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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四川省获奖名单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组别/类别 奖次 获奖者 获奖作品 所在单位 

大学生组 一等奖 
杨镇源、伍浚心、吴宇腾、叶昊韵、

马柳艺 
朗诵《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四川师范大学 

教师组 一等奖 张浩 朗诵《不朽》 绵阳师范学院 

大学生组 二等奖 华韵涵、巩雨霏、刘逸楠 朗诵《永不消逝的声音》 四川音乐学院 

大学生组 二等奖 熊智龙、潘佳怡 朗诵《童年的阿土列尔》 四川音乐学院 

教师组 二等奖 
王雪玉洁、李俊文、李超、雍欣、

柳维涛 
朗诵《不朽》 四川音乐学院 

社会人员组 二等奖 甘念、张伟杰、周鸿波 朗诵《我想给你敬个礼》 成都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小学生组 三等奖 眉山市东坡区通惠小学 朗诵《可爱的中国》 眉山市东坡区通惠小学 

中学生组 三等奖 
杨雨涵、吴锐楷、吴春江、李乐、

杨美芝等 
朗诵《诗韵国魂》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大学生组 三等奖 胡晨曦、马宁宇、杜佳星等 19 人 朗诵《谁是最可爱的人》 西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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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类别 奖次 获奖者 获奖作品 所在单位 

教师组 三等奖 邓咏涛、游媛媛 朗诵《诗意中国》 绵阳师范学院 

小学生组 优秀奖 德阳市华山路学校 朗诵《唱支山歌给党听》 德阳市华山路学校 

小学生组 优秀奖 
雷懿涵、廖文卓、罗苒苒、冷与伦、

张雅茹、钟昕宇、白馨雅、万润甜 
朗诵《门》 四川天府新区华阳实验小学 

小学生组 优秀奖 
李林儒、袁小蕊、郑萌可、汪梓涵、

王子妍 
朗诵《我是川剧传承人》 彭州市天府路小学 

小学生组 优秀奖 

李圣涵、赵培竹、陈琪丹、姜彦竹、

郑涵睿、张瀚丹、宋佳骏、姜功晟

等 

朗诵《永不褪色的红》 江安县江安镇西城小学校 

小学生组 优秀奖 

蒲睿曦、钟瀚霆、杜思瑶、余梓妍、

李政禹、吴雨晨、缪思远、陈瑞浠

等 

朗诵《红色礼赞》 宜宾市戎州实验小学 

小学生组 优秀奖 
王昭源、雷可馨、陈妙怡、廖艺杰、

王子勋等 
朗诵《中华孝道代代相传》 成都市锦江区外国语小学校 

中学生组 优秀奖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朗诵《我用残损的手掌》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大学生组 优秀奖 范诗雨、姜荣 朗诵《信念永恒》 四川文理学院 

大学生组 优秀奖 
张耀中、良璞、李金凌、马凌宇、

邓婕、杨贝贝、马佳颖、王秋琦 
朗诵《我的一个世纪》 四川师范大学 

社会人员组 优秀奖 蒋楠 朗诵《最后一分钟》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人才服务中心 

社会人员组 优秀奖 张炼 朗诵《月光下的中国》 四川广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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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组别/类别 奖次 获奖者 获奖作品 所在单位 

大学教师组 一等奖 唐佳 《忆秦娥·娄山关》 内江师范学院 

中学教师组 二等奖 顾中雪 《诗经·秦风·无衣》 四川省金堂中学校 

中学教师组 三等奖 陈小兰 
头顶边关月，心系天下安——《夜

上受降城闻笛》 
江安县汉安初级中学校 

中学教师组 三等奖 刘爽 
雄心慷慨，烈士壮歌——曹操《短

歌行》品析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文庙校区） 

中学教师组 三等奖 母红梅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大学教师组 三等奖 刘艳 《诗经·王风·黍离》 宜宾学院 

大学教师组 三等奖 肖雷 《沁园春·长沙》 四川轻化工大学 

大学教师组 三等奖 阳霞 《定风波》 内江师范学院 

大学教师组 三等奖 杨若诗 《十五从军征》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小学教师组 优秀奖 何敏 《池上》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小学校北区分校 

