的汉马比赛 何亮 

曾匀亭 取水楼小学 汉马伴我江城行 任晶芳 

查语汐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汉马比赛 张琳静 

车畅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积玉桥 军民齐健身 姚琪 

陈嘉怡 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学校 “漢”马 黄玉芳 

陈墨涵 梨园小学 加油汉马加油军运会，我们为你骄傲 柯红宇 

陈沛若 盘龙城名流学校 汉马小勇士 严老师 

陈芊诺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勇往直前，汉马加油 吴又莲 

陈睿曈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汉马的独特风光 张琳静 

陈诗韵 江夏区文化路小学 武汉马拉松 徐俊 

陈双乐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梦寻汉马 刘志红 

陈怡霖 武汉瑞景小学 迎接军运会，做好东道主 章艺 

陈雨彤 蔡甸区第五小学 新军运，新武汉 孙剑珍 

陈雨桐 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 2019，汉马加油 李小双 

陈子悦 复兴路小学保安街 汉马勇士 陈彤 

陈祖旭 德才小学 “龙”行天下 朱琳 

谌珉琪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2019 年马拉松 王庆芳 

程纤雯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魅力武汉与军运同行 邱明 

程紫玲 红领巾 CBD 汉马 张小瑞 

邓雅兮 红领巾 CBD 助威汉马，喝彩军运 张小瑞 

丁艺亭 武汉开发区三角湖小学（博学） 不要放弃！冲呀！ 李敏 

丁雨嘉 硚口区崇仁路小学 汉马•让武汉活起来 梁婷 

段威宏 江夏区文化路小学 武汉马拉松 徐俊 

范皓 东西湖区金银潭小学 成长的马拉松 钟德发 

范梓妍 红领巾学校 CBD 助力军运，迎风奔跑 陈诗 

方鸿睿 武汉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汉马伴我成长 王建敏 

方梓同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牵手“童”跑 邵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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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以宁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奔跑吧！汉马 容杨杏 

冯玥熹 武汉市光谷第四小学 奔跑吧，兵兵！ 许芳 

付镓豪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全民健康跑 刘志红 

龚瀚程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四小学 畅想 2019马拉松 张文艺 

龚语萱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奔向武汉 薛浩然 

桂亦萱 华侨城小学 神奇的跑道 李菁 

郭开元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马，加油！ 李菊 

郭敏玥 武汉瑞景小学 多彩武汉军运会 章艺 

郭若思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大江大河大武汉 雷鸣春 

郭炜琪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跑起来武汉 王庆芳 

郭怡彤 武汉开发区奥林小学 汉马.军运会.大武汉 李艺 

韩涵 花桥小学 武汉将奔向更美好的明天 陈艳军 

韩泽炫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马拉松 王祎 

郝安琪 黄陂区长岭小学 快乐马拉松 王明汝 

郝子萱 光谷五小 永不放弃的努力 夏雨 

何思仪 汉正街小学 军运会   

何昱静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喜迎军运会 邵李娟 

侯雅涵 复兴路小学保安街 一座城 陈彤 

侯祖熙 红领巾学校 CBD 汉马跃动江城 陈诗 

胡仁初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迎着阳光奔跑 邵文佳 

胡诗贝 青山区钢城十一小 喜迎军运会 付雪莲 

胡诗喆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武汉马拉松 张琳静 

胡晓晓 武昌中华路小学 一起奔跑吧，“汉马” 杜婷 

胡馨渺 育才怡康小学 武汉每天不一样 吴柯 

华梓龙 育才汉口小学 全世界的人民动起来   

黄橙橙 吴家山第六小学 “橙”眼看“汉”道 杨怡然 

黄楚恒 德才小学 军运会，加油！ 朱琳 

黄慧灵 武汉市江汉区卫星村小学 梦想与期待 金冬梅 

黄婧轩 育才怡康小学 逐梦汉马，跃动汉城 吴柯 

黄俊霖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一起跑“汉马” 刘志红 

黄淼 武汉市育才同安小学 奔跑吧爸爸 鲁晶 

黄沁雯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马拉松精神 刘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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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若涵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马拉松精神传武汉 朱林 

