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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语委，各有关高校：

近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组委会秘书处）发布通知，公布了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获奖名单（详情见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官方网站，网址

http://www.jingdiansxj.cn）。我省有 85 项作品获奖。运城市教

育局、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山西工商学院、山西大同大学荣获

大赛优秀组织（集体）奖，赵娅军、燕建兵荣获大赛优秀组织

（个人）奖。

现将我省获奖名单（见附件）汇总印发给你们。请各地、

各学校认真总结工作经验，互相学习借鉴，广泛开展诵读、讲

解、书写、篆刻等优秀语言文化实践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

赛促练、以赛促教，将竞争内容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文化普

及资源等，加强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研究阐释、教育传承、资

源建设及创新传播，引导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提升国家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营造亲近经典、热爱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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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氛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贡献力量。

附件：1. 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山西省获奖作品

名单

2. 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优秀组织奖山西省

获奖名单

山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12 月 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1

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山西省获奖作品名单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赛别 序号 组别 奖项等次 获奖人员 获奖作品 获奖人员单位/学校

诵读中国 1 小学生组 二等奖
毕航硕、孔裕涵、王美君、曹佳
乐等30人 朗诵《为有牺牲多壮志》阳城县第二小学

诵读中国 2 小学生组 二等奖 晋城市城区古书院矿小学校 朗诵《最后的家书》
晋城市城区古书院矿
小学校

诵读中国 3 小学生组 三等奖
刘怡瑞、闫勃廷、荆楚涵、王昱栋、
王晨斌、谢濠宇、樊玥、李夏琳

朗诵《不朽的力量》 临猗县示范小学校

诵读中国 4 小学生组 三等奖 聂嘉岐、聂嘉熙等 朗诵《大写的中国》 曲沃县实验小学

诵读中国 5 小学生组 优秀奖 李文曦、李俊豪等 朗诵《不能忘却的长征》芮城县蓝天小学

诵读中国 6 小学生组 优秀奖 杨斯涵 朗诵《永远的九岁》 阳城县第三小学

诵读中国 7 中学生组 二等奖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朗诵《共产党宣言》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诵读中国 8 中学生组 优秀奖 加宇洋、张馨月等 朗诵《青春中国》 乡宁县第三中学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诵读中国 9 中学生组 优秀奖 李艺美、董锦文等8人 朗诵《党旗颂》 芮城县第三中学

诵读中国 10 中学生组 优秀奖
柳欣辰、逯伯渊、任家宏、邵鑫
燕、李政轩、王思瑜、张智棋、
荆一芯

朗诵《一封小家书，凝
聚大情怀》

山西省运城中学校

诵读中国 11 中学生组 优秀奖 郑谦、刘洁、柳中原 朗诵《秋瑾》 新绛县第二中学

诵读中国 12 大学生组 二等奖 徐如玉、王汉鹏、颜培文、刘学斌朗诵《登上地球之巅》 山西传媒学院

诵读中国 13 大学生组 三等奖
邹颜冰、许灿灿、原亚菲、徐如玉、
刘潭、王汉鹏、王俊南 朗诵《可爱的中国》 山西传媒学院

诵读中国 14 大学生组 优秀奖 路成成、谢妍、许婷、刘杰斌 朗诵《谁是最可爱的人》山西传媒学院

诵读中国 15 教师组 三等奖 杨慧娟 朗诵《我的南方和北方》太谷区第二幼儿园

赛别
序

号
组别 奖项等次 获奖者姓名 获奖作品 获奖者单位/学校

诗教中国 1 小学教师组 三等奖 王艳芳 《暮江吟》 西北示范小学

诗教中国 2 小学教师组 优秀奖 康建英 《池上》 晋中市文苑街小学



诗教中国 3 小学教师组 优秀奖 李佳惠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长治市黎城县城内小学

诗教中国 4 小学教师组 优秀奖 裴洪新 《忆秦娥·娄山关》
汾阳市肖家庄镇中心学

校

诗教中国 5 小学教师组 优秀奖 张慧敏
《石灰吟》——托石灰言己志 借诗

歌抒真性情
汾阳市府学街小学

诗教中国 6 小学教师组 优秀奖 赵俏俏 《书湖阴先生壁》 汾阳市府学街小学

诗教中国 7 中学教师组 二等奖 马泽平 《诗经·秦风·无衣》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诗教中国 8 中学教师组 二等奖 王君逸
秋心付长调，血泪寄山河——李清照

《声声慢》鉴赏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诗教中国 9 中学教师组 三等奖 代茵萍 《登岳阳楼》的“圣”与“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诗教中国 10 中学教师组 三等奖 丁敏 《念奴娇·过洞庭》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诗教中国 11 中学教师组 三等奖 段丽萍 《沁园春·长沙》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诗教中国 12 中学教师组 三等奖 杨梅 《书愤》 永济市涑北中学

诗教中国 13 中学教师组 优秀奖 董贺梅 《过零丁洋》 平定县第二中学校

诗教中国 14 中学教师组 优秀奖 梁宏
赏析苏轼《定风波》—心有东坡词，

人生无难题

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

学

诗教中国 15 中学教师组 优秀奖 任娟 《短歌行》——一曲英雄的慷慨悲歌 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诗教中国 16 中学教师组 优秀奖 汪海波 《涉江采芙蓉》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诗教中国 17 中学教师组 优秀奖 甄丽娜 故事的魅力穿越千年——《卖炭翁》 晋城市凤台中学

诗教中国 18 大学生组 优秀奖 贾晨昊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山西工商学院

赛别 序号 组别 奖项等次 获奖者姓名 获奖作品 获奖者单位/学校

笔墨中国 1 小学硬笔 三等奖 闫梓涵 沁园春·雪 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城内学

