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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体卫艺〔2021〕285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公布河南省第三届学生器乐节 

评奖结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厅直

属中小学：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推动全省各级各

类学校美育工作进一步发展，提高学校器乐教育整体水平，我

厅于 2021 年 3 月至 7 月举办了河南省第三届学生器乐节。器乐

节以“奏响青春之歌”为主题，各地各校接到通知后高度重视，

组团训练、认真选拔、积极参赛。经过省活动组委会评审，共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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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5 个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216 个节目分别荣获一、二、三

等奖，获奖团队的指导教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为鼓励先进，现将评奖结果予以公布（见附件），请各地各

校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继续坚持长期训练，为繁荣我省学校

器乐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河南省第三届学生器乐节评奖结果 

 

 

 

2021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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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南省第三届学生器乐节评奖结果 

优秀组织奖（15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奖项 

1 郑州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 

2 洛阳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 

3 新乡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 

4 鹤壁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 

5 焦作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 

6 济源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 

7 郑州大学 优秀组织奖 

8 河南大学 优秀组织奖 

9 洛阳师范学院 优秀组织奖 

10 周口师范学院 优秀组织奖 

11 商丘师范学院 优秀组织奖 

12 郑州师范学院 优秀组织奖 

13 平顶山学院 优秀组织奖 

14 郑州西亚斯学院 优秀组织奖 

15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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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合奏组（9） 

序号 展演学校 展演节目名称 器乐类别 奖项 指导教师 

1 郑州大学 《河南曲调随想》 西洋乐 一等奖 赵晓林  巩笑天  关心 

2 安阳师范学院 《万岁！伟大的祖国》 西洋乐 二等奖 邹世东 尹涛 吕井智 

3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征程》 西洋乐 二等奖 时茜 冯紫浩 祁放 

4 商丘师范学院 《壮志凌云》 西洋乐 二等奖 徐航 常琦妍 葛萌 

5 周口师范学院 《志愿军赞歌》 西洋乐 二等奖 麻西水 王民 夏捷 

6 南阳理工学院 《蓝色山脉》 西洋乐 二等奖 张梦丹  王明璐  卫志强   

7 洛阳师范学院 《丝绸之路》 民乐 一等奖 张强  郭聪 

8 周口师范学院 《太昊情韵》 民乐 二等奖 王志刚 范明磊 徐坤芳 

9 信阳师范学院 《天山之春》 民乐 二等奖 范红玲  段新惠 涂琬倩 

中学合奏组（19） 

序号 展演学校 展演节目名称 器乐类别 奖项 指导教师 

1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梅花桩》 西洋乐 一等奖 王宇迪 张倩 黄俊博 

2 郑州市第二初级中学 《蓝色山脉的传奇》 西洋乐 一等奖 彭建新  王志刚 董昱 

3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

高级中学 

《玫瑰狂欢节序曲》 

《打起手鼓唱起歌》 
西洋乐 一等奖 王建兵  张茜  刘丹 

4 郑州市第十六初级中学 《豫香万里》 西洋乐 一等奖 翟新召  王涛  殷诚 

5 郑州市第七初级中学 《轻骑兵序曲》 西洋乐 一等奖 尹曙静  耿丽敏  袁晶 

6 郑州市第十六高级中学 《豫禾春舞》 西洋乐 一等奖 朱红军  贾红超 王涛 

7 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狩猎之歌》 西洋乐 一等奖 刘杰  张萌  母丛尧 

8 郑州市经开区实验中学 《ALVAMAR》 西洋乐 一等奖 巴蕾 

9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激情燃烧的岁月》 西洋乐 一等奖 董昱  扈波  彭建新 

10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唱支山歌给党听》 西洋乐 二等奖 段智和  白雪  刘艺 

11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征程》 西洋乐 二等奖 李强  周静  张斓译 

12 洛阳市第九中学 《庆丰年》 西洋乐 二等奖 孙佳琪  郭心刚 

13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阿瓦图拉》 西洋乐 二等奖 张瑗峰  茹文棋  曹海涛   

