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广东省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之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比赛拟获等级奖名单（奖项按组别、姓名拼音顺序)

小学教师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小学教师组 《芙蓉楼送辛渐》 陈思宇 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心小学 杨雯雯 一等奖
2 小学教师组 《示儿》 邓晶文 东莞市长安镇中心小学 吴碧芬 一等奖
3 小学教师组 山居秋暝 冯文正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小学 白皛 一等奖
4 小学教师组 《游子吟》 高勇 深圳市盐田区乐群实验小学 王毅 一等奖
5 小学教师组 芙蓉楼送辛渐 胡珍群 东莞市南城阳光第四小学 黄健 一等奖
6 小学教师组 《凉州词》诗词讲解 黄丽 深圳市宝安区共乐小学 李赠华 一等奖
7 小学教师组 《惠崇春江晚景》 黎松英 东莞市东坑镇群英小学 彭艳娥 一等奖
8 小学教师组 《竹石》 梁创荣 深圳市宝安区宝民小学 陈国富 一等奖
9 小学教师组 枫桥夜泊 莫英玲 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三小学 容少环 一等奖

10 小学教师组
《墨梅》——品读王冕
“墨梅艺术”中的诗意

朱蔚 韶关市武江区金福园小学 罗燕珍 一等奖

11 小学教师组 《宿建德江》 方烁 潮州市湘桥区兴华学校 王慧佳 二等奖
12 小学教师组 宿新市徐公店 何佩斌 佛山市顺德区新华小学 李丽兴 二等奖
13 小学教师组 《望洞庭》 洪媛媛 广州市黄埔区怡园小学 二等奖
14 小学教师组 《赠刘景文》 黄飞宇 深圳市福田区岗厦小学 白皛 二等奖
15 小学教师组 《七律·长征》 李爽 佛山市大沥镇六联小学 李小苑 二等奖
16 小学教师组 《浣溪沙》（苏轼） 李晓洁 汕尾市海丰县实验小学 黄群雄 二等奖
17 小学教师组 《马诗》 刘文祺 深圳市盐田区乐群实验小学 张宏 二等奖
18 小学教师组 清平乐·村居 陆婷 阳江市阳东广雅小学 王芳霞 二等奖
19 小学教师组 《卜算子 咏梅》 邱楚曼 揭阳市揭东区第四小学 吴伟东 二等奖
20 小学教师组 卜算子 任盼盼 深圳麓城外国语小学 二等奖

21 小学教师组
《民族大义  至死不忘
》------陆游《示儿》

古诗讲解
谭礼 广州市番禺区屏山小学 张坤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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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学教师组
读《七律.长征》，让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唐玉丽 湛江市二中海东小学 梁华兰 二等奖

23 小学教师组 《赠汪伦》 巫妙平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新城小

学
邝卫华 二等奖

24 小学教师组 《三衢道中》 杨毅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 二等奖

25 小学教师组
一曲渔家傲，铮铮铁骨
情——《渔家傲秋思》

诵读与赏析
殷煜毅 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小学 林玉珍 二等奖

26 小学教师组 《江南》汉乐府 邹金凤 罗定市第二小学 何玉兰 二等奖

27 小学教师组 《七律·长征》 敖舒敏
阳江市江城区埠场镇中心小

学
邓梅 三等奖

28 小学教师组 《忆秦娥·娄山关》 邓英倩 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二小学 谭倩晶 三等奖
29 小学教师组 《七律·长征》 丁淑慧 博罗县石湾镇龙山学校 周青霞 三等奖

30 小学教师组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

一）
符卷 深圳市凤凰山小学 邓蝴梅 三等奖

31 小学教师组 《七律.长征》 何洲 惠州市惠阳区实验小学 肖曼 三等奖
32 小学教师组 白居易《池上》、 黄银 湛江市实验小学 黄敏 三等奖
33 小学教师组 《池上》 柯奋 汕头市龙湖区龙泰小学 郭玉芬 三等奖
34 小学教师组 绝句 李嘉灵 中山市小榄镇丰华学校 李碧连 三等奖