黄欣怡 武汉小学五（3）班 汉马悦飞扬 郑秀明 

黄欣悦 洪山区鲁巷小学一分校 军运会——帆船 李欣 

黄雅涵 子林小学 武汉全民赛跑 刘琳 

黄逸帆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喷跑吧，小汉马 王蔓 

霍天臣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军运汉马梦 薛浩然 

戢歆雅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冲向汉马 邵文佳 

江佳萦 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晴烟春日映东湖 程蓓 

江雨萱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汉马，加油 李菊 

江昱辰 武汉市一元路小学 奔跑吧，大武汉 李妮 

姜尚青 长春街小学 世界看武汉 张海丽 

蒋静璇 长港路小学 汉马与武汉 张云 

蒋旭尧 蔡甸区第五小学 奔跑吧，武汉 黄文渊 

焦思洋 长港路小学 运动精神永传递 李兵 

解赞全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大家一起马拉松 张琳静 

金妍 长港路小学 武汉马拉松与武汉名著 张云 

金子涵 青山区钢城十七小 奔跑吧，汉马！ 刘金霞 

柯可鑫 硚口区实验小学 激情奔跑 张国华 

柯思印 华中农业大学附属学校 奔跑 2019 楚媛 

雷晴皓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汉马-城市亮丽的风景线 廖凡 

雷依涵 复兴路小学保安街 汉马加油 陈彤 

冷明松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悦动成长 朱林 

李辰洋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奔跑吧，少年 刘艺云 

李黄玥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最美大武汉 龚士瑾 

李佳灵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放眼武汉，欢庆汉马 饶书熔 

李佳益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当“汉马”遇上“二厂汽水” 高慧敏 

李家辉 武汉市光谷第七小学 汉马 李雅研 

李嘉蕙 水果湖第一小学 奔跑吧，武汉   

李嘉珅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奔跑吧，汉马 刘志红 

李嘉纹 硚口区陈家墩学校 牵手汉马，领跑江城 李晶津 

李康靖 钟家村小学 奔跑吧！美丽江城 刘静 

李昆洋 红领巾 CBD 军运会 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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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嘉 新洲区邾城街第二小学 胜利啦 施幸荣 