14 
许昌长葛市第三 

实验高级中学 
《红旗颂》 西洋乐 二等奖 王文馨  李泽皓  魏娟 

15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抒情变奏曲第三乐章》 民乐 一等奖 邵鹏程  郭荣梅  彭霆 

16 郑州市第四初级中学 《太阳颂》第四乐章 民乐 一等奖 郭荣梅  邵鹏程  彭霆 

17 郑州市第六初级中学 《龙腾虎跃》 民乐 一等奖 李慧 张云 李丹 

18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丝绸之路》 民乐 二等奖 王宇迪 张倩 杨明 

19 鹤壁市外国语中学 《映山红随想》 民乐 二等奖 岳媛媛  李婧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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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合奏组（43） 

序号 展演学校 展演节目名称 器乐类别 奖项 指导教师 

1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洛阳分校 
《新少年畅想曲》 西洋乐 一等奖 刘轶楠  崔英  陶瑜 

2 河南省实验小学 《Abaco overture》 西洋乐 一等奖 杜华志  田宏森  李琦 

3 洛阳市实验小学 《喜悦组曲》 西洋乐 一等奖 郭丽君  郭达仁  杨松花 

4 
洛阳市涧西区景华

实验小学 
《众神之王-宙斯》 西洋乐 一等奖 段萌晖 和雅楠 秦乐 

5 
郑州市管城区创新

街小学 
《火舞》 西洋乐 一等奖 李柯  董志勇 

6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

小学宏康校区 
《嬉游曲》、《冬》 西洋乐 一等奖 赵薇娜 邓欣雨 李靖 

7 
郑州市管城区外国

语小学 
《七彩丹霞》 西洋乐 一等奖 孙玉梅  张天龙 

8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 《莫扎特 G大调小夜曲》 西洋乐 一等奖 韦慧卿  方芳  高晶晶 

9 
洛阳市涧西区天津

路小学 
《红旗颂》 西洋乐 一等奖 王丽娟 王恩莉  李小芳 

10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 
《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

四乐章》 
西洋乐 二等奖 李宝琛 方芳 邢乐 

11 
郑州新密市市直第三

小学 
《生命之光》 西洋乐 二等奖 钱艳艳  张慧娟 赵瑞君 

12 
郑州新密市政通路

小学 
《蓝色山脉》 西洋乐 二等奖 侯静  刘晓勇  李秋红 

13 鹤壁市淇滨区天山小学 《蓝色山脉》 西洋乐 二等奖 吴春利  呼唤  马科 

14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

沙小学 
《北京喜讯到边寨》 西洋乐 二等奖 李梦娜  周丹  李瑞芬 

15 
郑州登封市商埠街

小学 
《风暴》 西洋乐 二等奖 邵阳  王水敏  吴向丹 

16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 《远航》 西洋乐 二等奖 李宝琛 邢乐 王燕 

17 
郑州新密市政通路

小学 
《骄傲与勇气》 西洋乐 二等奖 张会峰  李慧 张伟丽 

18 郑州市二七区艺术小学 《蓝色山脉》 西洋乐 二等奖 王磊  白春荣  沙郑汝 

19 郑州市二七区兴华小学 《欢呼》 西洋乐 二等奖 赵方  郭瑾  刘爱 

20 商丘市睢阳区实验学校 《世纪序曲》 西洋乐 二等奖 杨素霞 张亚多 李远征 

21 洛阳市老城区第一小学 《森之诗》 西洋乐 二等奖 詹建萍  张婧婧  张晓旭 

22 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小学 《茉莉花》 西洋乐 二等奖 魏辛苗  王璐 朱莉 

23 洛阳市西工区白马小学 《保卫黄河》 西洋乐 三等奖 周卫东 梅开 李硕 

24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

第二小学 
《七彩丹霞》 西洋乐 三等奖 赵国平  王艳霞  孙宵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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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焦作孟州市韩愈 

