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广东省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之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拟获等级奖名单

教师软笔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数则》 邓红娣 珠海市香洲区第七小学 特等奖
2 教师软笔组 《七律诗三首》 范向文 东莞市莞城建设小学 特等奖

3 教师软笔组 《新的征程》 黄俊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山

中学
特等奖

4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词一首》 黄梓林 汕尾市陆丰市华美学校 特等奖
5 教师软笔组 《赞党诗集》 梁杰钊 东莞市松山湖第一小学 特等奖
6 教师软笔组 《敬录毛泽东主席诗数首》 陈剑锋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一等奖
7 教师软笔组 《念奴娇·昆仑》 黎彩霞 东莞市低涌中学 一等奖
8 教师软笔组 《建党一百周年短句诗》节选 梁海明 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小学 一等奖
9 教师软笔组 《古诗十一首》 廖熙杰 东莞市虎门外语学校 一等奖
10 教师软笔组 《颂党百年庆》 林杰锋 阳江市阳东区一问学校 一等奖
11 教师软笔组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刘树晓 广东培正学院 一等奖
12 教师软笔组 《建党诗选》 罗秋平 湛江市廉江市廉江中学 一等奖
13 教师软笔组 《庆祝建党100周年七律两首》 吴洁东 揭阳市揭东区玉联初级中 一等奖
14 教师软笔组 《持久战节录》（毛泽东） 谢少波 揭阳市惠来县锡溪学校 一等奖
15 教师软笔组 《建党百年对联》 陈涵 肇庆学院附属中学 李吾铭 二等奖
16 教师软笔组 《毛主席词两首》 陈少俊 揭阳市惠来县第一中学 吴才元 二等奖
17 教师软笔组 小楷《中华颂》 陈卫国 汕头市澄海城西树强小学 二等奖

18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 黄彬南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弼教

小学
二等奖

19 教师软笔组 《沁园春、观<长征>感怀》 康文秋 揭阳市惠来县侨园镇小学 二等奖
20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三首》 李秋云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1 教师软笔组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诉节选》 李云鹏 东莞松山湖实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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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师软笔组 《党章节抄》 林贵松
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义西

初级中学
二等奖

23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诗数首》 刘金标 东莞市虎门镇嘉盛实验学 二等奖

24 教师软笔组 《礼赞百年庆.沁园春二首》 莫承灼
湛江市廉江市雅塘镇中心

小学
二等奖

25 教师软笔组 《红旗伟业联》 徐方海 梅州市五华县琴江中学 二等奖
26 教师软笔组 《沁园春.国庆》（毛泽东） 徐怀印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二等奖
27 教师软笔组 《毛主席水调歌头两首》 杨昌友 东莞市清溪镇第三小学 二等奖

28 教师软笔组
《李阳民庆建党一百周年诗词六

首》
杨琼欢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罗村中
心小学

二等奖

29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词选抄》 詹炯基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中心小 二等奖
30 教师软笔组 《颂党诗三首》 张永杰 肇庆高新实验小学 二等奖
31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数首》 郑克波 汕尾市海丰县梅陇中学 二等奖
32 教师软笔组 《颂建党诗词》 郑义标 汕尾市海丰县实验中学 二等奖

33 教师软笔组 《百年建党赋》（周阳生） 陈晓龙
汕头市潮阳区灶浦第二初

级中学
三等奖

34 教师软笔组 《陈毅诗词二首》 冯爵新 韶关市武江区镇泰小学 三等奖
35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诗五首》 高琴 中山市西区铁城初级中学 三等奖
36 教师软笔组 《建党百周年诗四首》 高庆发 肇庆市梁村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7 教师软笔组 《潮州赋节录》 郭伟波 潮州市金山中学 三等奖

38 教师软笔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经典诗词》
黄群芳 河源市源城区公园西小学 三等奖

39 教师软笔组 《摘抄爱国诗词二首》 纪其芳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外国语

学校
三等奖

40 教师软笔组 《习近平语录》 赖海宝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兰陵学 三等奖

41 教师软笔组 《歌颂建党百年诗文》 李小冰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

小学
三等奖

42 教师软笔组 《颂党》 李晓雷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第一小 三等奖

43 教师软笔组 《摘抄毛主席诗词十一首》 廖淑芳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横江

小学
三等奖

44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词二首》 林国养 湛江市雷州市第五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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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 林树丰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三等奖
46 教师软笔组 《节录(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林裕佳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三等奖
47 教师软笔组 《七律·长征》 刘英宝 茂名市高州市第二小学 三等奖
48 教师软笔组 《行书共产党人赋》 孟斌 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北校 三等奖

49 教师软笔组 楷书《三牛精神》（习近平） 汪萍燕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

属高级中学
三等奖

50 教师软笔组 《颂党》 王子金 东莞市凤岗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51 教师软笔组
《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

（节选）
文继朝

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
县民族小学

三等奖

52 教师软笔组 《贺建党对联》 吴才元 揭阳市惠来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53 教师软笔组 《水调歌头 游泳》（毛泽东） 肖小梅 珠海市新思维中等职业学 张旭光、王金泉 三等奖
54 教师软笔组 《朱德诗抄》 熊友军 深圳市福安学校 三等奖
55 教师软笔组 《沁园春·雪》 赵享华 江门市新会三江中学 梁达涛 三等奖
56 教师软笔组 《咏建党一百周年词六首》 钟冬梅 清远市英德市沙口中学 三等奖
57 教师软笔组 《中华颂》 钟观池 湛江市坡头区南三第二中 三等奖
58 教师软笔组 《定风波.纪念党成立一百周年 钟金城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中心小 三等奖
59 教师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 周艳莲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三等奖
60 教师软笔组 节录《中国共产党简史》 朱杰 珠海市万山小学 三等奖

教师硬笔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赋》[吴元道] 黄华庆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吴维

泰纪念小学
特等奖

2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 黄思慧 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 特等奖
3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词二首》 刘更聪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特等奖
4 教师组硬笔 《少年中国说选抄》 邱庆光 湛江市廉江市廉江中学 特等奖

5 教师组硬笔
《中国共产党宣言》节选（陈独

秀）
王开忠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特等奖

6 教师组硬笔 《共产党简介》 吴名贤 东莞市横沥镇中心小学 特等奖
7 教师组硬笔 《王保群庆建党百年词三首》 张建威 汕尾市陆丰市华美学校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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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数首》 章三保 梅州市梅江区客都小学 特等奖
9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词三首》 黄君华 东莞市石碣四海学校 一等奖
10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周年诗词选抄》 蓝定武 东莞市石碣实验小学 一等奖
11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三首》 钟义东 中山市广大汇翠学校 一等奖

12 教师组硬笔
《以唯物史观理解党的百年光辉

历程》
喻敏 惠州市光正实验学校 一等奖

13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词三首》 曾亮 东莞市石碣四海之星学校 一等奖
14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 吴俊霞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山小 一等奖
15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 卢育华 深圳市龙岗区清林小学 一等奖
16 教师组硬笔 《颂建党一百周年》 朱志业 东莞市东坑中学 一等奖
17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节选 欧志安 肇庆市封开县广信中学 一等奖

18 教师组硬笔 《七律简短诗歌》 林雅媚
汕尾市陆丰市林启恩纪念

中学
一等奖

19 教师组硬笔 《沁园春.雪》 曾舒娴 东莞市松山湖横沥实验学 一等奖
20 教师组硬笔 《中华颂》（张志和） 谢少波 揭阳市惠来县锡溪学校 一等奖
21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庆》 何晓辉 深圳市龙岗区平安里学校 一等奖

22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 蒋凌志
东莞市东城中海未来实验

小学
一等奖

23 教师组硬笔 《沁园春·雪》（毛泽东） 彭东林
汕尾市陆河县东坑镇大溪

小学
一等奖

24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四首》 陈焕坚 揭阳市惠来县第一中学 吴才元 二等奖
25 教师组硬笔 《毛主席诗二首》 陈丽辉 汕尾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26 教师组硬笔 《颂建党一百周年诗四首》 陈文坤 肇庆市广宁县第三小学 二等奖