35 小学教师组
品读杜甫《绝句》 传

承家国情怀
李欣敏 东莞市高埗镇西联小学 三等奖

36 小学教师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梁慧雯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银泉小学 李彩霞 三等奖
37 小学教师组 枫桥夜泊 梁健红 开平市碧桂园学校 刘美 三等奖
38 小学教师组 游子吟 刘艳 东莞松山湖实验小学 陈翠芝 三等奖

39 小学教师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宋  杨万里）

罗尧虹 清远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杨丽君 三等奖

40 小学教师组
多感官感受《惠崇春江

晚景》
聂婉琪 江门市江海区景贤小学 黄凤飞 三等奖

41 小学教师组 《渔歌子》 全晓欢 珠海市香洲区第七小学 汤克寒 三等奖
42 小学教师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王丽超 珠海市斗门区齐正小学 印治娇 三等奖
43 小学教师组 一东韵的声情特点 吴雪 深圳市福田区翰林实验学校 文国锋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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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学教师组 《清平乐•村居》 徐思敏 惠州市龙门县实验学校 三等奖
45 小学教师组 望天门山 杨艳玲 中山市小榄镇丰华学校 罗泳欣 三等奖

46 小学教师组
配乐读诗促理解，合作
诵读悟诗情——《枫桥

夜泊》微课
杨永昌 河源市龙川县实验小学 黄兰 三等奖

47 小学教师组 《游子吟》 张馥敏
揭阳市空港经济区渔湖镇潮

美小学
三等奖

48 小学教师组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张晖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小学 黄永梅 三等奖

49 小学教师组
一切景语皆情语，无限
春光无限情——《绝句

张怡 佛山市元甲学校 三等奖

50 小学教师组 卜算子·咏梅（毛泽 郑小翠 江门市蓬江区发展小学 练清 三等奖
51 小学教师组 《元日》 钟婉凤 东莞市石排镇中心小学 黄淑云 三等奖
52 小学教师组 从军行 朱晨蕊 中山市小榄镇丰华学校 何鹏珠 三等奖

中学教师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中学教师组 《沁园春·长沙》 巩忠杰 深圳实验学校 张丛林 一等奖

2 中学教师组
谁解“藏”中味——杜
甫《石壕吏》的叙事艺

黎倩
深圳宝安中学（集团）初中

部
王从从 一等奖

3 中学教师组 春望 李艳 信宜市教育城初级中学 彭静 一等奖

4 中学教师组
辞浅思深，语短情长
——《庭中有奇树》赏

罗春菊 东莞市可园中学 陈思华 一等奖

5 中学教师组 《登岳阳楼》 毛娅琪 广东华侨中学 一等奖

6 中学教师组
《钱塘湖春行》之西湖

云春游
宋晴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南沙中学 一等奖

7 中学教师组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对比三法
王秋玉 深圳市坪山区实验学校 戴月 一等奖

8 中学教师组
《秋词》——“诗豪”
刘禹锡心头的别样秋思

温丽莉 东莞市东莞中学初中部 黄莹 一等奖

3



9 中学教师组
品读《夜雨寄北》——
三个时空、两处相思、

一世情深
陈宏

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
第二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10 中学教师组 使至塞上 陈志红 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储强胜 二等奖

11 中学教师组
以“独立”之姿  展“
凌云”之志——《沁园
春·长沙》微课教学

郭煜焓 韶关市第五中学 罗冬梅 二等奖

12 中学教师组
《简笔勾勒英雄形象  
繁笔细诉女儿情怀

——<木兰诗>艺术手法
何晓燕 东莞市东城实验中学 胡丹丹 二等奖

13 中学教师组 《望岳》 黄佩玲 怀集县第一中学 关华琴 二等奖
14 中学教师组 《插秧歌》 黎淑艳 广宁县广宁第一中学 李少君 二等奖
15 中学教师组 《沁园春·长沙》 黎思敏 罗定中学 陈国源 二等奖

16 中学教师组
品诵《短歌行》——走

近真实的曹操
李钟玉 东莞市常平中学 韦大安 二等奖

17 中学教师组 《观沧海》（曹操） 林小莉 韶关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18 中学教师组
大鹏风起，初生锐气
——品读《上李邕》