小学 
《我的中国心》 西洋乐 三等奖 高红锦  杨竹青 

26 
郑州市中原区伊河

路小学 
《火舞》 西洋乐 三等奖 冯正元  杜华志  李高伟 

27 郑州新密市市直第二小学 《江山》 西洋乐 三等奖 刘瑞玲  刘延红  李丽霞 

28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

第一小学 
《自信中国》 西洋乐 三等奖 刘志鹏  张荣 

29 汝州市实验小学 《红旗颂》 西洋乐 三等奖 吴晓梅  尹晓燕  马超凡 

30 
郑州市中原区互助

路小学 
《风暴》 西洋乐 三等奖 周梦红 许亚琼 

31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朝凤路小学 
《鼓瑟中原》 西洋乐 三等奖 秦晓风 贾涛 黄俊博 

32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六一小学 
《白河峡谷》 西洋乐 三等奖 李霄霄 弓俊平 郑慧娜 

33 
焦作市山阳区焦东

路小学 
《勇往直前进行曲》 西洋乐 三等奖 胡广雷  刘科 

34 
郑州市管城区外国语

牧歌小学 
《西部人序曲》 西洋乐 三等奖 王安若 

35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

路小学 

《召唤英雄》、《我和

我的祖国》 
西洋乐 三等奖 王丽娟  郭艺楠  王丹 

36 
郑州市金水区经三

路小学 
《暴风雨》、《龙舌兰》 西洋乐 三等奖 朱艳丽  高风帆  王琳 

37 
郑州市中原区华山

路小学 
《火舞》 西洋乐 三等奖 张娜 

38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

小学 
《黄河颂》 民乐 一等奖 冯丽阳 刘天雨 李宝琛 

39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

学宏康校区 
《少年进行曲》 民乐 一等奖 赵薇娜  冯丽阳  李靖 

40 
洛阳市洛龙区第一

实验小学 
《丰收锣鼓》 民乐 一等奖 魏淑颖 付菲菲 王芳 

41 鹤壁市淇滨小学 《沂蒙山歌》、《洗衣歌》 民乐 二等奖 张文科 王可欣 

42 
郑州市管城区工人第

二新村小学 
《将军令》 民乐 二等奖 刘佳宁  朱桂梅 

43 
郑州市管城区外国

语小学 
《龙腾虎跃》 民乐 二等奖 马丽  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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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重奏组（87） 

序号 展演学校 重奏节目名称 器乐类别 奖项 指导教师 

1 郑州大学 《拉丁组曲》 西洋乐 一等奖 冯紫浩 

2 郑州西亚斯学院 《发髻》 西洋乐 一等奖 张佳凤 

3 郑州师范学院 《玛依拉》 西洋乐 一等奖 吕琳 

4 河南师范大学 《扎着丸子头的女孩》 西洋乐 一等奖 邱雨 

5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角鲨》 西洋乐 一等奖 冯紫浩 

6 郑州大学 
《维瓦尔第-四季-春-

第三乐章》 
西洋乐 一等奖 巩笑天 

7 郑州大学 《阿南探戈》 西洋乐 一等奖 宋正  

8 郑州大学 《四季：夏》第三乐章 西洋乐 一等奖 宋正  

9 黄河科技学院 《拉丁组曲》 西洋乐 二等奖 李昂 

10 河南大学 《中原畅想曲》 西洋乐 二等奖 翟杰 

11 郑州师范学院 《Give remix》 西洋乐 二等奖 宋磊  

12 河南大学 《快给大忙人让路》 西洋乐 二等奖 赵博 

13 南阳师范学院 《水星升起》 西洋乐 二等奖 张杰 

14 郑州大学 《嬉游曲》 西洋乐 二等奖 赵阳 

15 河南大学 
《门德尔松f小调第六弦乐

四重奏第一乐章》 
西洋乐 二等奖 吉喆 

16 郑州师范学院 《瑶族舞曲》 西洋乐 二等奖 金潇 

17 河南大学 
《Festival 

celebration》 
西洋乐 二等奖 张志鹏 

18 平顶山学院 《卡门幻想曲》 西洋乐 二等奖 李文亮 

19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Joseph Joseph》 西洋乐 二等奖 赵岱琛 