27 教师组硬笔 《颂党》 黄晶晶
韶关市武江区东岗太阳城

小学
冯爵新 二等奖

28 教师组硬笔 《习近平语录摘要》 黄文冠 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29 教师组硬笔 节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黄有强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坦田小 二等奖
30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颂曲》 江剑锋 东莞市寮步镇凫山小学 二等奖
31 教师组硬笔 《习近平经典语句》 黎荣柱 信宜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32 教师组硬笔 《春江花月夜》 李祖怡 肇庆高新实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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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师组硬笔 《右节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刘嘉乐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

属小学
二等奖

34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庆》 卢阳正 深圳市正阳小学 二等奖
35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 罗思玲 东莞市谢岗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36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赞诗三首》 吕环 东莞市清溪镇文烨小学 二等奖
37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二首》（毛泽东） 马牮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马牮 二等奖
38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光辉历程》（莫漫 莫漫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莫漫先 二等奖

39 教师组硬笔 《沁园春·雪》 邱俊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大

亚湾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40 教师组硬笔 《红星光照》 王李芳 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 二等奖

41 教师组硬笔 《李大钊诗》 吴洁东
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玉联

初级中学
二等奖

42 教师组硬笔 《建党100周年赞美党诗歌》 吴明峰 茂名市顿梭中心学校 二等奖
43 教师组硬笔 《求是》（节选） 吴启坤 珠海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吴启坤 二等奖

44 教师组硬笔 《录词二首》 吴卓群
揭阳空港经济区砲台镇弘

德初级中学
谢海滨 二等奖

45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 谢汉忠 梅州市五华县棉洋中学 二等奖
46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赋》马永祥 谢舒勇 广州市花都区黄冈牛剑小 二等奖
47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庆》 游明星 深圳市大鹏中心小学 二等奖
48 教师组硬笔 《颂党》 赵尚平 深圳市光明区精华学校 二等奖

49 教师组硬笔 《沁园春·长沙》 赵兆权
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

小学
二等奖

50 教师组硬笔 《毛主席诗词四首》 郑甄贤
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辜厝

小学
郑映龙 二等奖

51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一首 周金明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2 教师组硬笔 《律诗三首》 朱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阳春学 二等奖
53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诗》 蔡坤容 东莞市寮步明珠小学 三等奖
54 教师组硬笔 《党啊，妈妈》 岑惠妍 佛山市顺德区罗沙小学 三等奖
55 教师组硬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要求》 曾鸣 深圳市龙岗区宝岗小学 三等奖
56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诗选抄》 曾元香 东莞市大朗镇黄草朗小学 三等奖
57 教师组硬笔 《毛主席诗四首》 陈春霞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旗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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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教师组硬笔 《颂党》 陈涵 肇庆学院附属中学 三等奖
59 教师组硬笔 《习近平语录》 陈之健 肇庆市广宁县第三小学 三等奖
60 教师组硬笔 《中国共产党史赋》 邓冬林 广东韶关实验中学 三等奖
61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选》 邓剑雄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小学 三等奖
62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诗词》 邓璐琳 东莞市中堂镇槎滘小学 三等奖
63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 方培倩 珠海市香洲区南湾小学 三等奖
64 教师组硬笔 《诗词六首》 傅兴淙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三等奖
65 教师组硬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葛雄锋 佛山市顺德区大墩初级中 三等奖
66 教师组硬笔 《毛主席诗词四首》 顾节雪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小学 三等奖
67 教师组硬笔 《沁园春 长沙》 黄琳峰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三等奖

68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两首》 黄耀霞
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辜厝

小学
郑甄贤 三等奖

69 教师组硬笔 《颂建党百周年诗词两首》 黄月葵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盐步中

心小学
三等奖

70 教师组硬笔 《毛主席诗二首》 蒋疑明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三等奖

71 教师组硬笔
《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赋》（赵

长志）
李秋梅 梅州市河东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72 教师组硬笔 《彩旗飘飘》 梁秋燕 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 三等奖
73 教师组硬笔 《颂党诗三首》 梁智杰 肇庆市奥威斯实验小学 三等奖
74 教师组硬笔 《颂党诗九首》 林杰锋 阳江市阳东区一问学校 三等奖
75 教师组硬笔 《习近平治国理政句》 吕洽源 江门市新会区平山小学 谭华锡 三等奖

76 教师组硬笔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诗词选》

[毛泽东]
莫少梅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华东
小学

三等奖

77 教师组硬笔 《党的礼赞》 潘颖瑶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南庄

小学
三等奖

78 教师组硬笔 　《建党一百周年七言诗》 祁江林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九小学 　唐国裙 三等奖
79 教师组硬笔 《录毛泽东诗词》 石立 东莞市常平实验小学 三等奖
80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庆》 腾咏竹 深圳市坪山区龙背小学 三等奖
81 教师组硬笔 《习近平经典语句》 王劲松 化州市第一小学 三等奖
82 教师组硬笔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王琼英 揭阳市揭东区第三中学 三等奖
83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二首》 王宇柯 中山市纪中三鑫凯茵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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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 吴峰 高州市大坡镇大榕小学 三等奖
85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选》 吴瑜红 东莞市万江第三小学 三等奖
86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 熊新艳 深圳市南山区同乐实验学 三等奖
87 教师组硬笔 《百年中国梦》 徐小珍 广州市从化区流溪小学 三等奖
88 教师组硬笔 《虎门大桥万人行》 严妙娟 东莞市望牛墩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89 教师组硬笔 《建党百年诗二首》 杨振宇 中山市板芙芙蓉学校 三等奖
90 教师组硬笔 《录毛泽东诗四首》 姚婵玲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三等奖
91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 姚翰求 东莞市塘厦第二小学 三等奖
92 教师组硬笔 《建党颂诗》 叶国引 湛江市遂溪县遂城第二小 三等奖
93 教师组硬笔 《庆祝建党百年诗词选抄》 尹肖玲 东莞市寮步镇河滨小学 三等奖
94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词二首》 詹燕 东莞市石碣丽江学校 三等奖
95 教师组硬笔 《毛泽东诗词节选》 朱少娟 韶关乐昌实验学校 三等奖

大学生软笔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大学生软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诗》 蔡颖沁 韶关学院 陈木宏 特等奖
2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黄家铭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 特等奖
3 大学生软笔组 《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宣 连裕杰 五邑大学 刘智敏 特等奖
4 大学生软笔组 《建党百年赋》 王锴丽 华南师范大学 方钫妍 特等奖
5 大学生软笔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内涵 陈晓胜 广州工商学院 何国林 一等奖
6 大学生软笔组 《颂党诗歌数首》 戴琨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罗滔裕、李博文 一等奖
7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七律一首》 房家明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李秋云 一等奖
8 大学生软笔组 《建党律师四首》 古剑波 珠海科技学院 严雁 一等奖
9 大学生软笔组 《习近平语录数则》（习近平） 李永乐 肇庆学院 成思园 一等奖
10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词四首》 林欣怡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周瑞平 一等奖
11 大学生软笔组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马学纯 华南师范大学 方钫妍 一等奖
12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沁园春·雪》 温美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 一等奖
13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沁园春·雪》 庄淳杰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 一等奖
14 大学生软笔组 《李大钊诗一首》 蔡彩娟 华南师范大学 杨利鸿 二等奖
15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词二首》 蔡嘉华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李秋云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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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二首》 陈清妍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罗滔裕、李博文 二等奖
17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词二首》 陈思敏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王建国 二等奖
18 大学生软笔组 《七绝·庆建党一百周年》 杜俊豪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李雪 二等奖
19 大学生软笔组 《建党一百周年讲话》（习近 范雪凤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姚明明 二等奖
20 大学生软笔组 七律诗《南湖》（吴长春） 方烁珣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黎向群 二等奖
21 大学生软笔组 《歌颂党百年光辉历程》 冯楚翘 肇庆学院 李倩文 二等奖
22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三首》 黄贝贝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罗滔裕、李博文 二等奖
23 大学生软笔组 作听党话的好少年 霍嘉敏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李雪 二等奖
24 大学生软笔组 庆祝建党百年 李德 韩山师范学院 杜纶渭 二等奖
25 大学生软笔组 长征 李林芝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郭敏 二等奖

26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毛泽东）
廖贤洋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戴学映 二等奖

