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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教体发〔2020〕44号 

 

 

攀枝花市教育和体育局  攀枝花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关于发布攀枝花市 2020年中华经典诵写讲 

系列活动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和体育局、语委，市教育和体育局直属学校：   

根据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语委《关于开展四川省 2020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的通知》（川教函〔2020〕286号）

精神和市教育和体育局、市语委《关于开展攀枝花市 2020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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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市积极组织开展了

2020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全市教育行业部门和各级学

校积极参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现公布活动获奖名单（见附件）。 

请各单位认真总结本次活动经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

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国家

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写、

讲行动，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积极贡献。  

 

附件：1．攀枝花市 2020年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获奖 

名单 

2．攀枝花市 2020年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优秀 

组织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 

 

 

 攀枝花市教育和体育局  攀枝花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20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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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攀枝花市 2020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 

活动获奖名单 
 

一、攀枝花市 2020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诵经典）获奖名单 

一   等   奖 
序号 组别 节目名称 单位名称 参赛者姓名 指导老师 

1 小学生组 《红色的童话》 攀枝花市仁和区西路小学  何燕   张永洪 

2 小学生组 《中华孝道》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二年级八班 黄崇文 

3 中学生组 《论语》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陈柯翰、张欣睿、陈俊岐、周怡伶、张梓熙、汪铭杰、 

王晨西、刘卓研、冉峻逸、杜羽鑫 
罗杰、王丹 

4 中学生组 《我爱你啊，中国》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陈凯年、卢姝言、田一伶 孔智彬 

5 教育行业组 《峥嵘岁月 辉煌历程》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苏细华、郑茗月 贺剑知 

6 教育行业组 《我的南方和北方》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 蒋成琨，曾露，杨芳，乔平 蒋成琨 

二  等  奖 

序号 组别 节目 单位名称 参赛者姓名 指导老师 

7 小学生组 《这是我的祖国》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姜懿珂、刘雅巧、李雨恒、陈怡伶、孙伯恒 、冉欣灵、 

喻玺蒙、张洋 
袁心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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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学生组 《抗疫礼赞》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 
黄雪秦、甘若渔、林育竹、戎籽樾、熊诗钰、 

陈璇汐、曾柄睿、赖奕熹、张竞予 
张红   韩丹 

9 小学生组 《为爱逆行》 攀枝花市江林小学 
万玉玲 王仁鐳 李前铭 张欣雨   夜从淑 李佩芸  倪伟铭 

李文静   肖妍其 
敬冬莲  雷  静 

10 中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 
李欢欢、李乐乐、王奕琳、徐明阳、程磊、 

钟俊杰、张朝锦 
蒋成琨 

11 中学生组 《青春万岁》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费玉林、刘芷含、曹菡益、毛若渑 姚丽 

12 教育行业组 《担当》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郭光恒、温俊芳、秦富强、杨莹莹、陈昶、聂树成、姚晓梅、

向冬梅、蒋四海、王璐、邹婷婷、张雪莲、张正敏、刘薇、

周国秀、赖波 

温俊芳 

13 教育行业组 《最美逆行者》 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中小学 吴爱华、熊亚莉、姚源俊  

三  等  奖  
序号 组别 节目 单位名称 参赛者姓名 指导老师 

14 小学生组 《我爱祖国，我爱母语》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黄翕睿、生新晨、彭馨雨、李雅琦萱、曾徐徐 黄昌玲 

15 小学生组 《故乡情思》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杨晓明，毛福玲 杨莹、杜鸿萍 

16 小学生组 《祖国之歌》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凤凰小学 5.1班 王婧 

17 小学生组 《运动诵古诗》 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中心小学校 孙希 孙希 

18 小学生组 《木兰辞》 攀枝花市仁和区前进镇中心学校 三年级二班 倪方艳 

19 中学生组 
《中华民族团结一心 

共创辉煌》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欧坤灵等 苏细华 

20 中学生组 《行路难》 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中小学 宁友前、莫希敏等 吴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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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学生组 青春中国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方子涵、陈桢桢、张龄丹、刘畅、许乙凡、 

王心 
谢丹  周均 

22 教育行业组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郭群、张春、吉鸿菲、周节、余兴莲、雷敏、赵娟、

严境 
郭群 

23 教育行业组 《心念家国，诗诵中华》 攀枝花市西区教育和体育局 解君、黄丽、庞立君、何晓云、刘秋霞、李星龙 解君 

24 教育行业组 《将进酒》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陈放、杨继业、张胜倬 孔智彬 

