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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禹洁 黄河路第二小学
2 韦佳妤 郑州八中
3 张绎非 幸福路小学
4 饶天净 郑州八中
5 王博瀚 幸福路小学
6 孟佳妮 幸福路小学
7 段润平 幸福路小学
8 张祎倬 郑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9 李金妍 管城区豫翔实验学校
10 段雅心 郑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11 曹佳洋 郑东新区康平小学
12 范雨筱 幸福路小学
13 杨忆诺 黄河路第二小学
14 范赛文 幸福路小学
15 赵苜梓 幸福路小学
16 刘祯旸 郑州八中
17 张文哲 郑州八中
18 孟祥钰 幸福路小学
19 章翊宸 金水区黄河路第一小学
20 王馨雅 郑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21 仝画 幸福路小学
22 石艺博 金水区庙李镇丰庆
路小学
23 徐琦媛 郑东新区康平小学
24 石博言 创新街紫荆小学
25 张语晨 文化路第二小学
26 周子茹 黄河路第二小学
27 杨茜茜 郑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28 齐欣玥 郑州市第八中学
29 李熠 荥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30 黄姿雯 幸福路小学

31 刘凯艺 幸福路小学
32 吴思齐 优胜路小学
33 朱彦霏 郑州八中
34 侯昀涵 郑州市第八中学
35 汪佳凝 文化路第一小学
36 常硕梓 郑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37 李赫甲 丰庆路小学
38 刘欣洋 郑州八中
39 王一帆 康平小学
40 韩豫喆 金水区黄河路二小
41 余来阳 优胜路小学
42 刘倚菲 黄河路第二小学
43 种远卓 郑州八中
44 杨焮媛 郑州八中
45 杨小渔 幸福路小学
46 贾蕙宁 郑州八中
47 孙语涵 文化路一小
48 赵宇轩 郑州市二七区幸福
路小学
49 张家祯 幸福路小学
50 李安吉儿 幸福路小学
51 邓若琨 东三马路小学
52 陈紫怡 东三马路小学
53 王晨熹 幸福路小学
54 张景昆 康平小学
55 张家祯 幸福路小学
56 刘轩铄 幸福路小学
57 余虹豫 郑州八中
58 黄怡婷 东三马路小学
59 张宸睿 幸福路小学
60 严涵智 幸福路小学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所
经历的任何事情都不能重来。
当遇到挫折时，人们总会想：如
果我当时不那样,如果能重来
一次，我一定······而一向乐
观的我，也曾遇到过令我后悔
的事。

记得那是一个蒸笼似的夏
天，我当时住在“椰城”海口。
我和爸妈逛街，我们决定到有
遮阳顶的天桥去逛逛。天桥真
可谓是一个鱼龙混杂之处，干
什么的都有，有各种摆摊的、擦
鞋的、买棒冰的，卖水果的，甚
至耍魔术的都有。大家用着地
道的海南方言讨价还价，好不
热闹！我的目光被角落里的一
个身影吸引住了——那是一个
乞丐,正靠在天桥扶手边的角
落里。他光着膀子，右边的胳
膊齐肘断掉了，很是显眼，我看
了一眼都不敢看了。他那被阳
光晒得黑黑的皱巴巴的皮肤

上，被好多丑陋的疤痕包围
着。瘦骨嶙峋的身体……让人
一看就知道饿了好久了，长长
的头发盘到头顶，一双破了几
个窟窿的鞋和一条已经分不出
颜色的衬裤可是全部家当。对
了，还有那只脏兮兮的破碗，依
稀可见零星的几个硬币。路人
走过时，他也不理，麻木的待在
角落里。

“妈妈，这个叔叔好可怜
啊！”妈妈点点头，从包里抽出
一张 5元的人民币，叫我去给
他。我当时还小，很怕生。妈
妈鼓励我自己送过去。要不要
给他呢？给，他会不会伤害
我？不给，说得过去吗？……
最终，莫名的恐惧占了上风，它
驱使着我离开了人群。我飞快
地朝妈妈跑了过去，拉着妈妈
离开了天桥。

那天我的心都隐隐不安，
乞讨者残疾的身躯一直在我眼

前浮现，总有一股愧疚的感
觉。他呆滞而麻木的眼神更是
让我心痛不已，这样的眼神是
经历了多少世态炎凉、路人的
冷漠以及像我这样的胆小鬼后
才变得如此麻木的。

要是当日我能留下了那 5
元钱，或许，他可以吃上一顿饱
饭……可惜没有或许。

点评：文章立意深刻，尤其
是对“乞丐”的外貌和神态描写
十分传神，读后一个破衣烂
衫，身体残疾的乞讨者形象就
出现在眼前，不仅如此，小作
者还将“乞丐”麻木呆滞的目
光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抓住，在
结尾处还“眼神”进行了深入
阐释，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小作
者的心理刻画非常到位，内心
由“可怜”到“害怕”再到“愧
疚”。结尾处是深深的内心忏
悔，升华主题。