2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Tico Tico》 西洋乐 二等奖 崔荣汉 

21 郑州西亚斯学院 《minuet》 西洋乐 二等奖 卫星 

22 郑州大学 
《红色娘子军》组曲中

操练 
西洋乐 二等奖 吴哲参 

23 郑州西亚斯学院 
《莫扎特长笛四重奏作

品 525》 
西洋乐 二等奖 孙艺祯 

24 郑州轻工业大学 《我们一定会胜利》 西洋乐 二等奖 张艺帆 

25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我爱你中国》 西洋乐 二等奖 陈珮珂 

26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第二圆舞曲》 西洋乐 三等奖 时茜 

27 安阳师范学院 《风河序曲》 西洋乐 三等奖 尹双涛 

28 郑州西亚斯学院 《我的祖国》 西洋乐 三等奖 白阳 

29 安阳学院 《沙巴女王驾到》 西洋乐 三等奖 卓成龙 

30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维瓦尔第 D 大调协奏

曲》 
西洋乐 三等奖 裴东 

31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中国军魂》 西洋乐 三等奖 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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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郑州西亚斯学院 
《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

夜曲第一乐章》 
西洋乐 三等奖 中山智 

33 商丘师范学院 《花儿与少年》 西洋乐 三等奖 常琦妍 

34 郑州西亚斯学院 
《莫扎特嬉游曲 k138第一

乐章》 
西洋乐 三等奖 王德超 

35 周口师范学院 《第二圆舞曲》 西洋乐 三等奖 夏捷 

36 郑州西亚斯学院 《金婚曲》 西洋乐 三等奖 中山智 

37 平顶山学院 《郑风》 民乐 一等奖 魏波 

38 平顶山学院 《梦回临安》 民乐 一等奖 袁姗姗 

39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梦回临安》 民乐 一等奖 田冰洁 

40 黄淮学院 《良宵》 民乐 一等奖 周洲 

41 郑州大学 《临安遗恨》 民乐 一等奖 冯彬彬 

42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曲韵》 民乐 一等奖 张龙 

43 河南大学音乐学院 《破虏》 民乐 一等奖 侯乐萌 

44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豫韵牌子曲》 民乐 一等奖 魏洁 

45 郑州大学 《歌剧魅影》 民乐 一等奖 王玓 

46 商丘师范学院 《天山花语》 民乐 一等奖 李雨昕 

47 郑州师范学院 
《黄土地的歌——屹梁

梁》 
民乐 二等奖 姚岚  

48 中原科技学院 《蹀马倾杯舞千秋》 民乐 二等奖 侯嵩屾 

49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 民乐 二等奖 王子谦 

50 安阳师范学院 
《黄土地的歌——圪梁

梁》 
民乐 二等奖 卜晋雯 

51 郑州大学 《馥影》 民乐 二等奖 杨皓越 

52 河南大学 《映山红》 民乐 二等奖 张静 

53 河南大学 《山歌好比春江水》 民乐 二等奖 赵娴 

54 郑州师范学院 《自由探戈》 民乐 二等奖 吴琨 

55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欢乐的夜晚》 民乐 二等奖 徐贞 

56 郑州西亚斯学院 《映山红》 民乐 二等奖 陈璐 

57 平顶山学院 《顶嘴》 民乐 二等奖 谭嫄 

58 河南大学 《打起锣鼓庆丰收》 民乐 二等奖 项葵 

59 郑州工商学院 《秦土情》 民乐 二等奖 马媛媛 

6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辽宁》 民乐 二等奖 马末 

61 郑州西亚斯学院 《山语幻》 民乐 二等奖 王灿 

62 信阳师范学院 《西域随想》 民乐 二等奖 闫怡君 

63 郑州科技学院 《映山红主题随想曲》 民乐 二等奖 刘心睿 

64 黄河科技学院 《蹀马倾杯舞千秋》 民乐 二等奖 蔡冉 

65 周口师范学院 《云之南》 民乐 二等奖 张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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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胡旋》 民乐 二等奖 杨鸣 