优  秀  奖  

25 小学生组 《我们等待一场春天》 攀枝花市第 31中小学校 李芮妤、叶芷含、赖文玉 黄芮 

26 小学生组 大雅·绵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二小学校 陈籽希 李燕 

27 小学生组 《厉害了，我的国》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冉书瑜、鞠林翰 李佳 

28 小学生组 最美的逆行者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小学校 程思雅 刘梅 

29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攀枝花市仁和区中坝乡中心学校 钱奕帆  范扬 马崇杰 陆雨婷 苏丹丹   李长梅 

30 小学生组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攀枝花市米易县湾丘彝族乡中心学校 张紫涵、李隆强 肖静 

31 中学生组 《黄河颂》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马祥龙、张家豪、朱洪、陈睿媛 陶红霞 

32 中学生组 《致敬白衣天使》 攀枝花市盐边县永兴中学校 尔干毛、张霞、李长花、潘文瑞、聂凯、杨国军 胡苏 

33 中学生组 《我的南方和北方》 攀枝花市成都外国语学校 倪婼婳、彭雅墨 吴双 

34 中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李学霖、陈燃、张锐、税乙庭、沙万远、杨地地、姜欢、 

田莉、杨蓉 
魏闵 

35 教育行业组 《中国阻击战》 攀枝花市第六中学校 曾梦虹、唐健康、王静、起玉学  

36 教育行业组 《中国阻击战》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姚丽、孟春莉、周德等 赖波 

37 教育行业组 《沁园春·雪》 攀枝花市第六中学校 刘汉勇  

38 教育行业组 《运动诵古诗》 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中心小学校 孙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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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攀枝花市 2020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讲经典）获奖名单 

一   等   奖 
序号 组别 节目 单位名称 参赛者姓名 

1  小学教师组 《惠崇春江晚景》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杨渝 

2  初中教师组 《定风波》 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校 董颖 

3  高中教师组 沁园春·长沙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李建国 

二   等   奖 

4  小学教师组 《诗经.卫风.木瓜》 攀枝花市仁和区西路小学 陈靖燕 

5  小学教师组 《望庐山瀑布》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邹世娟 

6  初中教师组 泊秦淮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王玉媚 

7  高中教师组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攀枝花市盐边县中学校 汤定梅 

三   等   奖 

8  小学教师组 
《满江红》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蒋春 

9  小学教师组 
《村居》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杨先华 

10  小学教师组 
《走近咏物诗》 攀枝花市第十八小学校 马琴 

11  初中教师组 
《落红非无情，化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其五）>解析》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

校 
张崇伟 

12  高中教师组 
《采桑子 重阳》 攀枝花市盐边县中学校 

黄春蕾 

优   秀   奖 

13  小学教师组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陈小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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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小学教师组 
《爱国诗一组》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赵娜 

15  小学教师组 
《七律·长征》 

攀枝花市米易县湾丘彝族乡中

心学校 
翁古阿芝 

16  初中教师组 
《过零丁洋》 攀枝花市第六中学校 曾梦虹 

17  初中教师组 
《同气连枝，珍重待春风 品读

经典，共育爱国情》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杨学艳 

18  高中教师组 
秦风·无衣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倪元芳 

 

三、攀枝花市 2020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写经典·诗文创作）获奖名单 

一   等   奖 

序号 组别 节目 单位名称 参赛者姓名 指导老师 

1  小学生组 《月照窗台》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中心学校 李欣慧 陈孝菊 

2  小学生组 《武汉不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中心学校 廖应丽 李俊刘 

3  小学生组 《那段水泥路》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中心学校 李泉霖 陈孝菊 

4  小学生组 《大国战“疫”》 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果彝族乡中心学校 杨开英 杨支琼 

5  小学生组 《我心中的巍巍中华》 攀枝花市盐边县和爱彝族乡中心小学校 李满阳 李维娓 

6  小学生组 《中华经典》 攀枝花市盐边县益民乡中心学校 张安洁 王绍莲 

7  小学生组 等待破晓，笑满山川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小学校 张拯粹 陈国燕 

8  小学生组 《我心中的巍巍中华》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蒋启航 张丽华 

9  小学生组 《与梦想相拥》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李抒璇 代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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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学生组 《梦想助力成长》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谭玥然 刘定琪 

