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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喜的是， 不少参
赛选手用充满情感的文字记
录着广州发展的变化。 通过
对广州文化、城市建设、经济
发展的描述， 表达了对广州
的深切赞美。 高中组的朱同
学参加了广州黄花岗公园和
广州塔的研学活动。 行走在
黄花岗公园， 他感受到先烈
英勇奋进的爱国精神； 而登

上广州塔俯瞰珠江繁华夜景，
他不禁为广州人勇立潮头、鼓
足干劲、不断向前发展的拼搏
精神而感动。 他在文中感慨：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
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并表
示：”作为新时代的高中生，我
们是广州未来的建设者，是国
家的栋梁之才，更要有做好接
班人的意识。 ”

2019“花地新苗”作文大赛初赛结果揭晓

万名选手
花地新苗决赛入围名单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通讯员 陈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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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
讯员罗研摄影报道： 诵读红色
经典，赓续红色基因。 11 月 27
日晚，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一场特殊的党史学习， 在诗
文朗诵会中拉开帷幕。

记者了解到， 本次朗诵会
是学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一项自选动作。
旨在通过诗歌朗诵， 讲述红色
经典故事、弘扬红色革命精神。
激发师生爱党、爱国、爱校的美
好情感， 凝聚起学校改革发展
的强大合力。

朗诵会分为“岁月回响、继
往开来、逐梦前行”三个篇章。
师生们以最深情的吟唱， 发出

对祖国最深情的热爱。
活动中， 广东高校阅读会

带来了《金色的鱼钩》《伟大的
觉醒》《青春中国》《我们依然需
要坚定的信仰》《时代楷模———
卢永根》《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等精彩的朗诵节目。

用诵读红色诗词的方式，缅
怀革命先烈， 抒发爱国情怀，感
悟初心使命，展现一代又一代共
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执
着坚守与努力追求，这一堂别开
生面的党课深受师生点赞。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场，来
自泰国、 阿富汗等国家的国际
学生倾情朗诵《最美之约》，表
达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讯员
廖雪良摄影报道：11 月 23 日，第三
届“我心中的思政课”全国高校大学
生微电影展示活动颁奖礼在武汉大
学举行。 本次评出特等奖 5 部、一等
奖 10 部、二等奖 20 部、三等奖 30
部、优秀奖 240 部、单项奖 4 部及组

织奖 3 个， 来自全国 65 所高校的
181 位获奖团队代表参加活动。 值
得一提的是， 来自广东的广东女子
职业技术学院荣获一等奖。

据了解， 本次思政课微电影大
赛，来自全国 65 所高校的 181 位获
奖团队代表受邀参加此次活动。 广

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微电影作品
《旗手》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重点马克思主义
学院遴选报送的 325 部微电影作品
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该校也是
广东省高校唯一受邀参加现场颁奖
典礼的单位。

根据活动要求，广东女子职业技
术学院作品在 9 月初首先通过了省
教育厅的遴选，并报送到教育部指定
的大赛组织单位武汉大学。武汉大学
从思政 MOOC 学习群近 7000 名校
内学习者中，根据性别及学科背景相
对平衡的原则，随机选聘了 120 名校
内大学生评委开展现场评审，并从报
送作品高校推荐的 1000 多名大学生
评委中， 依以上原则， 随机选聘了
120 名校外大学生评委开展网络评
审。通过加权综合后排序，前 40 位作
品进入第二轮专家评委复评。经过教
育部和国内一流高校思政教学和研
究领域 9 位知名专家严格评审，广东
女子职业技术学院作品最终排名第
11 位，获得一等奖。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讯员党永丽、梁隐妍、刘勤报
道： 广作家具遇上香云纱，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日前，“匠
新———广作家具与服饰艺术之夜”主题跨界活动在省博物馆
二楼大厅隆重举行。 职业院校的师生们为广府传统家具、服
饰、戏曲上演了一场跨界联动。