67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黄河》 民乐 二等奖 但丹 

68 安阳师范学院 《映山红主题随想曲》 民乐 二等奖 卜晋雯 

69 黄河科技学院 《山语·幻》 民乐 二等奖 宋杨 

70 郑州大学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

一乐章》 
民乐 二等奖 刘安周 

71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盛世国乐》 民乐 二等奖 刘燕子 

72 河南大学 《阳关三叠》 民乐 二等奖 刘艺 

73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

院 
《百花引》 民乐 二等奖 包春吟 

74 商丘师范学院 《编花篮畅想曲》 民乐 二等奖 梁冰 

75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新编十面埋伏》 民乐 二等奖 刘燕子 

76 信阳学院 《动感弹拨》 民乐 二等奖 余慧莉 

77 河南大学 《一步之遥》 民乐 二等奖 郭丹 

78 洛阳理工学院 《沙漠玫瑰》 民乐 二等奖 金萌 

79 河南城建学院 《梦回临安》 民乐 二等奖 刘培培 

80 郑州西亚斯学院 《天山之歌》 民乐 二等奖 马妍 

81 信阳师范学院 《跑旱船》 民乐 二等奖 周建飞 

82 黄淮学院 《你笑起来真好看》 民乐 三等奖 韩特 

83 郑州师范学院 《掀起你的盖头来》 民乐 三等奖 李丽宁 

84 黄淮学院 《云之南》 民乐 三等奖 邱爽 

85 郑州西亚斯学院 《浏阳河》 民乐 三等奖 王笑凡 

86 郑州科技学院 《送我一枝玫瑰花》 民乐 三等奖 杜悦维 

87 郑州轻工业大学 《编花篮》 民乐 三等奖 王靖 

中学重奏组（28） 

序号 展演学校 重奏节目名称 器乐类别 奖项 指导教师 

1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阿依达》 西洋乐 一等奖 郭松 

2 郑州中学 《难忘的旋律》 西洋乐 一等奖 付越 

3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中国狂想曲》 西洋乐 一等奖 王志刚 

4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莫扎特k157弦乐四重奏》 西洋乐 一等奖 党蓉蓉 

5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茉莉花》 西洋乐 二等奖 唐娜 

6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PALLADIO》 西洋乐 二等奖 马源嫔 

7 郑州市第十六高级中学 《夏日里的山谷》 西洋乐 二等奖 曹真臻 

8 郑州市第七初级中学 《第二圆舞曲》 西洋乐 二等奖 尹曙静 

9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花儿与少年》 西洋乐 二等奖 张琛 

10 郑州市第十六高级中学 《中国拉格》 西洋乐 二等奖 冯紫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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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郑州市第十六高级中学 《随想曲》 西洋乐 二等奖 邱雨 