27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词》 卢观株 广州华商学院 二等奖
28 大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 邱嘉怡 韩山师范学院 杨莹 二等奖
29 大学生软笔组 七律*庆党话一百周年 吴国锐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郭敏 二等奖
30 大学生软笔组 《少年中国说》选段 张欣宇 深圳大学 张剑滨 二等奖
31 大学生软笔组 七律诗《庆党百年》（魏利改） 曾烨珣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黎向群 三等奖
32 大学生软笔组 《长征》 陈家鸿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钟善年 三等奖
33 大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长沙》(毛泽东) 范瑜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林裕佳 三等奖
34 大学生软笔组 常怀爱国之心 韩池 广州理工学院 陈英征 三等奖
35 大学生软笔组 《颂建党百周年七律诗歌》 胡新瑜 广州华商学院 三等奖
36 大学生软笔组 《庆建党百年诗两首》 黄嘉敏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周瑞平 三等奖
37 大学生软笔组 颂党短诗 朱光华 黄漫莉 韩山师范学院 廖明灿 三等奖
38 大学生软笔组 《党颂》 黄子科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陈如碧 三等奖
39 大学生软笔组 《七律•长征》（毛泽东） 江家杭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姚明明 三等奖
40 大学生软笔组 《建党一百周年感赋》（史忠 梁少芬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 王艳春 三等奖
41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四首 梁彦晴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罗滔裕、李博文 三等奖
42 大学生软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米汤 梁梓渝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黎向群 三等奖

43 大学生软笔组
《挥毫盛世，泼墨颂党恩》（佚

名）
林兰蕙 广州大学 邓海涛 三等奖

44 大学生软笔组 《七绝 呈父亲》（毛泽东） 林伟业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林泽凯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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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大学生软笔组 《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 牛泽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张松才 三等奖
46 大学生软笔组 《一百九万联》 秦虓晗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杜乐韵 三等奖
47 大学生软笔组 七律·长征 苏鸿燊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尹翠 三等奖
48 大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两首 汤舒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三等奖
49 大学生软笔组 网络诗词 王诗琦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肖日增 三等奖
50 大学生软笔组 《七律·长征》（毛泽东） 魏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周瑞平 三等奖
51 大学生软笔组 《贺建党一百周年》 吴彦君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周霞 三等奖
52 大学生软笔组 《学党史守初心》 许淑婉 华南师范大学 杨利鸿 三等奖
53 大学生软笔组 《党颂》 姚捷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杨力，王宏 三等奖
54 大学生软笔组 颂光辉历程，展瞩目成就 张艾嘉 广东财经大学 张琼 三等奖
55 大学生软笔组 《毛主席诗词数首》 张泽淳 韶关学院 陈木宏 三等奖
56 大学生软笔组 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刘峰） 钟浠彦 五邑大学 刘智敏 三等奖

大学生硬笔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抄》 陈国涛 广东财经大学 王宝莹 特等奖
2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数首 古丽涛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罗滔裕、李博文 特等奖
3 大学生硬笔组 《愚公移山》 官宏霖 深圳大学 龙钰齐 特等奖
4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录》 李姬辉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特等奖
5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四首 罗惠玲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罗滔裕、李博文 特等奖
6 大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诗词》 庞子豪 韶关学院 陈木宏 特等奖
7 大学生硬笔组 喜迎建党一百周年 谭其柯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李雪 特等奖
8 大学生硬笔组 《颂党诗六首》 吴子龙 广州新华学院 李丹 特等奖
9 大学生硬笔组 《建党一百周年七律优美诗词》 甘敏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林泽凯 一等奖
10 大学生硬笔组 颂党一百年 何佳俊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陈如碧 一等奖
11 大学生硬笔组 《习近平讲话节选》（习近平） 林裕玲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周瑞平 一等奖
12 大学生硬笔组 《敬贺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周年》 刘林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汪慧 一等奖
13 大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百年》 刘少敏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颜頔 一等奖
14 大学生硬笔组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彭静如 嘉应学院 周利锋 一等奖
15 大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词三首》 肖映均 嘉应学院 周利锋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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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学生硬笔组 《陈毅诗词节选》 谢海婷 华南师范大学 杨利鸿 一等奖
17 大学生硬笔组 《敬告青年》（陈独秀） 张诚玉 五邑大学 彭胜华 一等奖
18 大学生硬笔组 《建党100周年七律诗》 张茂欣 广州工商学院 何国林 一等奖
19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 张韶英 嘉应学院 兰浩 一等奖
20 大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诗四首 赵森 韩山师范学院 杜纶渭 一等奖

21 大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三首庆中国共产党100

周年》(毛泽东)
郑翠婷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孙悦 一等奖

22 大学生硬笔组 《七月的天空》 郑凯怡 华南师范大学 方钫妍 一等奖
23 大学生硬笔组 庆党百年 周厚宏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一等奖
24 大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长征诗词二首》 曹弈轩 深圳大学 龙钰齐 二等奖
25 大学生硬笔组 雷锋《雷风语录》 陈定鹏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 二等奖
26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二首 陈树歆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林倚旭 二等奖
27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抄》（毛泽东） 陈瑛淇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戴学映 二等奖
28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三首》 邓晓琳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邱逸曼 二等奖
29 大学生硬笔组 《颂党恩诗两首》 何晓彤 嘉应学院 麻爱民 二等奖
30 大学生硬笔组 红歌二首 胡依琳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 二等奖
31 大学生硬笔组 建党一百周年诗词三首 黄冠杰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王汉聪 二等奖
32 大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百年》 赖佳怡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颜頔 二等奖
33 大学生硬笔组 传承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黎嘉碧 广州理工学院 陈英征 二等奖

34 大学生硬笔组
《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丰厚的

精神滋养》（习近平）
李迪骞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张松才 二等奖

35 大学生硬笔组 《敬书庆建党一百周年诗词二首 梁丞浩 广东财经大学 林强 二等奖
36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三首》 刘奉苗 广东白云学院 王晓艳 二等奖
37 大学生硬笔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摘录）》 马紫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二等奖
38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四首》 彭蕾子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二等奖
39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六首》 彭依凤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靳继君 二等奖
40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 宋涛涛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张维红 二等奖

41 大学生硬笔组
《心之所向，梦之所往——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苏春倩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
杜艺璇 二等奖

42 大学生硬笔组 《颂党诗词四首》 覃茵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蔡俊华 二等奖
43 大学生硬笔组 庆党百年诗三首 万楚舒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蒋文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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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学生硬笔组 红船记忆 万淑娴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罗滔裕、李博文 二等奖
45 大学生硬笔组 《敬录毛主席诗》 翁泽广 嘉应学院 麻爱民 二等奖
46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毛泽东) 吴绮雯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孙悦 二等奖
47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五首 谢海龙 韩山师范学院 黄宝蓉 二等奖
48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重上井冈山》(毛泽 张冰婷 广东科技学院 陈莉婵 二等奖
49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 张皓妍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林倚旭 二等奖
50 大学生硬笔组 《习近平语录摘抄》（习近平） 张燕翼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戴学映 二等奖
51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 植彩丽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罗永显 二等奖
52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选》 周麟昊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罗永显 二等奖
53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 毛泽东 陈彩霞 韩山师范学院 李彬 三等奖
54 大学生硬笔组 《百年征程不忘初心》（习近 陈道涵 五邑大学 刘智敏 三等奖
55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录》（毛泽东） 陈贵潭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姚明明 三等奖
56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词三首 陈亚荣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 三等奖
57 大学生硬笔组 《庆党一百周年》 陈耀文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林香扬 三等奖
58 大学生硬笔组 《节录艾青红船赋》 陈怡 华南师范大学 / 三等奖
59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两首》 崔宏宇 深圳大学 梁立勇 三等奖