小学教师组 优秀奖 漆娟 《春夜喜雨》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小学 

小学教师组 优秀奖 邱欢 《墨梅》 内江市东兴区五星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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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类别 奖次 获奖者 获奖作品 所在单位 

小学教师组 优秀奖 吴羽帆 《春夜喜雨》 成都市花园（国际）小学 

中学教师组 优秀奖 寇凯华 
“我主沉浮”之革命精神—— 浅析

《沁园春·长沙》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中学教师组 优秀奖 殷志佳 
《将进酒》——李白醉态诗学思维

下的真性情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 

中学教师组 优秀奖 李清 《天净沙·秋思》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 

中学教师组 优秀奖 刘媛岑 

一湾清水，一缕诗情——《诗经·秦

风·蒹葭》《念奴娇·赤壁怀古》《山

居秋暝》 

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 

大学教师组 优秀奖 何松涛 《忆秦娥·娄山关》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教师组 优秀奖 洪弋力 《行路难（其一）》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教师组 优秀奖 李俊文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

括》 
四川音乐学院 

大学教师组 优秀奖 宋雪 《江畔独步寻花（其六）》 西南科技大学 

大学教师组 优秀奖 宋颖 《念奴娇·赤壁怀古》 四川轻化工大学 

大学教师组 优秀奖 王瑛 《诗经·王风·黍离》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教师组 优秀奖 吴朝娅 《诗经·小雅·蓼莪》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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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组别/类别 奖次 获奖者 获奖作品 所在单位 

小学软笔 一等奖 李成德钦 陋室铭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小学软笔 一等奖 梁钰彤 对联 江安县川师大实验外国语学校 

大学硬笔 一等奖 任思宇 满江红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大学软笔 一等奖 孙志林 李白诗一首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小学软笔 二等奖 杨梦仪 篆书对联 广安市前锋思源实验学校 

小学软笔 二等奖 张益源 周恩来赠好友楹联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小学软笔 二等奖 周奕朵 釆桑子·重阳 珙县巡场镇第一小学校 

中学硬笔 二等奖 吕艺林 毛泽东诗词二首 遂宁市安居第一高级中学 

中学软笔 二等奖 兰宏扬 毛泽东词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中学软笔 二等奖 谢宗助 荆门浮舟望蜀江 成都天府中学 

大学硬笔 二等奖 陈冬梅 古诗四首 成都师范学院 

教师软笔 二等奖 潘劲 行书条幅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软笔 二等奖 张叙 列子三则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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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类别 奖次 获奖者 获奖作品 所在单位 

小学硬笔 三等奖 董书羽 沁园春·雪 四川博瑞特外国语学校 

小学硬笔 三等奖 贾沛灵 致敬逆行者 成都市磨子桥小学分校 

中学硬笔 三等奖 龚峥 记承天寺夜游 眉山市东坡区苏辙中学 

中学硬笔 三等奖 向文萱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选抄 遂宁市安居第一高级中学 

中学硬笔 三等奖 左艳纤 聆听 四川省安岳中学 

大学硬笔 三等奖 傅丽桥 古诗七首 四川轻化工大学 

大学硬笔 三等奖 胡黄叶 毛泽东诗词 内江师范学院 

大学硬笔 三等奖 贾  霜 节选欧阳修醉翁亭记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硬笔 三等奖 梁瑀恒 辛弃疾词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硬笔 三等奖 唐喜梅 归去来兮辞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硬笔 三等奖 严单单 毛泽东诗词两首 西华大学 

大学硬笔 三等奖 郑爱丽 满江红·写怀 绵阳师范学院 

大学软笔 三等奖 韩中远 节录进学解 四川农业大学 

大学软笔 三等奖 刘如松 前后赤壁赋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教师软笔 三等奖 曾德宏 隶书张九龄望月怀远中堂 宜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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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类别 奖次 获奖者 获奖作品 所在单位 

社会软笔 三等奖 康永久 对联 四川省彭山税务局 

社会软笔 三等奖 骆庆东 鸾凤螽斯对联 大英县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小学硬笔 优秀奖 唐圣悦 少年中国说 安岳县兴隆小学 