本次活动旨在传承广府文化，弘扬广匠精神，丰富人民
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结合“粤匠神工———广作家具特展”开
幕仪式，以广府传统家具———广作家具为主要内容，配合广
作家具特展，特别邀请了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师生作品

“广府传统服饰———香云纱现代演绎”进行展示。
记者了解到， 广州纺校本次共展示 55 套服装，18 套为

香云纱系列，分为“小轩窗，正梳妆”“茗香，牵雾，留霞”“抚
琴花径问清闲”“花好月圆戏云裳”四幕展出。

值得一提的是，展示服装是广州纺校服装专业学生在多
位老师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岭南文化，学习并传承岭南服饰
非遗技艺，将传统服饰元素重新定位与整合，结合时尚流行
和年轻人的审美态度，在设计中运用香云纱、吊染、广绣等传
统面料和技艺，多元地与现代社会交流融合，创造了创意系
列作品，最终为大家带来这场视觉盛宴。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学生杨欣鑫表示，此次作品的
设计是以木雕作为设计灵感的。 为了做出木雕的感觉，她们
使用了广东特有的香云纱以及广绣和潮绣的刺绣方法。而香
云纱和看似简单的广绣、潮绣的制作是一个极需匠心精神的
过程。 她说：“匠人的精神让我们敬佩，他们工作时的耐心和
传承这种工艺的初心值得我们学习。 ”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宣传中华传统文化是值得骄傲
的事情。“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学生张霖说。在看到自己
的作品穿在模特身上走出来，在自己的作品得到别人的认可
时，她感到非常开心。 她表示，经过这一次跨界设计，她喜欢
上这种传统服饰的设计风格，在以后的设计道路上，还会继
续宣传中华传统文化。

本次赛事初赛征文要
求学生结合个人的学习游
历情况，以自己走过祖国大
好河山为主题投稿参赛，用
文字记录自己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所见所闻所感。 赛事
自启动以来，受到广州市内
学校、老师及同学的广泛关
注及积极响应， 共有广州

11 区约 550 所学校 3 万多
名学生、家长及教师踊跃参
与， 收到参赛作品约 2 万
份。 经过专家组初评，共有
315 份作品 （其中包括小学
低年级组作品 80 份 、 小学
高年级组作品 95 份 、 初中
组作品 80 份 、 高中组作品
60 份）入围决赛。

2万名选手用文字点赞祖国大好河山

本届大赛，组委会邀请了
教育及媒体界 9 位资深评委
参与初赛作品评审。 评委表
示， 从参赛作品中可以看出，
参赛选手用认真学习的态度
参加研学活动，在研学过程中
深深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文
化，感悟祖国改革开放带来的
巨大变化和成就。

在参赛选手提交的作品
中，研学目的地以北京、上海、
敦煌、苏州、杭州、桂林及广州
本地等地点居多，选手们或双

脚踏着青砖， 登上万里长城，
感受华夏儿女坚韧不屈、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或游走在江
南街头， 听小桥流水的声音，
感受着江南厚重的文化底蕴；
或漫步于古代丝绸之路，听沙
漠中驼铃声响，想象着古代中
西方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场
景……评委们纷纷表示，在一
份份参赛作品上走遍了祖国
大好河山，深刻领略了祖国厚
重的文化底蕴，感受到中国发
展的日新月异。

评审直呼在纸上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

扎根广州，感受广州发展之美

2 点赞祖国大好河山

当广作家具遇上香云纱

职教生这样跨界嗨玩

广东农工商职院师生

在诗文朗诵中学党史

广东这堂思政课
荣获全国一等奖

近日， 由广州市教育局与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承办
的 2019“花地新苗”作文大赛完成初赛评
审，共有 315 名学生从 2 万名参赛选手中
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厉害了！