11  中学生组 《邂逅经典》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张岳铭 许文峰 

12  中学生组 《五十五载英雄城整装待发向未来》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周家旭 唐锦文 

13  中学生组 《共盼春来》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李依忆 李敏 

14  中学生组 《英雄花开春正好，金沙水拍逐浪高》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昝欣悦 刘薇 

15  中学生组 《蜀地非江南》 攀枝花市盐边县中学校  刘良青 曹龙 

16  教育行业部门组 《又见霓虹》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初级中学校 汪强林  

17  教育行业部门组 《望海潮·花城颂》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李敏          

18  教育行业部门组 《抗疫诗词三首》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马奇志  

二   等   奖 

19  小学生组 《抗击疫情 我们砥砺前行》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詹荣轩 顾文敏 

20  小学生组 《致最美逆行者》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李晨睿 顾文敏 

21  小学生组 《梦想助力成长》 攀枝花市十九中小实验外国语学校 张艺夕 黎波 

22  小学生组 《乘风破浪   展翅飞翔》 市二十五中小教育集团阳光校区 蔡尚衡   

23  小学生组 《给妈妈的一封信  》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秦戈杨 杜迎春 

24  小学生组 《沐改革春风，行复兴之路》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代舒 刘定琪 

25  小学生组 《传承中华经典，共筑精神家园》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罗文博 刘定琪 

26  小学生组 诗歌创作《最美逆行者》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张蕴悦 张义平 

27  小学生组 征文《喜看家乡变了样》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中心学校 杨娜 李俊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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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小学生组 征文《我心中的巍巍中华》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伍思锦 张义平 

29  小学生组 征文《战疫情，中华魂》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张雅娟 张义平 

30  小学生组 征文《梦想助力成长》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刘书言 罗兴芬 

31  小学生组  《致—--最美“逆行者”》 攀枝花市盐边县新九乡中心学校 毛清婷 罗利娟 

32  小学生组 《最美藏蓝色》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刘紫函 杜迎春 

33  小学生组 《中国梦我的梦》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蒋丰亦 陶玲予 

34  中学生组 《中华经典，我的精神家园》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马金金 王丹 

35  中学生组 《祖国母亲，我想对您说》 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校 何星颖 董颖 

36  中学生组 征文《“长生殿” 里话悲情》 四川仁和思源实验学校 罗润桦 邓君丽 

37  中学生组 《梦想助力成长》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李桂钰 魏闵 

38  中学生组 《身着白衣心怀锦缎》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初级中学校 方瑶 撒雪妮 

39  中学生组 《我的母亲》 攀枝花市米易县民族中学校 杨小婷 田纹遥 

40  中学生组 《逆行者追光者》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张芮 刘薇 

41  中学生组 忆秦娥·苍秋驻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何欣睿 杨雷 

42  中学生组 
《梦与东坡泛舟赤壁》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戚鑫 李敏 

43  教育行业部门组 《浪淘沙  邓稼先》 西区教育和体育局 林大伟  

44  教育行业部门组 《加油，武汉》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黄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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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育行业部门组 《七律.晨读晚诵伴经典》 攀枝花市盐边县中学校 曹龙  

三   等   奖 

46  小学生组 少年的梦想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夏志文 顾文敏 

47  小学生组 我心中的的魏巍中华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邓智文 顾文敏 

48  小学生组 《抗疫小诗》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赵若希 雷雪梅 

49  小学生组 《紫》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胡竞兮 覃红 

50  小学生组 《巍巍中华永不倒》 攀枝花市第十八小学校 杨韵涵 刘杨 

51  小学生组 《如果》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张峻宁 黄昌玲 

52  小学生组 《逆流而上的鱼》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冉知亿 刘文钰 

53  小学生组 《静候春暖花开》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黄翕睿 杨先华 

54  小学生组 《祖国母亲，我想对您说》 攀枝花市第三十二中小学校 杨程婷 李燕 

55  小学生组 诗歌创作《经典筑梦》 攀枝花市仁和区五十一公里小学 杜雨钱 钱忠晋 

56  小学生组 征文《新冠病毒旅行记》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中心学校 赵袁媛 陈孝菊 

57  小学生组 征文《我心中的巍巍中华》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胡耕读 陈秀琼 