笔墨中国 2 小学硬笔 优秀奖 郭子豪 童心向党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西河乡

中心学校

笔墨中国 3 小学硬笔 优秀奖 闫嘉悦 雷锋照耀成长路
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朝阳镇

北大街小学

笔墨中国 4 小学硬笔 优秀奖 张凌硕 古词两首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第三小学

笔墨中国 5 小学硬笔 优秀奖 张源城 党啊，亲爱的祖国 山西省晋城市西河乡中心学

笔墨中国 6 中学硬笔 二等奖 岳如洁 中华颂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第二中学

笔墨中国 7 中学硬笔 优秀奖 李凯 毛泽东诗词四首 同煤一中



笔墨中国 8 中学硬笔 优秀奖 要乃会 追求梦想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第二中学

笔墨中国 9 大学硬笔 三等奖 薛文慧 古诗词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笔墨中国 10 大学硬笔 三等奖 崔轩 沁园春·雪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笔墨中国 11 大学硬笔 优秀奖 李旭冉
中国传统文化——高洁

精神
大连理工大学

笔墨中国 12 大学硬笔 优秀奖 戎珍 沁园春·长沙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笔墨中国 13 大学硬笔 优秀奖 石晓宇 月下独酌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笔墨中国 14 大学硬笔 优秀奖 王馨瑜 七律·长征 山西省朔州市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笔墨中国 15 大学硬笔 优秀奖 武忠 忆秦娥·娄山关 太原科技大学

笔墨中国 16 大学硬笔 优秀奖 张蔓 红色薪火代代传 山西警察学院

笔墨中国 17 教师硬笔 二等奖 赵补元 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 山西省汾阳市峪道河镇第二中心小学

笔墨中国 18 教师硬笔 三等奖 薛晓东 毛泽东诗词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七一示范小学

笔墨中国 19 教师硬笔 优秀奖 陈伟芳 毛泽东诗词 山西省芮城县七一示范小学

笔墨中国 20 教师硬笔 优秀奖 乐丽蒲 沁园春·雪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第三小学

笔墨中国 21 教师硬笔 优秀奖 刘爱锋 毛主席诗词两首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第二小学



笔墨中国 22 教师硬笔 优秀奖 武生明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笔墨中国 23 教师硬笔 优秀奖 闫森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摘抄 运城市平陆县实验小学

笔墨中国 24 小学软笔 三等奖 傅涵熙 五言联 运城市盐湖区魏风小学

笔墨中国 25 小学软笔 三等奖 杨蕙宁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

南京
山西省汾阳市实验小学

笔墨中国 26 小学软笔 优秀奖 侯宇欣 七律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第三小学

笔墨中国 27 小学软笔 优秀奖 王熠博 学书心得一则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

笔墨中国 28 中学软笔 优秀奖 吴珂宇 送瘟神 榆次一中

笔墨中国 29 中学软笔 优秀奖 薛钱钱 沁园春·雪 中阳职业中学校

笔墨中国 30 中学软笔 优秀奖 于亚凡 爱莲说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第一中学

笔墨中国 31 中学软笔 优秀奖 张诗婷 我爱我的祖国 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吕梁实验中学

笔墨中国 32 大学软笔 三等奖 樊佳欣 毛泽东诗选钞 大同市大同大学

笔墨中国 33 大学软笔 三等奖 王尧瑶 权德舆诗钞 山西大同大学

笔墨中国 34 大学软笔 三等奖 闫子好 毛泽东诗词 山西大同大学



笔墨中国 35 大学软笔 三等奖 张涛 赠卫八处士 山西师范大学

笔墨中国 36 大学软笔 优秀奖 贺一伦 梦游天姥吟留别 山西师范大学

笔墨中国 37 大学软笔 优秀奖 花宏帅 百年风华正茂 山西大同大学

笔墨中国 38 大学软笔 优秀奖 姜雨杉 节选岳阳楼记 山西师范大学

笔墨中国 39 大学软笔 优秀奖 李佳璐
百年创业路 一部辉煌

史
山西工商学院

笔墨中国 40 大学软笔 优秀奖 李雅靖 沁园春·雪 山西大同大学

笔墨中国 41 大学软笔 优秀奖 刘慧 赞黄花 山西大同大学

笔墨中国 42 大学软笔 优秀奖 王文鑫
钓台在浙东，汉严先生

隐处也
山西师范大学

笔墨中国 43 大学软笔 优秀奖 武雅丽 陈毅元帅诗选 泉州师范学院

笔墨中国 44 大学软笔 优秀奖 张涛江 论语节选 山西大同大学

笔墨中国 45 大学软笔 优秀奖 张迎雪 党的百年光辉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笔墨中国 46 教师软笔 三等奖 岳俊萍 出师表 山西省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笔墨中国 47 社会软笔 三等奖 王远远 嵩里山记 运城中学理想分校



“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

赛别 序号 组别 奖项等次 获奖人员 获奖作品 获奖人员单位/学校

印记中国 1 大学组手工 三等奖 阴天玉 闲庭信步 山西大同大学

印记中国 2 大学组手工 优秀奖 陈培茜 翰逸神飞 山西大同大学

印记中国 3 大学组手工 优秀奖 成心意 读华章 山西大同大学

印记中国 4 大学组手工 优秀奖 张艺华 依法治国 山西大同大学

笔墨中国 48 社会软笔 优秀奖 张果玲 七律·长征 太原市精神病医院



附件 2

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优秀组织奖山西省获奖名单

集体奖

序号 赛别 单位名称

1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运城市教育局

2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3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山西工商学院

4 “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 山西大同大学

个人奖

序号 赛别 所在单位 获奖人员

1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山西传媒学院 赵娅军

2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晋城市阳城县教育局 燕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