李林蔓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加油！汉马！ 邵文佳 

李瑞祺 硚口区建乐村小学 我为汉马来加油 定一帆 

李睿琛 武昌育红小学 赛道上的汉马风采 杨远芬 

李诗蕊 汉阳区楚才小学 踏上江城 周凝文 

李思彤 硚口区建乐村小学 喜迎军运会 刘采薇 

李维斯 行知小学 辉煌的汉马 何美华 

李文曦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奔跑吧，汉马！ 刘婷婷 

李小杨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健康跑 刘志红 

李欣蕊 硚口区陈家墩学校 冲刺吧汉马！ 周旭 

李雪雯 武昌区三道街小学民主路小区 健步如飞 赵文静 

李依苪 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风景 吴柯 

李亦奇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精彩军运 杨彩虹 

李雨欣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 奔跑吧！武汉马拉松 韦玉雯 

李语轩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路小学 与军运一起奔跑 黄瑶 

李钰婷 青山区钢城十七小 坚持 刘金霞 

李园梅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跑出精彩 姜祯 

李钊阳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终点线前的风景 曾燕 

李紫馨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军运会伴我行 邱明 

林佳鑫 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喜迎军运会 梅诗雨 

刘苪宫 东方红小学 我为汉马加油   

刘定坤 硚口区体育馆小学 武汉马拉松跑出不一样 熊丽华 

刘佳艺 硚口区汉正街小学 军运会 秦俊萍 

刘佳音 洪山区武汉市第二聋校 畅想汉马一 孙阳 

刘珏睿 武汉市育才行知小学 我是汉马小能手 周美希 

刘筠洛 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 我为汉马加加油 周函 

刘品玉 武汉瑞景小学 汉马情缘 章艺 

刘思晴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逐梦汉马，跃动江城 叶征 

刘昕语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武汉马拉松比赛走向世界 桂正雯 

刘雅昀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金地分校 气吞云梦 徐玮 

刘彦君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速度 邵文佳 

刘宥汐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奔跑吧！汉马 张琳静 



－29－ 

刘宇轩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黄鹤悠悠汉马情 刘志红 

刘泽瑶 青山区钢城三小 东湖赛道 周瓅 

刘之洁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汉马小画家 项威 

刘卓睿 大兴第一实验小学（金色雅园） 聚焦汉马、我参与 宋颖 

刘子墨 武汉开发区神龙小学 狂想马拉松 刘玮 

刘紫燕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江城里的竞赛 朱林 

柳依然 吴家山第六小学 马拉松赛跑 杨怡然 

龙瑞琳 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 奔跑吧！爸爸 魏丽娟 

罗川惠子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加油吧！东湖绿道 邵文佳 

罗涵予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汉马比赛 张琳静 

罗乐清清 洪山区永安小学 Hello马拉松（Hello汉马） 余鹏程 

罗逸萱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奔跑吧，少年！ 叶丹 

吕诗晗 蔡甸区第五小学 汉马精神永传递 孙剑珍 

吕思瑶 硚口区崇仁路小学 汉马•让武汉活起来 梁婷 

吕思瑶 硚口区崇仁路小学 汉马·最美照片记录 梁婷 

梅雅涵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备战汉马 2019 韩梦宇 

孟乐乐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汉马精神 饶书熔 

倪可儿 硚口区行知小学 汉马奔腾 李颖 

倪舜欣 黄陂路小学 喜迎军运会·竞技马拉松 杨盺 

倪雅涵 五里墩小学 拥抱祖国 陈悦 

欧阳思彤 武昌区实验小学 奔跑吧汉马   

潘诗淇 育才怡康小学 亲子马拉松 朱林 

潘文佳 京汉学校 加油吧！汉马 何亮 

彭姝雅 红领巾国际学校 军运东道主 宋涛 

彭心妍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奔跑吧，大武汉 曾燕 

彭怡萱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汉马在今天 雷鸣春 

彭雨涵 武汉市清芬路小学 我爱军运会 陈小梅 

皮米乐 武汉市洪山实验外校 武汉马拉松 张萍萍 

皮维嘉 硚口区同济附小 汉马酷跑 杜鹃 

钱佳齐 武昌区白鹭街小学 汉马小英雄 孟晶 

秦子淇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乐享“汉马” 饶书熔 

邱明熙 吴家山第六小学 鹤彩 杨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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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志鹏 余家头小学 体育传友谊一起跑汉马 刘志红 