A 组：小学低年级组（1-3 年级）
决赛编号 姓名 学校

A1 梁佳涛 广州市八旗二马路小学
A2 郭望旗 广州市番禺区祈福新邨学校
A3 黄芯晴 丽江小学
A4 吴海晴 芦荻西小学
A5 谢钰馨 番禺区东湖洲小学
A6 王烨 广州市番禺区雅居乐小学
A7 沈梓泳 芦荻西小学
A8 陈思羽 骏景小学
A9 李蕊彤 晓港湾小学
A10 刘晓晨 祈福新邨学校
A11 刘威阳 骏景小学
A12� � 徐燕航 华师附中实验小学
A13� � 张其臻 农林下路小学
A14� � 张瑾薇 市桥东城小学
A15� � 黄泳芝 岑村小学
A16� � 卢臻然 番禺区钟村育英小学
A17� � 唐子 番禺区南村镇南华小学
A18� � 曾紫霖 启明小学
A19� � 詹蕙妍 南村镇雅居乐小学
A20� 黄熙媛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中心小学
A21 高尚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
A22� � 傅楚翘 京溪小学
A23� � 扶熙 广园小学
A24� 陈浩宇 同仁实验学校
A25� � 许靖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A26� � 杨凯祺 广州市越秀区秉正小学
A27� � 史立谦 东山培正小学
A28� � 范喆晞 龙洞小学
A29� � 谢慧岚 广州市越秀区沙涌南小学
A30� � 庄云惜 康有为纪念小学
A31� � 张奕楠 京溪小学
A32� � 刘思晴 竹料第一小学
A33� � 谢家玥 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A34� � 杨孟泽 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A35� � 张司乐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第二小学
A36� � 贺晰然 一一三中学陶育实验学校小学部
A37� � 麦梓皓 广州市越秀区秉正小学
A38� 黄渲岚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小学
A39� � 吴子鸣 秉正小学
A40� � 刘致远 广州增城新康小学
A41� � 潘文豪 番禺区石楼镇中心小学
A42� � 李恩禾 骏景小学
A43� � 庞坦若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天河实验学校
A44� � 钟羽墨 丽江小学
A45� � 邱婧恩 珊瑚湾畔小学
A46� � 邱樊懿 广州番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A47� � 白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太和实验学校
A48� � 付涵予 广州市番禺区祈福新邨学校
A49� � 陈静贤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边小学
A50� � 罗恩 广州市黄埔区横沙小学
A51� � 钟友成 厦滘学校
A52� � 陈祺欣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A53� � 王凯睎 华中师大附属广州增城实验学校
A54� � 文雅云 雅居乐小学
A55� � 刘祖彤 广州市增城碧桂园学校
A56� � 陈薇滟 广州市番禺区华师附中番禺小学
A57� � 冯睿頔 暨南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小学部
A58� � 蔡煜铭 广州市南沙区莲塘小学
A59� � 石浩田 广州市番禺区天誉小学
A60� � 温舒然 客村小学
A61� � 尹卓研 广州市番禺区石岗小学
A62� � 徐小懿 新塘汇美天恩中英文学校
A63� � 杨芷涵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和悦小学
A64� � 钟泽豪 新塘汇美天恩中英文学校
A65� � 陈梦怡 新洲小学
A66� � 缪汐垚 钟村锦绣小学
A67� � 张心源 培英中学附属小学
A68� � 张芯慈 秉正小学
A69� � 高若曦 天河区龙洞小学
A70� � 陈熙之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
A71� � 张颖而 广州市番禺区毓贤学校
A72� � 刘旭洋 祈福新邨学校
A73� � 刘子祺 广州市白云区白天鹅京溪实验小学
A74� � 冼泽乐 天府路小学（翠湖校区）
A75� � 钱杨一 西华路小学
A76 曾靖轩 文德路小学
A77 黄晴岚 广州市白云区华师附中实验小学
A78 谢铭洋 广州市白云区沙亭岗小学
A79 黄柏阳 广州市天河第一小学