60 大学生硬笔组
《百年征程 初心依旧》（21年

习近平新年语录）
董祖伟 韩山师范学院 黄宝蓉 三等奖

61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一首 方梓杰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郭文灿 三等奖
62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长沙》 甘瑞琳 华南师范大学 三等奖
63 大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 甘天德 汕头大学 三等奖
64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庆中共百年华诞》 郭静霖 深圳大学 龙钰齐 三等奖
65 大学生硬笔组 《庆党百年华诞》 郭梓涵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吴楚燕 三等奖
66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词二首 洪楷润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林倚旭 三等奖
67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词三首》 黄泓越 华南师范大学 三等奖
68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长沙 黄秋雯 广东白云学院 王晓艳 三等奖
69 大学生硬笔组 节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黄诗婷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 三等奖
70 大学生硬笔组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时》 雷涛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周瑞平 三等奖
71 大学生硬笔组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 李海镗 华南师范大学 三等奖
72 大学生硬笔组 红歌二首 李舒淇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 三等奖
73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布告》 李镇胜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周昊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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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大学生硬笔组 习近平语录摘要 梁家燕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蔡俊华 三等奖
75 大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梁杰材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邱逸曼 三等奖
76 大学生硬笔组 敬录习近平语 梁美燕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李秋云 三等奖

77 大学生硬笔组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毛

泽东）
梁旖雯 广州中医药大学 张丽桃 三等奖

78 大学生硬笔组 《建党100周年七律诗词》 林丽婕 广州工商学院 何国林 三等奖
79 大学生硬笔组 庆建党一百周年 林瑜 广东警官学院 余素莲 三等奖
80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三首》（毛泽东） 林志广 五邑大学 刘智敏 三等奖
81 大学生硬笔组 《辉煌一百年》 刘莉冰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林香扬 三等奖
82 大学生硬笔组 现代诗《歌颂中国共产党》 马萍 韶关学院 陈木宏 三等奖
83 大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两首》 荣千尧 韶关学院 陈木宏 三等奖

84 大学生硬笔组
《节抄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
王榆才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易国文 三等奖

85 大学生硬笔组 《放飞希望*墨颂党恩》 卫瑞琪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易国文 三等奖
86 大学生硬笔组 歌颂党诗 魏嘉颖 广东白云学院 熊彦辉 三等奖
87 大学生硬笔组  《瓦窑堡会议》 魏莹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林泽凯 三等奖
88 大学生硬笔组 《定风波·庆祝党的生日》 巫椿鹏 广州中医药大学 张丽桃 三等奖
89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两首》 谢佳婷 广州新华学院 曾富诚 三等奖
90 大学生硬笔组 现代诗《祖国啊我的祖国》 许梓洁 韶关学院 陈木宏 三等奖

91 大学生硬笔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习

近平讲话》
杨炳忠 韩山师范学院 栾建利 三等奖

92 大学生硬笔组 艾青诗歌《光的赞歌》 杨雨芊 汕头大学 三等奖
93 大学生硬笔组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余雪柔 广州新华学院 李丹 三等奖
94 大学生硬笔组 《诗文节录：献给党的赞美诗》 余彦毅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三等奖
95 大学生硬笔组 《中华颂》(张志和) 张帼怡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三等奖
96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词两首》 张金霏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罗滔裕、李博文 三等奖
97 大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毛泽东) 周廉发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孙悦 三等奖

中学生软笔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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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长沙》 邓健杰 肇庆市广宁县广宁中学 李玉婷 特等奖
2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二首》 何毓雯 江门市蓬江区紫茶中学 林翠玉 特等奖
3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五首 林靖翔 阳江一中 丁小华 特等奖
4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数首》 聂义铭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陈诗诗 特等奖
5 中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咏党百年华诞》 苏家艺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 蔡国梁 特等奖
6 中学生软笔组 《颂建党百年诗选》 黄兰淇 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 何俊仪 一等奖

7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长征》 康恩泽
揭阳市惠来县侨园镇华侨

中学
康文秋 一等奖

8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 李昕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濠江实

验学校
邱晓丹 一等奖

9 中学生软笔组 《七律·长征》 李易佳 汕头市澄海区实验学校 张树人 一等奖
10 中学生软笔组 节录中华颂 林沐蓉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林倚旭 一等奖

11 中学生软笔组
《习近平二Ｏ二一年春节团拜会

讲话》
林妍潼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龙湖附
属中学

肖小玩 一等奖

12 中学生软笔组 毛主席七律诗二首 林志军
江门市第一中学附属实验

学校
刘淑芳 一等奖

13 中学生软笔组
《颂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

五首》
彭圣婕 清远市第一中学 张艳玲 一等奖

14 中学生软笔组 《楷书中堂》 田可盈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中学 姚坚燃 一等奖
15 中学生软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袁颖捷 中山市海洲初级中学 贾晓超 一等奖
16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二首》 百浩洋 东莞市沙田实验中学 武瑞莲 二等奖
17 中学生软笔组 《延安颂歌》（秦存怀） 陈瑾宜 揭阳第一中学 黄凤珠 二等奖
18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词二首》 陈淑菁 东莞市万江第三中学 黄小霞 二等奖
19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词 陈晓君 江门市蓬江区紫茶中学 林翠玉 二等奖
20 中学生软笔组 隶书对联 陈玥莹 韶关乐昌实验学校 朱少娟 二等奖
21 中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雪 池明川 肇庆市德庆县香山中学 董美华 二等奖
22 中学生软笔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邓期 中山市小榄中学 张航 二等奖

23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四首 邓雅文
东莞市东华初级中学（生

态园校区）
苏跃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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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学生软笔组
彩笔丹霞行书对联(向延法撰

联）
黄烨桐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
属高级中学

汪萍燕 二等奖

25 中学生软笔组 《建党诗歌》 江佳梦 揭阳市揭东区第一初级中 江丹敏 二等奖
26 中学生软笔组 颂党 李安琪 东莞市华侨中学 杨胜利 二等奖
27 中学生软笔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李睿妍 东莞外国语学校 王柴慧 二等奖
28 中学生软笔组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刘德沛 东莞市石碣中学 刘文聪 二等奖
29 中学生软笔组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卢若昕 东莞外国语学校 王柴慧 二等奖
30 中学生软笔组 《建党百年诗歌》 谢艺 揭阳市揭东区第一初级中 陈继銮 二等奖
31 中学生软笔组 《录建党一百周年诗二首》 严浩文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谢扬科 二等奖
32 中学生软笔组 毛主席诗词选 钟可歆 深圳中学河源实验学校 李辉平 二等奖

33 中学生软笔组 《建党百年诗词》 钟伟铭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外国语

学校
温李强 二等奖

34 中学生软笔组 《庆党百年诗两首》 朱宸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陈诗诗 二等奖
35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 蔡梓轩 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实验中 陈佳儿 三等奖
36 中学生软笔组 《永远跟党走》 曾钰景 信宜市信宜中学 郑 瑛 三等奖
37 中学生软笔组 《七律·长征》（毛泽东） 陈梦扬 潮州市湘桥区城基中学 苏俊煌 三等奖
38 中学生软笔组 《颂党恩》 陈慕珊 潮州市湘桥区城南实验中 江少水 三等奖
39 中学生软笔组 抗疫七律 陈品源 阳江市第二中学 黄祥婷 三等奖

40 中学生软笔组 《百年伟业重一诺（节选）》 陈锐淇
揭阳市榕城区仙桥街道办

事处古溪初级中学
陈壁容 三等奖

41 中学生软笔组 《毛主席诗一首》 陈思语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濠江实

验学校
林嘉婷 三等奖

42 中学生软笔组 砥砺前行 陈贤聪 阳江市第二中学 黄祥婷 三等奖

43 中学生软笔组 《国富民强》 陈誉熙
惠州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龙门学校
张裕芝 三等奖

44 中学生软笔组 《古诗二首》 陈韵君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大旺中学
朱小诱 三等奖

45 中学生软笔组 楷书中堂 郭佳浩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中学 姚坚燃 三等奖
46 中学生软笔组 毛主席七律二首 黄嘉彤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林倚旭 三等奖

47 中学生软笔组 习总记重要讲话 黄智愚
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第三

中学
陈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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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学生软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蓝芷欣 中山市海洲初级中学 贾晓超 三等奖
49 中学生软笔组 《诗两首》 李嘉玥 广州市海珠区劬劳中学 李嘉夏 三等奖
50 中学生软笔组 （秦存怀诗） 李绵 揭阳第一中学榕江新城学 李贤彪 三等奖