饶才栋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勇往直前争夺第一 陈玲莉 

容喆颖 青山区钢城十七小 军运会 刘金霞 

邵心妍 武汉市光谷第六小学 伴成长，悦未来 赵瑞琪 

邵毅涵 青山区钢城十一小 为军运会加油 付雪莲 

申睿博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全民汉马乐 王庆芳 

石萌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武汉每天不一样 彭亚娟 

舒靖泽 育才越秀小学 加油汉马 胡老师 

宋汶睿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加油！汉马 邵文佳 

宋雨恒 江夏区明熙小学 阳光运动 宋伟 

苏子悦 光谷五小 加油武汉 夏雨 

孙俊赫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走遍美丽江城 叶征 

汤林弘烨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沙湖学校 汉马，我们来啦 刘辉 

唐蕊 群建路小学 与汉马同行 胡之夏 

唐钰涵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向前冲 曾燕 

唐梓清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最美赛道在我“家” 王蔓 

童旭馗 大兴第一实验小学（金色雅园） 汉马——彩色的梦 陆婷 

童雅寒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参与运动喜迎军运会 唐红波 

万芃吉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当好武汉军运东道主 王蔓 

万奕丞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奔跑吧，汉马 邵文佳 

万子豪 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比赛现场 吴柯 

万紫晗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我眼中的汉马女孩 王庆芳 

王奥 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五小学 2019 美丽新生活 刘菲 

王粲然 黄陂区滠口小学 武汉军运会 罗元 

王晨钰 洪山区武珞路实验小学 友谊之桥 程蓓 

王楚铭 育才怡康小学 与军运会同行 吴柯 

王皓楠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 我奔跑，我快乐！ 韦玉雯 

王鸿昌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加油 刘志红 

王敬泽 武昌区中山路小学 奔跑吧！武汉！ 冷鸿浪 

王俊涵 武汉开发区洪山小学 畅想军运会 王杏 

王俊轩 光谷十小 勇往直前 岳新银 

王妙凡 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 环绕武汉 李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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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妙妍 钟家村小学 武汉欢迎您 刘静 

王姝藩 安山小学 大美武汉激情汉马 孙梦凡 

王思睿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奔跑在初春 邵文佳 

王斯壮 武汉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汉马伴我成长 吴国高 

王雪睿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跑、跑、跑 刘志红 

王雅露 硚口区行知小学 超越自我 李颖 

王亚忠 武汉瑞景小学 2019汉马——起点之美 张晓婧 

王怡然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奔跑吧！武汉马拉松 王庆芳 

王义高 长港路小学 金汉亥迎军 李兵 

王逸林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奔跑吧，武汉马拉松 熊瑛 

王翊翔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奔跑人生 高敏 

王雨桐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一起跑汉马 刘志红 

王子杰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面向新武汉 高慧敏 

王梓衫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体育传友谊，一起跑汉马 邵文佳 

王紫涵 光谷一小 校园运动场 耿友珍 

文博 育才二小 那子弹般的速度 陈雪 

吴矜桦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积玉桥 冲啊！汉马! 张娜 

吴佩瑶 蔡甸区第五小学 约跑 孙剑珍 

吴倩 硚口区中山巷小学 汉马与城市 徐慧 

吴思睿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肖丹 

吴思妍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最美汉马，奔向军运会 廖凡 

吴韦伊 余家头小学 汉马小记者 曾燕 

吴雨桐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期待军运会的到来 韩梦宇 

吴玉婷 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五小学 筑梦云端，为军运会喝彩 王晶晶 

夏天立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武汉精神 朱林 

夏振然 育才怡康小学 奔跑吧，武汉吖 龙盼 

向仕尧 吴家山第六小学 我的汉马梦 杨怡然 

向涛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 最美“汉马” 李倍 

向王烁 复兴路小学水陆街 追风者 李菲 

肖恩茁僖 五里墩小学 武汉马拉松 陈悦 

肖紫萱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彩虹桥上的奔跑 曾燕 

谢思宇 武昌街棋盘街小学 欢聚汉马 邵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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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欣蕊 红领巾国际学校 魅力武汉炫彩军运 叶晓筱 