58  小学生组 《巍巍我中华.疫情摧不垮》 攀枝花市盐边县永兴镇中心小学校 周铃尉 刘兴蓉 

59  小学生组 《这白衣》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孙博奥 汪雪佳 

60  
小学生组 忆峥嵘岁月•展青春韶华——读

《清贫》有感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小学校 李昆展 黎洁 

61  小学生组 《米易，我的家》 攀枝花市米易县白马镇中心学校 张霜 陈孝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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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小学生组 《赞美家乡》 攀枝花市米易县攀莲镇中心学校 龚思琪   

63  小学生组 《忆三线岁月·展青春韶华》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曾译萱 张丽华 

64  小学生组 梦想助力成长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秦钰铃   

65  小学生组 新冠王后与白雪公主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中心校 唐忆浔 邓闻 

66  中学生组 《致祖国母亲的一封信》 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校 李梦蝶 董颖 

67  中学生组  《家乡的笑声》 攀枝花市盐边县民族中学校  周文敬 曾春梅 

68  中学生组 《彝乡幸福花》 攀枝花市米易县民族中学校 吴建美 付建华 

69  中学生组 《奶奶的手》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夏铭蔓 范芳 

70  中学生组 《坚守，更是一种美丽》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胡书铭 刘薇 

71  中学生组 《我在田埂上成长》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初级中学校 王品林 杨茜 

72  中学生组 梦想助力成长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罗惠文 韩琴 

73  中学生组 《红与白》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郑茜 李敏 

74  中学生组 忆峥嵘岁月，展青春韶华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王笑笑 杨佳丽 

75  教育行业部门组 《我心中的巍巍中华》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杨镇语  

76  教育行业部门组 《诗文 6篇》 攀枝花市第三十一中小学校 曾国涛  

77  教育行业部门组 《脚在路上》 攀枝花市盐边县中学校 雷为湘  

78  教育行业部门组 《疫情当前 青春无悔》 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中心小学校 余君  

79  教育行业部门组 《追梦》 攀枝花市米易县民族中学校 罗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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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秀 奖 

80  小学生组 《我爱汉字》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高语韩 顾文敏 

81  小学生组 《让梦想助力成长》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韩朋锦 杨镇语 

82  小学生组 《众志成城齐抗疫》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杨竣程 杨秀碧 

83  小学生组 
《花是一座城 城是一朵花——绿

色发展道路上一路前行》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龚浩林 覃红 

84  小学生组 
《时代先锋楷模钟南山爷爷红领

巾向您致敬》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吴昊松 李杰 

85  小学生组 《我心中的巍巍中华》 攀枝花市十九中小实验外国语学校 刘妍彤 赵曦 

86  小学生组 《新村一隅》 攀枝花市花城外国语学校 安思琦 徐丹 

87  小学生组 《感恩我的祖国》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小学校 王钰周 吴纪红 

88  小学生组 《午夜饭上的“新客”》 攀枝花市第十八小学校 何星辰 贺度艳 

89  小学生组 《我为祖国骄傲》 攀枝花市第三十八中小学校 刘霁萱 卢文彦 

90  小学生组 《英雄》 攀枝花市第三十七中小学校 王蕊 赵淑贤 

91  小学生组 《巍巍中华魂》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董诗雨 刘定琪 

92  小学生组 《抗疫阻击战》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柯奕如 刘定琪 

93  小学生组 《我心中的巍巍中华》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梁育瑄 袁珍 

94  小学生组 《共抗疫情》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刘佳桂 袁珍 

95  小学生组 《巍巍中华》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凌俊熙 袁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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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小学生组 《一个特殊的假期》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中心学校 李姝豫 周云翠 

97  小学生组 《齐心协力战新冠》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中心学校 张乾悦 周云翠 

98  小学生组 《我心中的巍峨中华》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肖含月 杨铠静 

99  小学生组 《向英雄致敬》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犹璐菡 陈秀琼 

100  小学生组 《疫情之下，彰显人心》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潘泓宇 邓金菊 

101  小学生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攀枝花市盐边县桐子林镇中心学校 彭伟智 肖玉梅 

102  小学生组 《富饶强盛的中华民族》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杨竣棋 陶玲予 