51 中学生软笔组 《颂党》 廖语默
深圳市大鹏新区人大附中

深圳学校
三等奖

52 中学生软笔组 百年党建诗 林海涛 阳江市阳西县第一中学 林潜广 三等奖
53 中学生软笔组 《颂党》 林建东 肇庆市封开县广信中学 三等奖
54 中学生软笔组 摘录习近平讲话 林君霏 江门市第一中学 吴柱擎 三等奖
55 中学生软笔组 七律·建党感怀 刘佳仪 潮州市金山中学 郇娜 三等奖
56 中学生软笔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 吴铖 汕尾市陆丰市职业技术学 三等奖
57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 杨梓萱 东莞市石排中学 莫明奇 三等奖
58 中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七律诗二首》 袁颢恩 中山市海洲初级中学 贾晓超 三等奖
59 中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建党百年感怀》 张亦宁 珠海市九洲中学 李冬梅 三等奖

60 中学生软笔组
《七律·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朱键钧）
朱键钧 英德市第一中学 黄志雄 三等奖

61 中学生软笔组 《颂党诗歌》 邹薇锦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培新

学校
陈文婕 三等奖

中学生硬笔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中学生硬笔组 颂党史 陈贤聪 阳江市第二中学 黄祥婷 特等奖
2 中学生硬笔组 辉煌一百年 黄文鑫 东莞市东坑中学 朱志业 特等奖

3 中学生硬笔组 《您是》[臧克家] 李靖愉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

中学
何兵 特等奖

4 中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诗词选抄 李鑫慧 东莞市石碣中学 刘文聪 特等奖

5 中学生硬笔组 《中国颂》[孙东旭] 欧智浩
佛山市顺德区陈惠南纪念

中学
陈荣添 特等奖

6 中学生硬笔组 历害了我的祖国 沈嘉骏 佛山市华英学校 史慧军 特等奖
7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录 田梓悦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中学 邓剑雄 特等奖
8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四首 叶诗涵 珠海市梅华中学 肖童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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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 蔡谋卓 湛江市雷州市第一中学 符红清 一等奖
10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长沙（毛泽东） 陈境睿 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宫 贺小亮 一等奖
11 中学生硬笔组 《歌颂党恩》 陈若韵 珠海新世纪学校 杨丽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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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学生硬笔组 《观沧海》（曹操） 陈泽纯 梅州市丰顺县东留中学 江志秒 一等奖
13 中学生硬笔组 《古诗二首》 陈志雄 汕尾市陆丰市碣石二中 一等奖
14 中学生硬笔组 《血肉长城》[郭沫若] 丁可萃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 何兵 一等奖
15 中学生硬笔组 《颂党恩》 梁晓宇 肇庆市第六中学 王芸 一等奖
16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长沙》 麦栩铟 广东省高州市第一中学 李  汉 一等奖
17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三首 吴双 珠海市梅华中学 边月 一等奖
18 中学生硬笔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有感 谢昀成 东莞市石排中学 莫明奇 一等奖
19 中学生硬笔组 《颂中共建党百年》 余俊杰 云浮市西江中学 刘梦娜 一等奖
20 中学生硬笔组 《中华吟》[王陆展] 张楚儿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 何兵 一等奖
21 中学生硬笔组 楷书诞生中堂 郑欢畅 揭阳市实验中学 吴胤斌 一等奖
22 中学生硬笔组 《沁春·雪》等（毛泽东） 蔡贝贝 揭阳第二中学 江哲玲 二等奖
23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毛泽东） 蔡依灵 揭阳市榕城区新河初级中 詹静丽 二等奖
24 中学生硬笔组 《中国文化在守正创新中坚定自 陈可蓉 中山市小榄中学 张航 二等奖
25 中学生硬笔组 《颂党诗词》 陈雅琳 清远市第一中学 张艳玲 二等奖
26 中学生硬笔组 楷书独立横幅 陈渊博 揭阳市实验中学 江凯云 二等奖
27 中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戴致远 中山市西区铁城初级中学 高琴 二等奖
28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长沙 冯海燕 阳江市阳西县第一中学 林潜广 二等奖
29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 黄怡轩 汕头市澄海中学白沙校区 郑孝通 二等奖
30 中学生硬笔组 献礼建党百周年 阚特铁 深圳市龙岗区平安里学校 何晓晖 二等奖
31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二首 李好 东莞市东城中学 江东锦 二等奖
32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长沙 李婧榕 化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李苑祯 二等奖
33 中学生硬笔组 《集颂党恩诗三首》 李茹曼 东莞市光正实验学校（茶 许舒惠 二等奖

34 中学生硬笔组 党的八个明确 李泽琚
东莞市东华初级中学（生

态园校区）
郭岩鹤 二等奖

35 中学生硬笔组 录毛泽东诗三首 林嘉鹏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姚婵玲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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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学生硬笔组 《习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刘芳宇 广东实验中学 余智恒 二等奖
37 中学生硬笔组 《贺百年》 刘新宇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外国语 温李强 二等奖
38 中学生硬笔组 《水调歌头红船百年》 孟语希 中山市西区初级中学 陈慧仪 二等奖
39 中学生硬笔组 《党章节抄》 苏依涵 揭阳市揭东第一中学 吴邓纯 二等奖
40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词二首（毛泽东） 王烨童 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宫 贺小亮 二等奖
41 中学生硬笔组 党百年华诞诗六首 吴潇逸 揭阳市惠来县第一中学 吴才元 二等奖
42 中学生硬笔组 《庆党建百年》 吴颖庭 广东高州中学 刘小凤 二等奖
43 中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词二首》 伍悦 肇庆市高要区第一中学 刘婕婕 二等奖

44 中学生硬笔组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毛

泽东)
杨宇昕 韶关市田家炳中学 刘晓芳 二等奖

45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 赵泳嘉 江门市景贤学校 张明 二等奖
46 中学生硬笔组 《颂党》 郑琬琳 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田强 二等奖
47 中学生硬笔组 　《习近平语录》 郑颖曦 广东省实验中学金湾学校 曾繁俊 二等奖
48 中学生硬笔组 录毛泽东诗两首 郑子欣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姚婵玲 二等奖
49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古诗词》 钟磊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中学 谢继业 二等奖
50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两首（毛泽东） 钟丽欣 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宫 贺小亮 二等奖
51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集 周潇楠 深圳市坪山中学 二等奖
52 中学生硬笔组 现代诗 蔡紫珊 揭阳市揭西县河婆中学 赖蓓蕾 三等奖
53 中学生硬笔组 《百年党赋》 曾庆鸿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第四中 凌艺香 三等奖

54 中学生硬笔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曾文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张航 三等奖

55 中学生硬笔组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毛

泽东）
陈夏霖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姚婵玲 三等奖

56 中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诗词摘录》 陈晓钒
揭阳市惠来县惠来慈云实

验中学
方琳琳 三等奖

57 中学生硬笔组 诗一首 陈俞菲 阳江市阳西县第二中学 姚礼浪 三等奖
58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诗两首》毛泽东 陈粤婷 清远市第一中学 张艳玲 三等奖
59 中学生硬笔组 《颂建党一百周年七律诗》 陈紫欣 珠海市第十三中学 黄雁宁 三等奖
60 中学生硬笔组 习总书记论中国梦 邓瑞莹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 张玉 三等奖

61 中学生硬笔组 《建党100周年》 房欣扬
揭阳市惠来县惠来慈云实

验中学
方琳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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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两首 冯怡梅 江门市蓬江区杜阮初中 徐雪欣 三等奖

63 中学生硬笔组
《七律·献礼建党百年华诞》二

首  张芳草
黄斯咏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陆燕萍 三等奖

64 中学生硬笔组 党的阳光带来光明 黄嫣然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阳

东学校
曾霓 三等奖

65 中学生硬笔组 歌颂党的诗 李欣桦 汕尾市海丰县彭湃中学 邱守棠 三等奖

66 中学生硬笔组 习近平预录摘要 李芷清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

学校
蔡俊华 三等奖

67 中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诗歌 利瑜辉 梅州市梅江区嘉应中学 卜秀芬 三等奖
68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长沙》 梁全耀 广东高州中学 陈彩琼 三等奖
69 中学生硬笔组 《卜算子·咏梅》等（毛泽东） 廖嘉璇 揭阳第二中学 林燕芝 三等奖
70 中学生硬笔组 《红船从南湖起航》 林芳萍 珠海市第一中学 谈娜 三等奖
71 中学生硬笔组 习近平新年致辞 林诗晴 阳江一中 唐忠杰 三等奖
72 中学生硬笔组 楷书诞生横幅 林思妍 揭阳市实验中学 吴胤斌 三等奖
73 中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七律二首 林雨睿 江门市实验中学 梁绮晴 三等奖
74 中学生硬笔组 《莫沾虚名功事多》 刘敏璋 东莞市中堂中学 吴琼英 三等奖
75 中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刘佩筠 东莞外国语学校 王柴慧 三等奖
76 中学生硬笔组 党章《总纲》 刘若萌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初级中 王小珍 三等奖