谢鑫妮 武昌区三道街小学民主路 武汉精神 赵文静 

熊恋蝴 武汉市育才实验小学 军运传友谊，我与兵兵跑汉马 肖丹 

熊一骄 育才怡康小学 武汉马拉松   

徐刘子悠 洪山区卓刀泉小学 活力武汉 谢幕 

徐晓松 武汉市武昌实验寄宿小学九龙井 小动物们的汉马 张怡 

徐泽宇 长港路小学 迎军运 李兵 

许寒玉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王超 

许佳怡 新洲区邾城四小 奔跑吧！2019 洪喜琼 

许晓青 青山区青山小学 奔跑在汉马 甘建华 

许笑妍 育才怡康小学 汉马加油 韩梦琦 

许智超 德才小学 与军运同行 朱琳 

严梓宁 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 我眼里的汉马 李小双 

杨蓓琪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武汉马拉松 饶书熔 

杨宸宇 复兴路小学水陆街 奔跑 2019 李菲 

杨乐沂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热闹的马拉松 廖凡 

杨林 武汉市人民中学 喜迎军运会 梁训 

杨若翕 新村小学 奔跑吧武汉 邹旋 

杨世轩 德才小学 奔跑吧，武汉！ 朱琳 

杨潇然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我的汉马梦 彭一菡 

杨逸雪 洪山区武汉市第二聋校 汉马加油 孙阳 

杨羽馨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爱运动我参与 唐红波 

杨玉洁 武汉市粮道街中学积玉桥 我的“汉马”梦 姚琪 

杨智俣 江夏区安山小学 奔跑的运动员 孙梦凡 

姚雅婷 汉阳区楚才小学 汉马冲锋 周凝文 

叶袆琛 育才第二小学 武汉奔腾起来了   

尹清墨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勇争第一 李小萍 

余佳乐 青山区钢花小学（园林路） 与军运汉马同行 韩雨薇 

余彦希 青山区红钢城小学 汉马从我家门前过 詹慧 

余扬 蔡甸区第四小学 必胜 何维亚 

余杨昊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武汉马拉松 张亚斌 

喻字恒 黄陂区滠口小学 迎接汉马 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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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熠婷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来汉马，遇见最美武汉 高慧敏 

张秉昂 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五小学 我与军运会同行 何鑫 

张晨翼 洪山区旭光学校 腾飞吧武汉 王建忠 

张瀚文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兵兵汉马与城市 陈依婷 

张今昵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 小兵兵带我们跑汉马 廖凡 

张津菁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马拉松军运会 朱林 

张然予 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 黄鹤脚下赛汉马 刘露 

张睿竹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四小学 我爱“汉马” 胡滢 

张若涵 硚口区实验小学 全民运动迎军运 曾惠 

张思睿 江夏区东湖路学校 武汉马拉松 李小花 

张婉韵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一小学 冲向终点 曹红艳 

张文俊 硚口区实验小学 奔跑吧！汉马 胡娜 

张雯淇 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 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 李小萍 

张雅涵 洪山区武珞路小学 奔跑吧!武汉! 刘慧 

张雅涵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2019 军运会汉马 邵文佳 

张瑶 红领巾学校 CBD 迎军运，跑汉马 陈诗 

张优然 前川二小 跑啊坚持到底 邓浩 

张宇轩 武汉小学五（1）班 汉马加油 郑秀明 

张宇阳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喜迎军运 项威 

张雨然 吴家山第六小学 马拉松 杨怡然 

张玥涵 南湖第二小学 炫酷的马拉松 桂正雯 

张子怡 青山区钢城二小 放风筝 李庆利 

张梓谦 青山区吉林街小学 追梦少年心中的汉马 韦玉雯 

张紫娟 万松园路小学 与军运会同行 张群 

赵翀璟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激情汉马 刘志红 

赵颜霏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奔跑的武汉 邵文佳 

赵雨彤 光谷五小 汉马在我身边 夏雨 

赵子源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军运会 王攀 

赵梓喻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当蔡林记遇到汉马 高慧敏 

郑瑞 长港路小学 武汉军运 李兵 

郑若雅姿 武昌区三角路小学 我健康我快乐 王庆芳 

郑云杰 武昌区首义路小学 奔跑吧，武汉 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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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沛燃 东西湖区金银潭小学 文具向前冲 钟德发 

周乐天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友谊的赛道 王攀 

周乔林 武汉市育才怡康小学 武汉马拉松 朱林 

周星彤 武昌区南湖第一小学 奔向灿烂星空 李仕洁 

周雅诗 东西湖区金银潭小学 为梦想起跑 钟德发 

周子熙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我助力 曾燕 

朱奥唯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一起跑步吧 王祎 

朱剑帆 武昌区新河街学校 2019汉马 韩青松 

朱锦格 武汉育才家园小学 喜迎军运 王蔓 

朱凌岳 武昌区棋盘街小学 加油！汉马！ 邵文佳 

朱思颖 硚口区实验小学 喜迎军运会 张国华 

朱泽雯 武昌区余家头小学 汉马精神 刘志红 

朱哲睿 粮道街积玉桥 同心聚力共创未来 姚琪 

自嘉乐 盘龙一小 奔跑少年 王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