103  小学生组 《我想做一朵攀枝花》 攀枝花市江林小学 万馨蔓 马  勇 

104  小学生组 美丽的攀枝花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李馨婷 高淑琼 

105  中学生组 《璀璨星辰》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谢怡琪 王丹 

106  中学生组 《致祖国母亲》 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校 李若雨 董颖 

107  中学生组 征文《夏风华韵》 四川仁和思源实验学校 罗婕瑜 邓君丽 

108  中学生组  《梦想助力成长》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李顺芳 魏闵 

109  中学生组 《奋进新时代》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陈学珍 魏闵 

110  中学生组  《我心中的巍巍中华》 攀枝花市盐边县永兴中学校 杨渔医 周先军 

111  中学生组 《与屈原相见》 攀枝花市盐边县民族中学校  毛午嘎 曾春梅、杨继福 

112  中学生组 《英雄花开，金沙浪高》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杨雅茹 唐锦文 

113  中学生组 满江红·花城秋赞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张译丹 杨雷 

114  中学生组 《没有庆典的纪念》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李桂仪 范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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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中学生组 大爱逆行· 守护家园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江昱蓉 王玉媚 

116  中学生组 《凿井——献父辈》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何忠凌 杨雷 

117  教育行业部门组 《星斗蜀地万千美，月曜云川显华章》 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校 邹丹丹  

118  教育行业部门组 《致敬最美逆行者》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刘秋霞  

119  教育行业部门组 
诗歌创作《念奴娇 今日神州》《鹧

鸪天 燃情六月》 
攀枝花市仁和区总发乡中心学校 何国志  

120  教育行业部门组 《卜算子.抗疫》 攀枝花市盐边县桐子林镇中心学校 赖杰英  

121  教育行业部门组 《做好自我，不负韶华》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小学校 祁绍军  

122  教育行业部门组 《致“逆行者”》 攀枝花市米易县湾丘彝族乡中心学校 杨银成  

123  教育行业部门组 《向汉字致敬》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黄万东  

四、攀枝花市 2020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写经典·书法）获奖名单 

一   等   奖 
序

号 
组别 节目 单位名称 参赛者姓名 指导老师 

1  小学生组 《心正人自刚》 攀枝花市十九中小实验外国语学校 张庭辉 张光学 

2  小学生组 毛泽东长征诗句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 钱恩成   

3  小学生组 《中华美文唐诗二首》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陈飞潼 赵正怀 

4  小学生组 毛笔书法《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刘浩宇 杨茜 

5  小学生组 毛笔书法《长安道》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张宸诚 王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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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学生组 李商隐诗《无题》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小学校 龚芋文 彭涛 

7  小学生组 奉和令公绿堂种花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小学校 邓富华 陈国燕 

8  小学生组 静以修身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二小学校 何林蓉 杨楚 

9  小学生组 宋词二首 攀枝花市米易县垭口镇中心学校 余梓 蒋春蓉 

10  小学生组 《古诗六首》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潘源峰 唐曙光 

11  中学生组 《唐诗》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余玟萱 赵正怀 

12  中学生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 赫超 郝媛媛 

13  中学生组 《春望》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朱奕霏 杨雷 

14  中学生组 《渡荆门送别》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毛若渑 陈洲 

15  中学生组 《枫桥夜泊》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潘彦熹 陈洲 

16  教育行业部门组 大林寺桃花 攀枝花市十九中小实验外国语学校 张光学  

17  教育行业部门组 《念奴娇—赤壁怀古》 攀枝花市第三十七中小学校 杜承君  

18  教育行业部门组 毛笔.条幅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沙万明  

19  教育行业部门组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四川省米易中学校 万敏涛  

20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周亚夫军细柳》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唐曙光  

二   等   奖 

21  小学生组 《唐诗两首》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赵冰菁 张维 

22  小学生组 《论语》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罗天佑 雷雪梅 

23  小学生组 《五言诗两首》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杨斯棋 雷雪梅 



 

    

－１６－ 

24  小学生组 《毛笔字》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杨青山 李杰 

25  小学生组 《对联》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谭思婷 覃红 

26  小学生组 《对联》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杨欣竹 周晓燕 

27  小学生组 《不图一时热闹但求平安健康》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 胡珈洛   

28  小学生组 《养天地正气极风云壮观》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 吴宗益   

29  小学生组 登飞来峰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 陈韵竹   

30  小学生组 《名言》 攀枝花市花城外国语学校 罗正宇 何明铭 

31  小学生组 《蝉》 攀枝花市第十八小学校 顾红林 李丹 

32  小学生组 《唐诗》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邹雨含 赵正怀 

33  小学生组 《唐诗》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詹裕洲 赵正怀 

34  小学生组 《唐诗》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吴笑语 赵正怀 

35  小学生组 《出塞》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艾宸宇 秦英 

36  小学生组 毛笔书法《江城子》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侯佳其 起龙燕 

37  小学生组 《赋得古原草送别》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一小学校 谭骊镁 赵平英 

