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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享来第八届少儿美食征文大赛获奖名单出炉

222名小吃货喜获大奖

□记者 谭萍 文 许俊文 摄影

核心提示｜当美食遇上美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1月4日，豪享来第八届少儿美食征文大赛评审活动举行。经过为期一天的认真评审，全国

共评出226个奖项，其中共有222名学生获奖，两所学校获得最佳组织奖，两名教师获得优秀辅
导老师奖。这些小美食家和美食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又凭借什么打动了评委而拿下大奖？

你最喜爱的美食是什么？
讲讲你和它之间的故事吧！今
年，大河报又一次与豪享来餐饮
有限公司携手，联合主办“我最
喜爱的美食”第八届少儿美食征
文大赛。活动一启动，就深受中
小学生们的喜爱，他们积极备
赛，踊跃投稿。截至10月底，全
国共收到3000多篇征文。在这
些小选手中，既有豪享来少儿美
食征文大赛的“老粉”，也有新加
入的小美食家，他们争相推荐自
己心中的美食，用手中的笔写下
自己与美食的情缘。

当然，本次大赛也为小选手
们备上厚礼，不仅奖项众多，奖
品也特别丰富。看，有豪牛大奖
（一等奖），获奖者可得iPad；智
牛奖（二等奖），获奖者可得平衡
车；潮牛奖（三等奖），可获运动
手表；特别奖（最牛创意奖、最牛
构思奖、最牛勇气奖、最牛奇思
奖、最牛妙想奖），可获电子书阅
读器；优秀奖，可获运动水壶。

此外，大赛还从组织学生报
名的学校中评选出最佳组织奖，
从组织学生参与的老师中评选
出优秀辅导老师。

3000多篇作文竞推
“我最喜爱的美食”

11月4日上午9时，评审活
动正式开始。大赛组委会请来
经验丰富的3名教师担任华中赛
区的评委，为小选手们打分，他
们分别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
杨志明，中学高级教师、原郑州
市聚源路小学语文教师翟兰玉，
郑州市东风路小学骨干教师、语
文教师常亚楠。

现场，小选手们参赛的所有
文稿被分为6份被送至评委们面
前。并且，文稿中所有小选手的
姓名、学校等信息被密封得严严
实实，以确保评审的公平公正。

投稿若想在3000多篇作文
中脱颖而出，拿下奖项，还得要
过三道关。第一关：初选，由评
委轮流对文稿进行评审，根据学
生的年级水平及文章文句、构
思、整体情况等，选出优秀稿件；
第二关：集体评审，评委们从优
秀稿件中选出获奖作文；第三
关：最终评选，评委们集体投票
选出各个奖项。

评审活动结束，天色已晚。
评委们表示，小选手们的投稿质
量不低，最难得的是不少学生能
从美食中讲述与亲人、朋友之间
难忘的故事，表达浓浓的情感。

小选手信息被密封
评审要过三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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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豪享来第八届
少儿美食征文大赛【获奖人员名单】

◆豪牛大奖（一等奖）：

程天霖《忆糖》厦门市厦门外国语学校九（4）班
马 芊《和爷爷一起吃的那块蛋糕》焦作市博爱县松

林小学六(1)班

◆智牛奖（二等奖）：

洪 喆《那种粗犷又细腻的味道》厦门市厦门思明小学
六(4)班

黄巧丽《有味》漳州市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九(9)班
师子涛《一碗拉面》郑州新郑市新华路小学六(2)班
陈佳慧《一碗糊涂面条》焦作博爱育才中学八(1)班

◆潮牛奖（三等奖）：

李沐紫《外公的油焖小龙虾》海口市海之南外国语实验
学校六(2)班

朱凤仪《情系蚵仔煎》漳州市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
二(1)班

黄 婧《夏天的句号》香港特别行政区光明英来学校六
(5)班

李梦瑶《妈妈的蒸槐花》郑州优胜实验中学九(4)班
李露冉《我和外婆有个约定》郑州市二七区佛岗小学三

(4)班
赵 洋《我的青春里有槐花香》河南省沁阳市实验中学

九(1)班

◆最佳组织奖：厦门市滨东小学 郑州市东风路小学

◆优秀辅导老师：王文莲 厦门外国语学校
白万岭 郑州市南阳路三小

◆最牛勇气奖：

陈昕《福蔗小记》漳州市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九(2）班
张博文《我的美味，从牛排开始》郑州市文化路一小五