A80� � 邝泳涵 新民六街小学

B 组：小学高年级组（4-6 年级）
决赛编号 姓名 学校

B1 方钰嘉 龙口西小学瑞安校区
B2 王楚菡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B3 谢舒凡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B4 刘卉嵛 康有为纪念小学
B5 吴颖昕 东山实验小学
B6 张钿悦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
B7 黄瑞潼 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
B8 陈思涵 五山小学
B9 王新云 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B10 丁栎 康有为纪念小学
B11� 钱璟文 农林下路小学
B12 蔡心游 广州市天府路小学
B13 范高铭 龙口西小学
B14� � 吴宥玮 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B15� 吕东宁 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
B16� � 田钰涵 骏景小学
B17 张正浠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
B18 吴雨晨 渔沙坦小学
B19� 冯俞景 广雅小学
B20� � 谢子榆 育才小学
B21� � 叶璟仪 耀华小学
B22� � 韩锦龄 � 真光中英文小学
B23� � 罗思源 � 广州岭南中英文学校
B24� � 宣尚彤 京师奥园南奥实验学校
B25� � 梁洛谣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小学
B26� � 骆昌衔 五凤小学
B27� � 高晟杰 龙口西小学
B28� � 高卓怀 小北路小学
B29� � 冯梓钧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小学
B30� � 戚兆钰 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小学
B31� � 潘晨武 广州市天河区南国小学
B32� � 文家俊 长湴小学
B33� � 徐显森 龙洞小学
B34� � 詹欣婧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锦绣小学
B35� � 陈希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B36� � 龙睿珺 龙津小学
B37� � 陈亮伟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B38� � 李若琳 广州市番禺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B39� � 林煦源 广州市天河区泰安小学
B40� � 何雨锨 广州市增城碧桂园学校
B41� � 李羽乔 广州东山培正小学
B42� � 李沛宜 广州东山培正小学
B43� � 李沛霖 广州东山培正小学
B44� � 高博森 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
B45� � 陈可欣 广州市白云区南园小学
B46� � 吴明轩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第一小学
B47� � � 洪熠茗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
B48� � 刘语歌 广州市天河区长湴小学
B49� � 刘袁倩兮 南华小学
B50� � 彭筱然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B51� � 谢予怀 广州大学附属小学
B52� � 蒋玟萱 东山培正小学
B53� � 涂雨欣 金碧新城小学
B54� � 杨锶淇 芦荻西小学
B55� � 钟毅楠 荔湾区真光中英文小学
B56� � 邓东轩 乐贤坊小学
B57� � 李昭桦 广州市白云区民航学校
B58� � 陈俊杰 广州市白云区石马小学
B59� � 赵梓涵 华景小学
B60� � 谢昊成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中心小学
B61 胡雅菲 毓秀小学
B62� � 张嘉元 广州市番禺区东湖洲小学
B63� � 郑惠雯 广州市农林下路小学
B64� � 刘雨辰 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小学
B65� � 曾泽科 番禺锦绣香江小学
B66� � 陈毅霖 芦荻西小学
B67� � 龚晨 黄 冈中学广州学校实验小学（二校区）
B68� � 易诗翔 华阳小学
B69� � 熊靖西 天河区长湴小学
B70� � 谭艺璇 广外附属中小学
B71� � 陈昊烨 中星小学
B72� � 李奕霖 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小学
B73� � 赖煜梅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中心小学
B74� � 肖欣然 先烈东小学
B75� � 曹润慈 广州市番禺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B76� � 吴思宇 天河区前进小学
B77� � 曹昱 西关培正小学
B78� � 陈玥晴 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