38  小学生组 《勤学诗》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二小学校 周恒宇 杨楚 

39  小学生组 《长恨歌》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何馨熠 唐曙光 

40  小学生组 《古诗两首》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李奕霏 唐曙光 

41  中学生组 《登鹳雀楼》 攀枝花市第三十一中小学校 魏国华 肖薇娜 

42  中学生组 《唐诗》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冉金阳 赵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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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学生组 《唐诗》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赵馨悦 赵正怀 

44  中学生组 《唐诗》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苟睿嘉 赵正怀 

45  中学生组 《毛泽东词二首》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 宋思錡 曾露 

46  中学生组 《卜算子》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刘晗羽 路忠华 

47  中学生组 《木兰诗》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胡林利 路忠华 

48  中学生组 《赤壁赋》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刘人午 路忠华 

49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小学校 邓平刚  

50  教育行业部门组 毛笔.条幅 攀枝花市盐边县桐子林镇中心学校 程德银  

51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王泽林  

52  教育行业部门组 《论语》节选 攀枝花市米易县民族中学校 陈朝荣  

53  教育行业部门组 《党旗更鲜艳》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二初级中学校 赵文浩  

54  教育行业部门组 《书中自有黄金屋》 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二小学校 何政权  

55  教育行业部门组 《赤壁赋》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 王莉  

56  教育行业部门组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任胜春  

三   等   奖 

57  小学生组 《沁园春雪》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张溯 李杰 

58  小学生组 《七律 长征》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赵若希 雷雪梅 

59  小学生组 古诗两首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徐梦璟 李雪莲 

60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陈玥涵 赖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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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小学生组 鹿柴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 柏俣欧   

62  小学生组 最美抗疫人 攀枝花市二十五中小阳光外国语学校 李周儒   

63  小学生组 独坐敬亭山 攀枝花市十九中小实验外国语学校 郑凯文 黎波 

64  小学生组 历史故事 攀枝花市花城外国语学校 王禹博 苏珈 

65  小学生组 《三国志》 攀枝花市第三十八中小学校 刘霁萱 卢文彦 

66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小学校 陈昌杨 邓平刚 

67  小学生组 《九成宫节选》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李忠坚 赵正怀 

68  小学生组 《鸟鸣涧》 攀枝花市第三十一中小学校 王梓芦 黄芮 

69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李森 金学仕 

70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己亥.防疫》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赵宇轩 杨婵 

71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辛弃疾.京口北回亭怀

古》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冉楚瑞 秦英 

72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蜀道难》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贺芝铃 陈秀琼 

73  小学生组 《三光日月星 四诗风雅颂》 攀枝花市盐边县国胜乡中心学校  颜子程 潘波 

74  小学生组 《诸事随时若流水》 攀枝花市盐边县益民乡中心学校 韦婷  陈凤 

75  小学生组 《赤壁赋》 攀枝花市盐边县惠民乡中心小学校 陈  婷 吴国桦 

76  小学生组 《饮酒》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刘尧瑀 唐曙光 

77  小学生组 《古诗四首》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彭麟 唐曙光 

78  小学生组 《纸上谈兵》 攀枝花市江林小学 夜从淑 敬冬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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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小学生组 《古诗摘录》 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中小学 李巧 蔡瑶 

80  中学生组 《凉州词》 攀枝花市第三十一中小学校 敖梦瑶 肖薇娜 

81  中学生组 《元稹诗》 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校 郑维 彭宗建 

82  中学生组 《题破山寺后禅院》 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校 成泰明 邵建英 

83  中学生组 
硬笔《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 
攀枝花市盐边县永兴中学校 沙学强 周先军 