77 中学生硬笔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 龙菲
清远市英德中学附属实验

学校
陆洁萍 三等奖

78 中学生硬笔组 《诗颂建党一百周年》节选 罗皓欣 中山市海洲初级中学 贾晓超 三等奖
79 中学生硬笔组 颂中共建党百年 罗健彬 云浮市罗定实验中学 罗赞阳 三等奖
80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数首》 毛唯达 中山市沙溪镇初级中学 马世杰 三等奖
81 中学生硬笔组 《庆建党一百周年诗词数首》 彭丽嘉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 蔡国梁 三等奖
82 中学生硬笔组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彭逸云 珠海市九洲中学 李冬梅 三等奖
83 中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 吴泽沣 潮州市金山中学 郇娜 三等奖
84 中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毛泽东 肖承翰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胡桂芳 三等奖
85 中学生硬笔组 毛主席词三首 许芝琳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林倚旭 三等奖
86 中学生硬笔组 《南湖的小船》 闫熙珍 珠海新世纪学校 杨丽 三等奖

87 中学生硬笔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杨碧娜

汕尾市陆丰市铜锣湖农场
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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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中学生硬笔组 歌颂建党一百周年 杨美娴 广州大学附属东江中学 温如良 三等奖
89 中学生硬笔组 《重上井冈山》 俞炜钧 信宜市信宜中学 郑 瑛 三等奖
90 中学生硬笔组 录毛泽东诗两首 郑莹纯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姚婵玲 三等奖
91 中学生硬笔组 录毛泽东诗两首 郑雨真 汕头市潮阳区金堡中学 姚婵玲 三等奖

92 中学生硬笔组 楷书《祭黄帝陵》（毛泽东） 钟东安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

属高级中学
汪萍燕 三等奖

93 中学生硬笔组 春（艾青） 钟卓妍 广州科学城中学 黄亚霞 三等奖
94 中学生硬笔组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周雯毅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中学 李锦龙 三等奖

小学生软笔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小学生软笔组 《颂党》 高婷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第二小 特等奖
2 小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两首》（毛泽东） 谢可蕙 揭阳市惠来县锡溪学校 谢少波 特等奖
3 小学生软笔组 毛主席词数首 彭湘媛 梅州市梅江区作新小学 王友玉 特等奖

4 小学生软笔组 《建党百年赋》 温瀚翔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五

小学
毕丽颜 特等奖

5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二首》 张梓睿 东莞市万江中心小学 何廖南 特等奖
6 小学生软笔组 颂党恩诗 周婉涵 江门市新会圭峰小学 岑道用 一等奖

7 小学生软笔组 七律《中国梦》 梁卓滢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城区中

心小学
梁旭升 一等奖

8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五首》 冯希晴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盐步中

心小学
范嘉玉 一等奖

9 小学生软笔组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赋》

节选
彭宇楷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 朱喜毅 一等奖

10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词二首 洪涵柔 揭阳市惠来县锡溪学校 谢少波 一等奖
11 小学生软笔组 《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 陈思源 梅州市丰顺县汤西和安小 陈瑞村 一等奖
12 小学生软笔组 《颂党》 林子博 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小学 赖召明 一等奖
13 小学生软笔组 《诗颂建党一百周年》节选 谌米智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杨颖欣 一等奖

14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

南京》
林逸夫 东莞市常平镇板石小学 刘胜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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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学生软笔组 《党旗赋》 李屈滢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小学 朱喜毅 一等奖

16 小学生软笔组 《七绝.庆建党九十周年》 唐彦楷
揭阳市惠来县华湖镇华谢

小学
林卓明 二等奖

17 小学生软笔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诗歌节选
吴雨阳 中山市东凤镇民和小学 翁妙莹 二等奖

18 小学生软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庄丰榕 中山市西区铁城小学 黄飒 二等奖
19 小学生软笔组 节选龙江颂 廖梦雨 东莞市石排中心小学 丁艳 二等奖
20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一首》 曾楚滢 珠海市香洲区荣泰小学 吴丹 二等奖
21 小学生软笔组 《水调歌头 游泳》 潘宗阳 珠海市香洲区荣泰小学 吴明鸿 二等奖
22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词两首》 何伟雯 中山市小榄镇中心小学 何永炎 二等奖
23 小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雪》（毛泽东） 黄顾涵 揭阳市揭东区第一小学 施丽莎 二等奖
24 小学生软笔组 爱我祖国（来源网络） 黄梓扬 广州市黄埔区东荟花园小 张月 二等奖
25 小学生软笔组 南湖星火漫天燃 叶献蔚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中心小 钟金城 二等奖
26 小学生软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诗歌节选 黄卓彬 中山市古镇镇曹二小学 潘娜 二等奖

27 小学生软笔组
《民安国泰逢盛世  社稷百年颂

党歌》
刘洋铭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第
一小学

王洪胜 二等奖

28 小学生软笔组 《七律诗一首》 李嘉泳 东莞市莞城建设小学 范向文 二等奖
29 小学生软笔组 《水调歌头·红船百年》 阮明谷 东莞外国语学校 叶倩兰 二等奖
30 小学生软笔组 《隶书对联》 陈潇然 珠海市香洲区荣泰小学 吴丹 二等奖
31 小学生软笔组 敬录毛泽东词一首 戴子翔 东莞市常平镇土塘小学 刘胜 二等奖
32 小学生软笔组 《红日千秋照，乾坤万代红》 陈泳芯 韶关市和平路小学 谭洁玲 二等奖
33 小学生软笔组 《长征》毛泽东 艾克捷 广东韶关实验小学 欧阳根 二等奖

34 小学生软笔组 《建党百年》 苏文晞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五

小学
张帼敏 二等奖

35 小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雪 杜思颖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

小学
王丞伟 三等奖

36 小学生软笔组 七侓长征 兰皓宇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麻二金

紫学校
陈万潮 三等奖

37 小学生软笔组
《建党100周年，忆往昔峥嵘岁

月稠》摘抄节选
刘慧钰 中山市西区昌平小学 刘灿勇 三等奖

38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集 钟依烨 深圳市盐田区田心小学 张广胜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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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小学生软笔组 《七律·长征》（毛泽东） 吴梓涵 揭阳市揭东区第四小学 林琼义 三等奖
40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词集 蔡彦妮 深圳市盐田区田心小学 三等奖

41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二首 伍熙睿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实

验学校
关木秀 三等奖

42 小学生软笔组 《沁园春·游泳》 朱炫南 珠海市斗门区城南学校 王卓尔 三等奖
43 小学生软笔组 《习近平语录》 李燕琳 珠海市金湾区一小 李四方 三等奖

44 小学生软笔组 南湖红船颂 陈章语
中国工农红军广东肇庆广

宁红军小学
谢敬新 三等奖

45 小学生软笔组 《建党百年颂》 赵梁昱 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 谭丽娜 三等奖
46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七律诗二首》 蔡璟文 中山市古镇镇古一小学 张晓明 三等奖
47 小学生软笔组 《建党百年颂》 潘禧 中山市板芙镇湖洲小学 梁育波 三等奖

48 小学生软笔组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毛泽东）
刘家铭 清远市清城区桥北小学 韦建花 三等奖

49 小学生软笔组 《复兴梦》 杨镇豪 珠海市香山学校 吕晓艳 三等奖

50 小学生软笔组 情颂党恩 黄业杰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

小学
王丞伟 三等奖

51 小学生软笔组
《智取威虎山唱段》（上海京剧

院出品）
李嘉荣 广州市越秀区七株榕小学 林丽娱 三等奖

52 小学生软笔组 《贺建党一百周年 》 陈麒宇 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纪志强 三等奖

53 小学生软笔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罗东凯）
彭子扬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徐怀印 三等奖