夏蓓 深圳市龙华第二实验学校 钱黎 二等奖

19 中学教师组 《荣耀与忧殇》 徐伟 东莞市光明中学 二等奖
20 中学教师组 登高 赵彩云 东莞市商业学校 二等奖

21 中学教师组
志存高远，不负韶华
——品《沁园春·长沙

蔡少燕 汕头市鮀滨职业技术学校 陈晓丹 三等奖

22 中学教师组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陈熳 广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陈海燕 三等奖

23 中学教师组
《沁园春·长沙》（毛

泽东）
侯晓瑜 梅州市梅江区嘉应中学 谢瑞芬 三等奖

24 中学教师组 《送友人》 黄杏锶 台山市新宁中学 余雪清 三等奖
25 中学教师组 《沁园春·长沙》 李璧形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 王瑛 三等奖

26 中学教师组
层层忧思情，爱国赤子
心——《春望》情感探

李忆敏 广州开发区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27 中学教师组 《归园田居》 刘海燕 珠海市斗门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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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学教师组
《沁园春.长沙》炼字

艺术
刘惠萍 珠海市实验中学 三等奖

29 中学教师组 忆秦娥·娄山关 刘杰祺 南雄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30 中学教师组
解易安思 品闺怨愁---
《一剪梅》诗词鉴赏

刘子纯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三等奖

31 中学教师组 《蒹葭》 卢思翰 澄海实验高级中学初中部 三等奖
32 中学教师组 《望岳》 罗永甜 田家炳实验学校 雷志珍 三等奖
33 中学教师组 钱塘湖春行 骆美娜 台山市新宁中学 伍舒舒 三等奖
34 中学教师组 《沁园春 长沙》 彭碧璟 揭阳市揭西区河婆中学 蔡晓东 三等奖
35 中学教师组 己亥杂诗（龚自珍） 汤蓉 华南师大附中汕尾学校 姜旭 三等奖

36 中学教师组
品诗句，悟诗情，承精
神--《沁园春·雪》毛

吴怀娟 揭阳市揭东区埔田中学 张红娇 三等奖

37 中学教师组
《春江花月夜》（张若

虚）
张娟 遂溪县第一中学 周葵英 三等奖

38 中学教师组 满江红 郑诗华 廉江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39 中学教师组 《十五从军征》 郑熹 东莞市桥头中学 李菊开 三等奖
40 中学教师组 《定风波》 朱碧莹 广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大学教师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大学教师组
失意之时，诗意之际
——品读《初到黄州》

刘梓楠 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等奖

2 大学教师组 《蒹葭》 赵元皓 岭南师范学院 李斌辉 一等奖

3 大学教师组
《登高》“沉郁顿挫”

之美
周颖 五邑大学 一等奖

4 大学教师组
杜牧《清明》吟诵教学

（第二课时）
陈凯玲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二等奖

5 大学教师组
信仰的力量——赏析《

七律·长征》
文亚西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司学松 二等奖

6 大学教师组 《诗经·君子于役》 庄黄倩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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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学教师组 杜甫《秋兴八首·其一 李丹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 大学教师组
自然本真陶渊明——陶
渊明《饮酒》（其五）

覃素安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龙瑞兰 三等奖

9 大学教师组 《沁园春•雪》 叶晓青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桑志军 三等奖

大学生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大学生组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

见赠》
李欣茹 五邑大学 周颖 一等奖

2 大学生组 杜牧 《泊秦淮》 吕漪曼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王洪生 一等奖
3 大学生组 李少石 ——《何须》 温晓莹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李丹 一等奖