84  中学生组 硬笔《桃花源记》 攀枝花市盐边县民族中学校 邱婷 曾春梅、杨继福 

85  中学生组 硬笔《七律.到韶山》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 张月曦 周加佳 

86  中学生组 硬笔《不能言说》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杨紫涵 范芳 

87  中学生组 硬笔《古诗二首》 攀枝花市仁和区金江中小学 卢玉萍 夏强 

88  中学生组 硬笔《将进酒》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杨雨源 杨雷 

89  中学生组 《自题小像》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赵雯楠 杨雷 

90  中学生组 《沁园春雪》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黄嘉悦 路忠华 

91  中学生组 硬笔《歌颂新时代诗歌》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陈昱竹 路忠华 

92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古诗两首》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谢熠  

93  教育行业部门组 《抗疫赞歌》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赵正怀  

94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满江红》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温继荣  

95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杜鸿萍  

96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殷学明  



 

    

－２０－ 

97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钟理兵  

98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中坝乡中心学校 罗有俊  

99  教育行业部门组 毛笔书法《八阵图》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金学仕  

100  教育行业部门组 毛笔书法《塞下曲》 攀枝花市仁和区福田镇中心学校 起正武  

101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盐边县永兴中学校 周先军  

102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 罗义才  

103  教育行业部门组 《上善若水》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刘跃军  

优 秀 奖 

104  小学生组 《树立高远志向》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杨依璇 杨秀碧 

105  小学生组 《三字经》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王栋 姚晓红 

106  小学生组 《回乡偶书》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李晨睿 顾文敏 

107  小学生组 《凉州词》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沈家丞 雷雪梅 

108  小学生组 《沁园春 雪》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殷俊淞 杨镇语 

109  小学生组 《长征》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姚奕丞 杨秀碧 

110  小学生组 《望洞庭》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曹可馨 于敏 

111  小学生组 《江南春》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何一格 于敏 

112  小学生组 《守岁》 攀枝花市第十八小学校 蒋孟辰 李丹 

113  小学生组 《短歌行》 攀枝花市第三十二中小学校 杨孟佳 王虹 

114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殷国利 高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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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夜成艳 高启中 

116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王应飒 高启中 

117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陈雨心 高启中 

118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包属晶 高启中 

119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古朗月行》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褚航宇 罗兴芬 

120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清明》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高钰婷 李素元 

121  小学生组 硬笔书法《将进酒》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邓子佳 张义平 

122  小学生组 毛笔书法《对联》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施叶兰 汤景丽 

123  小学生组 毛笔书法《水调歌头》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文彦 邓金菊 

124  小学生组 《诗词合集》 攀枝花市盐边县益民乡中心学校 谭成琳 陈凤 

125  小学生组 《风》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赵浚希 唐曙光 

126  中学生组 硬笔《鱼 我所欲也》  攀枝花市盐边县民族中学校 阿呷莫  曾春梅、杨继福 

127  中学生组 硬笔《论语》《孙子兵法》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周艺 魏闵 

128  中学生组 硬笔《孟子》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杨荣欢 魏闵 

129  中学生组 硬笔《陋室铭》 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中学校   杨可  腾启军 

130  中学生组 硬笔《论语》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刘俊伶 魏闵 

131  中学生组 硬笔《登幽州台歌》 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中学校 李镇腾  腾启军 

132  中学生组 硬笔《登高》 攀枝花市盐边县中学校  陈廷钲  徐强  

133  中学生组 硬笔《春夜洛城闻笛》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秦书仪 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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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中学生组 硬笔《蜀相》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冯润函 范芳 

135  中学生组 硬笔《诗词集锦》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粱宸瑞 范芳 

136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张乾  

137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夏政梅  

138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中心学校 杨莹  

139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王应荣  

140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李桂华  

141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杨天琼  

142  教育行业部门组 毛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高启中  

143  教育行业部门组 毛笔书法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雍金林  

144  教育行业部门组 毛笔书法《石灰吟》 攀枝花市第六中学校 杜志强  

145  教育行业部门组 硬笔《赏心亭》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温俊芳  

 

 

 

 

 

 



 

附件 2 

 

攀枝花市 2020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优秀组织奖及

优秀指导老师奖 

   

 1. 优秀组织奖 

   西区教育和体育局          盐边县教育和体育局 

   2. 优秀指导老师奖 

学校 姓名 

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唐曙光 

攀枝花市江林小学校 敬冬莲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 蒋成琨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路忠华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杨  雷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雷雪梅 

攀枝花市凤凰小学校 顾文敏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刘定琪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 赵正怀 

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校 董  颖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中心学校 高启中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张义平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田镇中心学校 陈孝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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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米易县第二小学校 杨  楚 

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初级中学校 魏  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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