一、征文对象
河南省所有在校中小学生。
二、征文时间
投稿时间：4月 1日~4月

30日
初选时间：5月5日
评审时间：5月6日
获奖名单公布时间：5月7日
颁奖时间：5月14日
三、征文主题
《假如变成动物，我想成为

_______》。不限角度，不限立
场，把你的想法组织成一篇有
创意性的文章。

四、征文要求
（一）体裁不限，内容健康。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

抄袭作假，一经发现，立即取消
其参赛资格。

（三）温馨提醒：文末写下
自己特别想要实现的 3个愿望
或得到 3个礼物，我们将择其
一个愿望或礼物作为获奖选手
的奖品（请务必填写清楚，否则
会影响评奖）。

（四）大赛分为小学组、中
学组两种类别。

（五）每篇稿件需备注本人
姓名、学校、班级、联系方式及

详细地址，以便获奖通知（否则
会影响自己的评奖）

五、报名流程
大赛无需报名，只需在本

月月底前投稿到指定投稿地址
即视为报名参与。（注：以实际
收到稿件的日期为准。）

六、评委及评奖流程
（一）评委成员由两名教育

工作者、一名新闻媒体代表、一名
家长代表、一名企业家代表、一名
中学生代表、一名小学生代表组
成，共七人，评委不做固定设定。

（二）大赛主要以作品的创
意性为核心评判标准，当月 5
日由组委会初审，6日由评委
会评审，7日将在多种媒体公
布获奖名单。

七、奖励方式
（一）从所有稿件中评选

100篇优秀作品（优秀作品数
量会依据实际投稿数量而定），
所有优秀作品获奖选手将获得
礼品一份。

（二）再由 7位评委从 100
篇优秀作品中评选出 10篇获
得“最佳创意写作奖”。获奖选
手可获得写下愿望和礼物中的
一个愿望或礼物作为奖品。

（三）获奖作品将在郑州晚
报向日葵周刊上刊登。

八、投稿方式
（一）邮箱（注：必须以word

形式投稿）
1、dzytrdf@163.com
2、xiangrikui@zynews.cn
（二）征文邮寄地址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陇海

路康桥华城国际中心10楼1006
室，冷老师收：4006907 369。

（三）微信公众号投稿（扫
描二维码关注，文章可以以图
片形式发送公众号后台）

1.豆状元杯公众号

2.向日葵公众号

第四期“豆状元杯”中小学生创意写作大赛
开始约稿啦

开奖啦！看看第三期“豆状元杯”
创意写作赛你获奖了没

亲爱的小学士们，自2019年1月1日“豆状元杯”
中小学生创意写作大赛启动以来，得到了中小学生的
热情参与与踊跃投稿，第三期主题“我最后悔的一件
事”收到投稿千余篇。经过组委会认真初选和精选后，
本次“豆状元杯”大赛共产生10名最佳创意写作奖，
60名优秀作品奖，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特別提醒：请获奖者3日内，联系方式发送到邮箱：dzytrdf@
163.com，包括：姓名、电话、学校名称、班级名称，以便我们与你
沟通奖品事宜！

奖品说明：1、10名最佳创意奖，将依据作者的三个愿望或
三个礼物提供奖品。2、60名优秀奖，将获得统一提供奖品。

一、10名“最佳创意写作奖”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刘子钰 金水区庙李镇丰庆
路小学
2、赵永乐 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
3、张誉州 郑东新区康平小学
4、程翊坤 幸福路小学
5、赵书荣 纬三路小学

6、左右 金水区纬五路二小
7、宋高秋 黄河路第二小学
8、贾静静 郑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9、陈思凝 郑州八中
10、张聪 郑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二、60名“优秀作品奖”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悔在天桥
□郑东新区康平小学五四班 张誉州

四月，春光明媚,莺飞草长，鸟语花香。
美丽初春，正是放飞思绪，无限畅想的

时候。第四期“豆状元杯”中小学生创意写
作大赛再次开始征文啦。

万物复苏之季，不禁让人“脑洞”大开：
如果能变成动物，你最想成为什么？

第四期“豆状元杯”中小学生创意写作赛，
将以“假如变成动物，我想成为_______”
为主题。如“假如变成动物，我最想成为一

只小鸟”“假如变成动物，我最想成为一只猫”。快来发挥你的想象力，在文字的海洋
里遨游吧。

特别提醒：本期大赛将依旧延续第一、二、三期赛制，不限题材，不限字数。

■获奖作品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