B79 唐昕悦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
B80 毛予希 毓秀小学
B81� 周子淳 华景小学
B82� � 林子超 东风东路小学
B83� � 谢紫褀 增城区官湖学校
B84� � 陈炫儿 华阳小学
B85� � 肖静涵 广州市京溪小学
B86� � 赵梓漫 桂花岗小学
B87� � 李咏娴 西关培正小学
B88� � 徐浩越 署前路小学
B89� � 赵孜菡 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
B90� � 潘承柏 剑桥郡加拿达外国语学校
B91� � 罗博思 五羊小学
B92� � 吴东妮 广州市天河区骏景小学
B93� � 胡牧芝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陶育实验学校
B94� � 王竑睎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广州增城实验学校
B95� � 公梓宸 华侨小学

C 组：初中组
决赛编号 姓名 学校

C1 朱博闻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外国语学校
C2 霍嘉琪 广东实验中学
C3 蓝祺乐 广州市第七中学
C4 周明昭 广州市白云区华师附中新世界学校
C5 彭一心 京师奥园南奥实验学校
C6 周芷珊 华师附中新世界学校
C7 赵婧希 广州番禺执信中学
C8 张庸 广州市番禺区育龙中学
C9 谢思锐 广铁一中天成中学
C10 黎晓琳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番禺附属初级中学
C11� 谭淏天 广东实验中学
C12 张梓萌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C13 郑宇康 广州中学
C14 肖博 广大附中增城区实验中学
C15� � 孙榕妤 星河湾执信中学
C16� � 梁芮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17� � 毛政滔 广东实验中学
C18� � 覃李江烨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C19� � 柯维 广州市铁一中学
C20� � 唐欣潇 广州市育才中学
C21� � 冯越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22� � 徐乐桐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23� � 王茗萱 广东实验中学
C24� � 刘扬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25� � 高义杰 广东省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C26� � 刘行之 广州市二中苏元实验学校
C27� � 黄宇萱 广州市铁一中学白云校区
C28� � 黄荷 广州市白云广雅实验学校
C29� � 曾子玲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30� � 姜茗月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C31� � 熊奕扬 广东实验中学
C32� � 黄诗茵 华师附中新世界学校
C33� � 程芷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C34� � 夏海超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外国语学校
C35� � 叶樱淇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C36� � 陈嘉瑶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37� � 陈芊宇 广州中学
C38� � 马尚 广东实验中学
C39� � 曾梓芸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富丽中学
C40� � 赖贝莎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第三中学
C41� � 张宇晴 亚加达国际预科青藤学院
C42� � 李祚庥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43� � 陆珩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44� � 沈佟 六中珠江中学
C45� � 刘诗鸿 广州市铁一中学（亚运城校区）
C46� � 苏祉莹 白云区人和镇第二中学
C47� � 陈海憧 番禺区石楼镇海鸥学校
C48� � 徐子诺 广州华联外语实验学校
C49� � 董艺沅 荔景中学
C50� � 陈丹妮 新塘镇第二中学
C51� � 江子翀 广州市育才中学
C52� � 何佳慧 增城广外外校
C53� � 傅诗捷 增城广外外校
C54� � 李晨睿 增城广外外校
C55� � 温智斌 广州市增城区仙村中学
C56� � 陈思畅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C57� � 黄妍 东圃中学
C58� � 陈玥宏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C59� � 姚永熙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东方校区）
C60� � 李家颖 白云实验学校（白云省实）
C61� � 柯贤睿 广州番禺校区铁一中学
C62� 谭可儿 广州市白云区金沙中学

C63� � 邓双 广州市铁一中学
C64� � 李彦妍 广州市泰安中学
C65� � 萧烨坤 增城区应元学校
C66� � 孟子越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黄华路校区
C67� � 龙咏欣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外国语学校
C68� � 胡诏喻 黄冈中学广州增城学校
C69� � 陈慰蓓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C70� � 苏琬淇 广州中学
C71� � 张博栋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72� � 贺祖菡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中学
C73� � 彭羽 广州市培英中学（初中部)
C74� � 杨佳馨 广州外国语学校
C75� � 聂元铭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C76� � 杨舒为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C77� � 李紫韵 番禺中学附属学校
C78� � 梁卜之 大龙中学
C79� � 刘镇源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C80� � 陈恩帆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D 组：高中组
决赛编号 姓名 学校