12 洛阳市第一中学 《查尔达什舞曲》 西洋乐 二等奖 张琦 

13 郑州市第四初级中学 《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西洋乐 三等奖 郭荣梅 

14 郑州东枫外国语学校 《掀起你的盖头来》 西洋乐 三等奖 冯望 

15 郑州东枫外国语学校 《茉莉花》 西洋乐 三等奖 冯望 

16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敦煌新语》 民乐 一等奖 张倩 

17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龙腾虎跃》 民乐 二等奖 王宇迪 

18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敦煌》 民乐 二等奖 刘妍 

19 郑州市第四十四初级中学 《风华国音》 民乐 二等奖 张珍妮 

20 郑州市第十四初级中学 《采莲曲》 民乐 二等奖 李泓锐 

21 济源高级中学 《喜庆》 民乐 二等奖 张为社 

22 新乡封丘职业中专 《喜迎甜水进山村》 民乐 二等奖 王晓娇 

23 
漯河临颍县南街村 

艺术职业 
《丰收乐》 民乐 二等奖 陈铁山 

24 鹤壁市外国语中学 《盛世强音》 民乐 二等奖 岳媛媛 

25 新乡市铁路高级中学 《飞扬青春》 民乐 二等奖 张婕 

26 安阳正一中学 《象王行》 民乐 三等奖 任慧娴 

27 鹤壁市外国语中学 《克罗地亚狂想曲》 民乐 三等奖 肖爱霞 

28 平顶山外国语学校 《我和我的祖国》 民乐 三等奖 郑媛媛 

小学重奏组（30） 

序号 展演学校 重奏节目名称 器乐类别 奖项 指导教师 

1 
郑州市二七区幸福

路小学 
《茉莉花》 西洋乐 一等奖 陈变 

2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

小学 
《编花篮》 西洋乐 一等奖 赵纪军 

3 
郑州市二七区幸福

路小学 
《我和我的祖国》 西洋乐 二等奖 郭香珍 

4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东关小学 
《时光倒流》 西洋乐 二等奖 郭坤 

5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

沙小学 
《帕拉迪奥》 西洋乐 二等奖 李梦娜 

6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

新街紫荆小学 

《有点甜》、《告白气

球》 
西洋乐 二等奖 曹羽 

7 郑州市实验小学 《青春修炼手册》 西洋乐 二等奖 冯莉 

8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东关小学 
《第二圆舞曲》 西洋乐 二等奖 郭坤 

9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

小学宏康校区 
《我和我的祖国》 西洋乐 二等奖 赵纪军 

10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

新街紫荆小学 

《蓝精灵》、《千与千

寻》 
西洋乐 二等奖 李晓亚 

11 漯河市实验小学 《不忘初心》 西洋乐 二等奖 赵亚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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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阳市实验学校 《花儿与少年》 西洋乐 二等奖 祁延峰 

13 
郑州市中原区特色

实验小学 
《威廉退尔》 西洋乐 二等奖 王滢 

14 郑州市实验小学 《科技先锋》 西洋乐 二等奖 魏武龙 

15 
郑州市中原区锦艺

小学 
《欢庆》 西洋乐 三等奖 金焕芝 

16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

沙小学 
《Simply music》 西洋乐 三等奖 周丹 

17 
郑州市中原区锦艺

小学 
《Easy blues》 西洋乐 三等奖 刘媛媛 

18 
郑州市郑东新区 

白沙小学 
《威廉退尔》 西洋乐 三等奖 李瑞芬 

19 
焦作市解放区西王

褚小学 
《唱支山歌给党听》 西洋乐 三等奖 靳芳 

20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 《卡农》 西洋乐 三等奖 张世意 

21 
郑州市管城区五里

堡小学 
《流水欢歌》 民乐 一等奖 朱艳美 

22 
郑州金水区黄河路

第一小学 
《疆域情》 民乐 二等奖 海娜 

23 
焦作市解放区环城

南路第一小学 
《拔根芦柴花》 民乐 二等奖 张洁 

24 鹤壁市淇滨小学 《盛世强音》 民乐 二等奖 程军 

25 驻马店实验小学 《百年建党 筝筝向上》 民乐 二等奖 陈瑶 

26 
郑州市管城区第二

实验小学 
《瑶族舞曲》 民乐 二等奖 黄飞飞 

27 
平顶山郏县三立国

际学校 
《驼铃响叮当》 民乐 三等奖 汤营营 

28 
郑州市郑东新区蒲

公英小学 
《市集》 民乐 三等奖 李岩岩 

29 驻马店实验小学 《盛世国乐》 民乐 三等奖 陈瑶 

30 
郑州市二七区京广

路小学 
《愉快的节日》 民乐 三等奖 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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