54 小学生软笔组 颂党诗数则 赵修齐 东莞市松山湖第一小学 梁杰钊 三等奖
55 小学生软笔组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周恩 谢锶霖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欧阳朝宣 三等奖
56 小学生软笔组 《毛泽东诗二首》 陈梦菲 东莞市大朗镇黄草朗小学 邹金英 三等奖

57 小学生软笔组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毛泽东）
黄敏慈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小
学

徐志敏 三等奖

58 小学生软笔组 隶书对联 刘冠廷 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小学 古青珊 三等奖
59 小学生软笔组 《辉煌一百年》 莫煜霄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九小学 唐国裙 三等奖

60 小学生软笔组 《集毛泽东诗句》 曾卓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盐步中

心小学
梁业卿 三等奖

61 小学生软笔组 歌颂建党一百周年诗词 陈敏熙 广州市荔湾区鸿图苑小学 吴嘉敏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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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小学生软笔组 对联 冼壹一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前锋

小学
梁梦诗 三等奖

小学生硬笔组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拟获奖项
1 小学生硬笔组 《建党百年诗十首》 陈其奇 东莞市大朗镇中心小学 莫海英 特等奖
2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抄 黄弈 东莞市石碣四海学校 熊月嫦 特等奖
3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 霍铭榆 东莞外国语学校 吴远仪 特等奖
4 小学生硬笔组 《建党百年诗十首》 刘童恩 东莞市大朗镇中心小学 叶桂莲 特等奖
5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四首》 宋诗曼 东莞市大朗镇崇文小学 叶雪茹 特等奖
6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百年》 夏若溪 珠海市香洲区新世纪学校 杨丽 特等奖
7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 张薇薇 东莞市凤岗镇中心小学 王子金 特等奖
8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三首 赵婉彤 珠海市香洲区第21小学 黄纯环 特等奖

9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 蔡加敏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弼教

小学
黄彬南 一等奖

10 小学生硬笔组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沁园春·雪》（毛泽东）
曾榕

揭阳市榕城区玉浦中心小
学

黄纯丽 一等奖

11 小学生硬笔组 《陈毅诗》(陈毅) 陈邸隆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 赖桂萍 一等奖
12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陈煜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彭胜利 一等奖
13 小学生硬笔组 《建党百年诗词选抄》 淡芷娴 东莞市石碣实验小学 蓝定武 一等奖
14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 何岸青 深圳市坪山中心小学 一等奖
15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黄颢桐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彭胜利 一等奖
16 小学生硬笔组 《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黄锦宏 中山市三乡镇光后中心小 熊昌河 一等奖

17 小学生硬笔组 沁团体春 雪 黎亮杰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

小学
王丞伟 一等奖

18 小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两则 李源杰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 蔡莹莹 一等奖
19 小学生硬笔组 《回顾建党一百周年》 罗婉灵 揭阳市实验小学 林秀芬 一等奖
20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集 沈钰植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彭胜利 一等奖

21 小学生硬笔组 《建党一百周年》 徐子家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五

小学
江海棠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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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节选 钟雨宸 东莞市横沥莞盛学校 何春蓉 一等奖
23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二首》 祝康桓 珠海市香洲区第21小学 罗锦燕 一等奖

24 小学生硬笔组 七一礼赞 毕永镌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五

小学
黄凤仪 二等奖

25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三首 蔡佩真 东莞市石碣实验小学 蓝定武 二等奖
26 小学生硬笔组 《中国共产党章程》节选 曾智欣 揭阳市惠来县锡溪学校 谢少波 二等奖
27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陈嘉瑞 东莞市清溪镇第二小学 邹运军 二等奖
28 小学生硬笔组 《贺建党百年诗十二首》 冯舒邑 东莞市大朗镇崇文小学 叶雪茹 二等奖
29 小学生硬笔组 《追思抗战奋图强》（卢孝耀） 郭烨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徐怀印 二等奖
30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 韩雁冰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第二小 二等奖
31 小学生硬笔组 《长征赞》丁晓平 洪妙燕 揭阳市惠来县锡溪学校 谢少波 二等奖
32 小学生硬笔组 《庆建党一百周年》 胡沛 汕头市金平区桂花小学 詹淑贤 二等奖
33 小学生硬笔组 节录《中华颂》 黄灏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旗小 陈春霞 二等奖
34 小学生硬笔组 《建党百年诗选抄》 黄祈凯 东莞市大朗镇黄草朗小学 邹春燕 二等奖
35 小学生硬笔组 《七律三首》 黄宇诚 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 邱卫春 二等奖
36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四首 蒋鑫 东莞市石碣四海学校 熊月嫦 二等奖
37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 刘锦骏 四会市东城街道荔枝湾小 二等奖
38 小学生硬笔组 《核心价值观》选录 李栩意 佛山市顺德区富教小学 麦家炜 二等奖

39 小学生硬笔组
《共产党的一百年创造辉煌开辟

未来》
梁梓涵

中山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区香晖园小学

吴荣 二等奖

40 小学生硬笔组 《建党百年诗词》 林锐鑫 东莞市中堂镇槎滘小学 邓璐琳 二等奖

41 小学生硬笔组 《歌颂毛泽东》 罗思涵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第五小学
曹怡 二等奖

42 小学生硬笔组 《纪念建党一百周年》节选 罗翊方 中山市侨中英才学校 梁新梅 二等奖

43 小学生硬笔组 《鹧鸪天百年华诞》 麦舒欣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中心

小学
郑雪芬 二等奖

44 小学生硬笔组 《党啊，我的母亲》 聂许榕 汕头市澄海莲下中心小学 李英 二等奖
45 小学生硬笔组 《美丽新伦教》 阮柏麟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培教小 赵琛褀 二等奖
46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二首 孙嘉祺 珠海市香洲区荣泰小学 吴明鸿 二等奖
47 小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长沙》[毛泽东] 唐诗婷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杨天德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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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小学生硬笔组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赋》（闵

凡路）
王语涵

广州市花都区风神实验小
学

毕秀琼 二等奖

49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 韦晓铧 东莞市东城第三小学 廖萍 二等奖
50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 许懿 深圳市坪山区龙背小学 二等奖
51 小学生硬笔组 《建党百年诗抄》 张晨欣 东莞市大朗镇黄草朗小学 邹金英 二等奖

52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抄选》 张伊桐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中心

小学
郑雪芬 二等奖

53 小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 庄楷
揭阳市揭西县河婆街道东

风小学
徐肖明 二等奖

54 小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沁园春·长

沙》
蔡安琦

揭阳市揭东区磐东街道阳
美玉都实验小学

林少霞 三等奖

55 小学生硬笔组 《纪念建党百年岁》 曹颖 中山市沙溪镇康乐小学 汪海 三等奖
56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曾曦瑶 深圳市龙岗区南岭小学 黄竞模 三等奖
57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抄》 曾子洵 潮州市湘桥区阳光实验学 张芹 三等奖
58 小学生硬笔组 辉煌一百 陈官睿 汕头市长厦小学 李蔷 三等奖
59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选录 邓圣垲 珠海市香洲区第一小学 陈柯倩 三等奖
60 小学生硬笔组 《歌颂祖国》 杜恩恩 汕头市澄海莲下中心小学 陈丽杏 三等奖
61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 范瑾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第二小 三等奖
62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诗一首》 范耀君 肇庆市广宁县第三小学 陈文坤 三等奖
63 小学生硬笔组 《红船颂》 龚承志 中山市丽景学校 罗柳廷 三等奖

64 小学生硬笔组 《红诗三首》 何妍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盐步中

心小学
陈永胜 三等奖

65 小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毛泽东） 黄嘉宇 汕头市澄海莲下中心小学 许素扬 三等奖
66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 黄若菡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小学 莫瑞章 三等奖
67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黄诗舒 深圳市龙岗区南岭小学 黄竞模 三等奖
68 小学生硬笔组 《习主席讲话摘编》 黄子航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第二小 丘思安 三等奖

69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古诗二首 翦曦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中心

小学
叶里铃 三等奖

70 小学生硬笔组 歌颂党 黎小玮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五

小学
杨建新 三等奖

71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 李崇闻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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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小学生硬笔组 《建党百年诗词》 林锐冰 东莞市中堂镇槎滘小学 邓璐琳 三等奖
73 小学生硬笔组 《红色七彩世界中最壮丽的颜色 林欣然 中山市丽景学校 梁培流 三等奖
74 小学生硬笔组 《对基层党支部工作思考》 林毓青 中山市小榄镇绩西小学 李志平 三等奖