小学硬笔 优秀奖 吴逸菲 革命诗词数首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小学硬笔 优秀奖 张诗棋 诗五首 富顺县东湖小学 

小学硬笔 优秀奖 邹馨仪 李太白诗文选抄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小学 

小学软笔 优秀奖 窦筱沫 沁园春·长沙 峨眉山市第一小学校 

小学软笔 优秀奖 何旭尧 古诗抄录 新都区大丰小学 

小学软笔 优秀奖 苏子淇 登峨眉山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中学硬笔 优秀奖 邓佳 正气歌 遂宁市安居第一高级中学 

中学硬笔 优秀奖 骆宣汝 辛弃疾词二首 内江市第二中学 

中学硬笔 优秀奖 杨蕾钰 为人民服务（节录） 仁寿县鳌峰初级中学 

中学硬笔 优秀奖 叶佳俐 诗四首 筠连县中学 

中学硬笔 优秀奖 张国奇 古文渔父 内江市第七中学 

中学软笔 优秀奖 陈忠念 广艺舟双楫 屏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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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类别 奖次 获奖者 获奖作品 所在单位 

中学软笔 优秀奖 傅紫霖 师说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中学软笔 优秀奖 侯婧淼 刘禹锡秋词 成都市玉林中学 

中学软笔 优秀奖 林知乐 古诗二首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大学硬笔 优秀奖 李丽雅 毛泽东诗词两首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大学硬笔 优秀奖 王赫然 沁园春·长沙 西南交通大学 

大学硬笔 优秀奖 易虹利 中华颂 阿坝师范学院 

大学硬笔 优秀奖 邹雪琴 把幸福曙光捧到人民心中 绵阳师范学院 

教师硬笔 优秀奖 曾盛国 曾国藩家书 阿坝职业学院 

教师硬笔 优秀奖 陈加攀 清平乐·六盘山 巴州区四中 

教师硬笔 优秀奖 何博军 孝经 南部县滨江小学 

教师硬笔 优秀奖 冉丽双 方山子传 内江市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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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 

组别/类别 奖次 获奖者 获奖作品 所在单位 

大学组手工 二等奖 曹曙辉 和谐奔复兴 成都文理学院 

大学组手工 三等奖 任怡豪 伟大复兴 成都文理学院 

大学组手工 三等奖 肖天明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四川文理学院 

大学组手工 三等奖 游凤 精准扶贫 四川文理学院 

教师组手工 三等奖 王晓飞 辛丑大利 攀枝花市第十小学校 

教师组手工 三等奖 尹义桐 心中梅花千树 四川文理学院书法艺术研究院 

小学组机刻 优秀奖 汪子泓 211 工程 成都市武侯区龙江路小学分校 

中学组手工 优秀奖 刘湘 依法治国 广安市岳池县岳池中学 

大学组手工 优秀奖 曾韵霞 濯古来新 成都文理学院 

大学组手工 优秀奖 饶湘莲 风清骨峻 成都文理学院 

大学组手工 优秀奖 向文轩 大道至简 四川文理学院 

大学组手工 优秀奖 肖逸 孺子牛 西华大学 

大学组手工 优秀奖 张爱玲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四川文理学院 

教师组手工 优秀奖 李渊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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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 

组别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 参赛选手 单位 

“诵读中国”大学生组 王  博 朗诵《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杨镇源、伍浚心、吴宇

腾、叶昊韵、马柳艺 
四川师范大学 

“诗教中国”大学教师组 罗  丹 《忆秦娥·娄山关》 唐  佳 内江师范学院 

“笔墨中国”小学软笔 刘明浩 陋室铭 李成德钦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笔墨中国”小学软笔 邓  桥 对联 梁钰彤 江安县川师大实验外国语学校 

“笔墨中国”大学软笔 徐  亮 李白诗一首 孙志林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笔墨中国”大学硬笔 黄  婷 满江红 任思宇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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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集体） 

赛别 单位名称 

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四川省教育厅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四川轻化工大学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四川教育电视台 

“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 四川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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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个人） 

赛别 单位名称 获奖人员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四川教育电视台 耿懿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四川教育电视台 李意婵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四川教育电视台 文曦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何立新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四川轻化工大学 代晓冬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四川教育电视台 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