（10）班

朱骊安《火锅游泳池》上海市杨浦区回民小学五（4）班
丁杰《美食告诉我》河南省沁阳市第二中学初三

◆最牛创意奖：

◆最牛构思奖：

郑与凡《人间有味是清欢》 厦门市厦门外国语学校八
（7）班

丁俊豪《奶奶的包子》河南省沁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

◆最牛奇思奖：

黄瀚廷《最牛充电器——可乐鸡翅》厦门市思明小学一
（3）班

尚孜轩《饺子就酒越吃越有》郑州市东风路小学五（5）班

◆最牛妙想奖：

张歆宜《白米饭遇见牛肉》厦门市滨东小学五(1)班
张圣珂《我最爱的美食》郑州市东风路小学六(3)班

◆华南赛区优秀奖100名：

叶睿馨 洪妍馨 何劭轩 谢逸翔 黄钰 陈茗心 房莉煊
高剑宁 林达铭 苏婧芳 吴珺仪 郑子欣 陈麒鸿 林源鑫
郭佳鹏 彭永康 郑本真 颜嘉琪 杨锦臻 张惠娟 林子越
曾蓉 林宇菁 陈鑫灿 邵睿琪 叶怡辰 高雅枝 黄琪双
张羽馨 谢晓茜 韩思怡 张妍鹭 薛嘉熠 韩思怡 王可芸
郑嵘玺 俞皓涵 黄博闻 陈彦如 朱钰垚 顾丽莎 张舒琦
周书宇 李佳憓 蔡宇威 连婧丹 林岑 彭宇恒 彭宇欣
吴宇宸 吴禹忻 张士琪 徐一涵 陈泊翰 薛依一 洪睿莹
郭子萌 李奕萱 褚欣羽 陆思辰 赵雅妮 林谋航 王佳杨
陈音音 杨通立 王思茜 林宸葳 李睿娴 陈玺烨 黄紫希
张士璘 戴尔 洪韫霏 訾棠心 陈思涵 蔡宇威 杨璐菲

戴宇宏 王钰涵 陈哲熙 林苡昕 苏恩羽 王子桓
刘闽轩 周宸欣 陈佳莉 吴劲澎 黄采研 陈彦铭
林谦慧 林欣宇 周杰辰 肖晶 吴天立 许杰锐 陈海玥
欧阳瑾瑜 陈进 周勤 上官钰承

◆华中赛区优秀奖100名：点评：作者生动地记叙了爷
爷在病危的日子里，和自己吃生
日蛋糕的事。文章情真意切，催
人泪下。体现了祖孙之间浓浓的
爱。——中学高级教师、原郑州
市聚源路小学语文教师 翟兰玉

点评：作者不但生动地记叙
了第一次吃牛排的经过，而且详
尽地描述了牛排的色、香、味，以
及吃法，并且介绍了牛排文化。
结尾画龙点睛，紧扣主题。

——翟兰玉

点评：由吃饺子引申到与外婆
之间的真情，细节之处打动人心，尤
其是外婆提前腌制酸菜，外婆教我
包饺子，这些细节看似平淡，却感人
至深，令人动容。 ——常亚楠

点评：小作者通过做饺子、吃饺
子，体现出家人之间的和谐与幸福，
把与姥姥、姥爷之间的感情描绘得
淋漓尽致，虽没有华丽的辞藻，最是
真情动人心！ ——常亚楠

点评：本文语言生动形象，作

者用轻快的文笔，反映出独特的

立意，通过美食参悟人生大道理，

创意十足。——常亚楠

点评：选材温馨真实。通过
一碗糊涂面，既写出奶奶的勤劳、
慈祥，又从生活小事中悟出哲理
人生，语言生动朴实，如话家常，
生活气息浓，富有表现力。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郑州枫

杨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 杨志明

点评：作者通过母亲的蒸槐花，

既道出了母亲的辛苦，又品味出了

母爱的无私、浓烈，字里行间流露着

对母亲的感激和理解，叙事具体详

尽，以小见大，语言流畅朴实，平淡

中孕育着真情。——杨志明

点评：一语双关，通过写对老
槐树的怀念，表达了对奶奶的感
激，对故乡的怀恋，语言功底扎
实，情节真实、有味，感悟独特。

——杨志明

点评：“给孙子做包子，奶奶
是最认真的”，小作者用最朴实的
语言道出了人世间最温暖、无私

的亲情，语言生动活泼，节奏感
强，生活气息浓。——杨志明

点评：本文生动地记叙了外婆
制作炸酱面的过程，文章构思奇
巧。开头排比句的运用令人赞叹，
结尾也独具匠心，深化了文章主题。

——翟兰玉

《一碗糊涂面条》

点评：小作者立意独特，前后照
应，细节之处描写到位，尤其是写老
奶奶外貌部分，充分反映了老奶奶
的年龄特点和窘迫之相。文章既写
出了拉面之香，也体现出情感之真，
充满正能量。——郑州市东风路小
学骨干教师、语文教师 常亚楠

《一碗拉面》

《我和外婆有个约定》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

《我最爱的美食》

《美食告诉我》

《和爷爷在一起吃的那块蛋糕》

《我的美味，从牛排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