D1 陈薇 广州市第六中学
D2 冯家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国语学校
D3 屈可晴 增城中学
D4 李宇昕 广州市第六中学
D5 陈秀可 广州市第六中学
D6 肖筠霖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D7 钟铭斯 广州市增城区永和中学
D8 胡子涛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番禺附属中学
D9 罗楚桃 新造职业技术学校
D10� � 黄梓萌 广州市执信中学
D11� � 伍锦昕 广州市真光中学
D12� � 肖羽熙 广州市第六中学
D13� � 谭敬诺 广州市真光中学
D14� � 潘雨辰 广州市南武中学
D15� � 梁韵 广州市南武中学
D16� � 李欣橦 广外外校
D17� � 麦弘烨 禺山高级中学
D18� � 姚懿真 郑中钧中学
D19� � 邓恺暄 广州市真光中学
D20� � 谭美丹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校
D21� � 黎世煜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D22� � 翟诗桦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D23� � 杨乐意 广东华侨中学
D24� � 徐咏蕾 广州市第七中学
D25� � 刘瑞楠 广州市真光中学
D26� � 卢晴 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D27� � 黄素怡 增城区第一中学
D28� � 叶婧儿 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D29� � 刘倩宜 新塘中学
D30� � 叶苹曼 增城中学
D31� � 邱晓楠 广州市南武中学
D32� � 高健晋 广州市南武中学
D33� � 江勤勤 广州市培英中学
D34� � 李微微 番禺区石楼中学
D35� � 朱嘉蕊 广州市南武中学
D36� � 周绚 广州市白云中学
D37� � 朱颖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D38� � 高泽武 广州市第六十六中学
D39� � 梁浚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D40� � 杜诗雨 广州市第七中学
D41� � 温嘉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D42� � 陈雄泰 华师附中番禺学校
D43� � 涂双宜 广州市第六十五中学
D44� � 蔡婷婷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中学
D45� � 元书悦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D46� � 刘昱林 广州市第七中学
D47� � 潘碧君 禺山高级中学
D48� � 曾锐雪 广州市第六十五中学
D49� � 邱涵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D50� 陈艳芳 禺山高级中学
D51� � 萧楚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D52� � 刘晓妍 增城区增城中学
D53� � 黄紫珺 广州市第六中学
D54� � 郭镇铭 新塘中学
D55� � 张馨元 广州市第四中学
D56� � 要善僖 增城区第一中学
D57� � 周丹尧 广东实验中学
D58� � 邱锶仪 石楼中学
D59� � 余艾琳 广东华侨中学
D60� � 马知微 广州市第六中学

请入围决赛的选手关
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羊城
晚报校园达人 ”， 填写决
赛参赛登记信息。

1.具体操作如下：
进入 “羊城晚报校园

达人 ”公众号首页 ，点击
“作文大赛 ”子栏目 ，点击
“决赛参赛信息登记 ”，进
行决赛参赛信息登记。

2.决赛参赛信息登记时
间：11 月 30 日-12 月 4 日
（逾期视为放弃决赛资格）。

3．入围选手必须参加
研学活动及现场比赛 ，否
则视为放弃决赛资格。

4．若入围名单上的姓
名 、学校或指导老师等信

息出现错误 ，请在登记参
赛信息时备注更改。

5.关于决赛时间地点
及 决 赛 相 关 事 项 会 在 公
众 号 【羊 城 晚 报 校 园 达
人】公布！

若 对 赛 事 有 相 关 疑
问：请联系大赛组委会

陈老师：
020-87133011
微信客服 ：小羊姐姐

（微信号 yw68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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