75 小学生硬笔组 习近平语 林岳芬
揭阳市惠来县仙庵镇中心

小学
佘松辉 三等奖

76 小学生硬笔组 《节录李卉楠词》 刘书畅
惠州市惠阳区永湖镇中心

小学
张丽媚 三等奖

77 小学生硬笔组 建党百年抒怀（陈明忠） 刘子泰 广州石化小学 范子妍 三等奖
78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主席词三首 吕仁硕 深圳市龙华区书香小学 三等奖

79 小学生硬笔组
《清平乐·六盘山》《忆秦娥·
娄山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

山》[毛泽东]
聂德行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坤洲
小学

梁明 三等奖

80 小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 宁世川 中山市三乡镇雍陌小学 徐惠萍 三等奖

81 小学生硬笔组 《七律长征》（毛泽东） 庞悦莹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中心

小学
叶里铃 三等奖

82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 史瑞熙 深圳市高级中学北校区 三等奖
83 小学生硬笔组 《习主席十九大讲话摘编》 宋昕谕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第二小 丘思安 三等奖
84 小学生硬笔组 《我用残损的手掌》戴望舒 孙彤 揭阳市惠来县锡溪学校 谢少波 三等奖
85 小学生硬笔组 《录毛主席诗词三首》（毛泽 王博霖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欧阳朝宣 三等奖
86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百年诗词数首》 王坚树 揭阳市实验小学 黄朝绚 三等奖
87 小学生硬笔组 亲爱的母亲伟大的党 王凯迪 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 吴金莹 三等奖

88 小学生硬笔组
《贺中国共产党100周年七律摘

抄》
王康恩 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 邱卫春 三等奖

89 小学生硬笔组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王柳媚 肇庆市奥威斯实验小学 何进 三等奖
90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集 王心仪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彭胜利 三等奖
91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王语彤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 彭胜利 三等奖
92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恩 律诗三首》 吴思琪 揭阳市揭东区光正实验学 郑栋 三等奖
93 小学生硬笔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吴文慧 中山市小榄镇绩西小学 李志平 三等奖
94 小学生硬笔组 《毛泽东诗词四首》 谢蕊优 珠海市香洲区实验学校 王茹楠 三等奖

95 小学生硬笔组 颂党功 七律诗（陈焕庭） 许伟祺
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玉联

中心小学
纪永珠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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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小学生硬笔组 《沁园春·雪》（毛泽东） 郑琪琪 揭阳市榕城区椟松小学 林奕生 三等奖

97 小学生硬笔组 《古风▪党旗颂》 周子粤
肇庆市封开县南丰镇中心

小学
李燕羽 三等奖

98 小学生硬笔组 《录毛泽东诗词三首》 周梓昂
潮州市湘桥区城南中英文

学校
黄静群 三等奖

2021年广东省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之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拟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名单

序号 组别 优秀指导老师 所指导选手 所指导学校
所指导

获省特等奖作品
奖项

1 大学生软笔组 陈木宏 蔡颖沁 韶关学院
《庆祝建党一百周

年诗》
优秀指导教师奖

2 大学生软笔组 周昊 黄家铭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优秀指导教师奖

3 大学生软笔组 刘智敏 连裕杰 五邑大学
《中国没有辜负社
会主义》(宣言)

优秀指导教师奖

4 大学生软笔组 方钫妍 王锴丽 华南师范大学 《建党百年赋》 优秀指导教师奖

5 大学生硬笔组 王宝莹 陈国涛 广东财经大学
《毛泽东诗词选抄

》
优秀指导教师奖

6 大学生硬笔组 罗滔裕、李博文 古丽涛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毛泽东诗词数首 优秀指导教师奖
7 大学生硬笔组 龙钰齐 官宏霖 深圳大学 《愚公移山》 优秀指导教师奖
8 大学生硬笔组 罗滔裕、李博文 罗惠玲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毛泽东诗词四首 优秀指导教师奖
9 大学生硬笔组 陈木宏 庞子豪 韶关学院 《毛主席诗词》 优秀指导教师奖
10 大学生硬笔组 李雪 谭其柯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喜迎建党一百周年 优秀指导教师奖
11 大学生硬笔组 李丹 吴子龙 广州新华学院 《颂党诗六首》 优秀指导教师奖
12 中学生软笔组 李玉婷 邓健杰 肇庆市广宁县广宁中学 沁园春·长沙 优秀指导教师奖
13 中学生软笔组 林翠玉 何毓雯 江门市蓬江区紫茶中学 毛泽东诗词二首 优秀指导教师奖
14 中学生软笔组 丁小华 林靖翔 阳江一中 毛泽东诗词五首 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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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学生软笔组 陈诗诗 聂义铭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毛泽东诗词数首

》 
优秀指导教师奖

16 中学生软笔组 蔡国梁 苏家艺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
《沁园春咏党百年

华诞》
优秀指导教师奖

17 中学生硬笔组 黄祥婷 陈贤聪 阳江市第二中学 颂党史 优秀指导教师奖
18 中学生硬笔组 朱志业 黄文鑫 东莞市东坑中学 辉煌一百年 优秀指导教师奖

19 中学生硬笔组 何兵 李靖愉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

中学
《您是》[臧克家] 优秀指导教师奖

20 中学生硬笔组 刘文聪 李鑫慧 东莞市石碣中学 毛主席诗词选抄 优秀指导教师奖

21 中学生硬笔组 陈荣添 欧智浩
佛山市顺德区陈惠南纪念

中学
《中国颂》[孙东

旭]
优秀指导教师奖

22 中学生硬笔组 史慧军 沈嘉骏 佛山市华英学校 历害了我的祖国 优秀指导教师奖
23 中学生硬笔组 邓剑雄 田梓悦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中学 毛泽东诗词选录 优秀指导教师奖
24 中学生硬笔组 肖童 叶诗涵 珠海市梅华中学 毛泽东诗词四首 优秀指导教师奖

25 小学生软笔组 谢少波 谢可蕙 揭阳市惠来县锡溪学校
《沁园春两首》
（毛泽东）

优秀指导教师奖

26 小学生软笔组 王友玉 彭湘媛 梅州市梅江区作新小学 毛主席词数首 优秀指导教师奖

27 小学生软笔组 毕丽颜 温瀚翔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五

小学
《建党百年赋》 优秀指导教师奖

28 小学生软笔组 何廖南 张梓睿 东莞市万江中心小学 《毛泽东诗二首》 优秀指导教师奖

29 小学生硬笔组 莫海英 陈其奇 东莞市大朗镇中心小学
《建党百年诗十首

》
优秀指导教师奖

30 小学生硬笔组 熊月嫦 黄弈 东莞市石碣四海学校 毛泽东诗词选抄 优秀指导教师奖
31 小学生硬笔组 吴远仪 霍铭榆 东莞外国语学校 《毛泽东诗词》 优秀指导教师奖

32 小学生硬笔组 叶桂莲 刘童恩 东莞市大朗镇中心小学
《建党百年诗十首

》
优秀指导教师奖

33 小学生硬笔组 叶雪茹 宋诗曼 东莞市大朗镇崇文小学
《毛泽东诗词四首

》
优秀指导教师奖

34 小学生硬笔组 杨丽 夏若溪 珠海市香洲区新世纪学校 《庆祝建党百年》 优秀指导教师奖
35 小学生硬笔组 王子金 张薇薇 东莞市凤岗镇中心小学 《颂党》 优秀指导教师奖
36 小学生硬笔组 黄纯环 赵婉彤 珠海市香洲区第21小学 毛泽东诗词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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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拟获“优秀组织奖”（集体）名单

序号 单位 拟获奖项

1 东莞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
2 揭阳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
3 珠海市教育局 优秀组织奖
4 华南师范大学 优秀组织奖
5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6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优秀组织奖
7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8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优秀组织奖
9 韩山师范学院 优秀组织奖
10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优秀组织奖
11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组织奖
12 韶关学院 优秀组织奖

2021年广东省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之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拟获“优秀组织奖”（个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拟获奖项

1 蔡俊华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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