4 大学生组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

十日夜记梦》
符晓婷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李婵娟 二等奖

5 大学生组 鹧鸪天·桂花 李诗婷 岭南师范学院 刘娟 二等奖

6 大学生组 《寄黄几复》 刘锦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

院
吴晟 二等奖

7 大学生组
春雨润“吾生”——《

春夜喜雨》赏析
谢婉珊 汕头大学 张坚 二等奖

8 大学生组
女侠遗风存古今——读

秋瑾《满江红》
郑曼雪 肇庆学院 凌英 二等奖

9 大学生组 唐诗《夜雨寄北》讲解 胡宁宇 深圳大学 詹勇 三等奖

10 大学生组
壮美山河千古在 爱国
绝唱永流传——《过零

丁洋·文天祥》
李乐欣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薛胜男 三等奖

11 大学生组 赏读杜甫的《登岳阳楼 梁欣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李婵娟 三等奖
12 大学生组 诗中豪杰，人间清醒 刘清羽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蚁曼 三等奖

13 大学生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
莫济渊 岭南师范学院 陈晓清 三等奖

14 大学生组
红旗如画——《七律·

到韶山》讲解
章舒柔 五邑大学 彭胜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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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学生组 《春望》杜甫 甄晓峰 广州大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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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东省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之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比赛拟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名单（奖项按组别、姓名拼音顺序)

序号 组别 优秀指导老师 所指导选手 所指导学校
所指导

获省一等奖作品
奖项

1 小学教师组 白皛 冯文正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小学 山居秋暝 优秀指导教师奖

2 小学教师组 陈国富 梁创荣 深圳市宝安区宝民小学 《竹石》 优秀指导教师奖

3 小学教师组 黄健 胡珍群 东莞市南城阳光第四小学 芙蓉楼送辛渐 优秀指导教师奖

4 小学教师组 李赠华 黄丽 深圳市宝安区共乐小学 《凉州词》诗词讲解 优秀指导教师奖

5 小学教师组 罗燕珍 朱蔚 韶关市武江区金福园小学
《墨梅》——品读王
冕“墨梅艺术”中的

诗意人生
优秀指导教师奖

6 小学教师组 彭艳娥 黎松英 东莞市东坑镇群英小学 《惠崇春江晚景》 优秀指导教师奖

7 小学教师组 容少环 莫英玲 鹤山市沙坪街道第三小学 枫桥夜泊 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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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学教师组 王毅 高勇 深圳市盐田区乐群实验小学 《游子吟》 优秀指导教师奖

9 小学教师组 吴碧芬 邓晶文
东莞市长安镇中心小学中心

小学
《示儿》 优秀指导教师奖

10 小学教师组 杨雯雯 陈思宇 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心小学 《芙蓉楼送辛渐》 优秀指导教师奖

11 中学教师组 陈思华 罗春菊 东莞市可园中学
辞浅思深，语短情长
——《庭中有奇树》

赏析
优秀指导教师奖

12 中学教师组 戴月 王秋玉 深圳市坪山区实验学校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对比三法
优秀指导教师奖

13 中学教师组 黄莹 温丽莉 东莞市东莞中学初中部
《秋词》——“诗豪
”刘禹锡心头的别样

秋思
优秀指导教师奖

14 中学教师组 彭静 李艳 信宜市教育城初级中学 春望 优秀指导教师奖

15 中学教师组 王从从 黎倩
深圳宝安中学（集团）初中

部

谁解“藏”中味——
杜甫《石壕吏》的叙

事艺术
优秀指导教师奖

16 中学教师组 张丛林 巩忠杰 深圳实验学校 《沁园春·长沙》 优秀指导教师奖

17 大学教师组 李斌辉 赵元皓 岭南师范学院 《蒹葭》 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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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学教师组 王亚萍 刘梓楠 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失意之时，诗意之际
——品读《初到黄州

》
优秀指导教师奖

19 大学生组 李丹 温晓莹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李少石 ——《何须》 优秀指导教师奖

20 大学生组 王洪生 吕漪曼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杜牧 《泊秦淮》 优秀指导教师奖

21 大学生组 周颖 李欣茹 五邑大学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

上见赠》
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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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东省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之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比赛拟获“优秀组织奖”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 拟获奖项

1 东莞市教育局语委办 优秀组织奖

2 江门市教育局语委办 优秀组织奖

3 广州市教育局语委办 优秀组织奖

4 深圳市语委办 优秀组织奖

5 岭南师范学院 优秀组织奖

6 五邑大学 优秀组织奖

7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8 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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