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广东省诵写讲大赛之“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国赛拟入围名单（共150人）
序号 ID 作品名称 参赛者 组别 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1 177415
美读古诗 感悟诗情——《十五夜望月》教

学
易彤珊 小学教师组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山中心小学 钟智红

2 220528 《墨梅》 白坤华 小学教师组 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 刘庆兵
3 166100 《宿新市徐公店》 吴丹 小学教师组 汕头市龙湖区金阳小学
4 168616 忆江南 赖瑞潘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厚街镇前进小学 陈慧珊
5 171824 《池上》 林阮丽 小学教师组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陈梦霞
6 17431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子佳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企石镇江南小学 江伟峰
7 173876 《清明》诗教课 李超梅 小学教师组 佛山市顺德区美辰学校 王军平
8 171149 踏平燕山志难酬，一腔热血著《马诗》 张燕玲 小学教师组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杨年辉
9 175470 《隽诗歌之韵 诉离别之情》 胡嵘苹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东城教育管理中心 叶明
10 171155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古诗讲解 张继双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樟木头镇实验小学 杨雯雯
11 173383 《枫桥夜泊》抓“意象”，悟”愁“情 赖艳玲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大岭山镇向东小学 黎淑萍
12 174379 读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刘淑娣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凤岗镇实验小学 覃克良
13 168205 《村晚》 李佩文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望牛墩镇实验小学 李群仙
14 192035 《示儿》 李红刚 小学教师组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博凯小学 陈钰婷
15 171319 《芙蓉楼送辛渐》 叶健仪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道滘镇四联小学
16 176123 《寒食》（唐·韩翃） 张明姣 小学教师组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香蜜湖） 涂欣
17 189129 《风》 刘亚军 小学教师组 珠海高新区金鼎第一小学 邓卓婷
18 175359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陈琳琳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常平镇中心小学 周艳静
19 191989 《三衢道中》 李碧连 小学教师组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李嘉灵
20 194710 《登鹳雀楼》 郭俊 小学教师组 珠海市唐国安纪念学校 罗雅芝
21 171887 《赠汪伦》（李白） 林慧仪 小学教师组 江门市蓬江区农林双朗小学 李颖雯

22 198806
品数字之奇 悟想象之妙——《夜宿山寺》

（唐）李白
姜玥 小学教师组 珠海保税区第一小学 郝磊

23 200443 《绝句》杜甫 陈洁淳 小学教师组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第一小学 何淑娟

24 193229
闲适意境如画卷，诗意课堂觅童趣——《村

晚》
赖诗琪 小学教师组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 蓝桂珊

25 171101 吟诵古诗词 感受竹文化——《竹石》微课 赵楠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南城阳光第四小学 范锦飘
26 175273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夏玉宇 小学教师组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刘春花
27 190221 《从军行（其四）》王昌龄 徐青 小学教师组 深圳市盐田区云海学校 徐秀珍
28 191998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陈钰婷 小学教师组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博凯小学 李红刚
29 176486 《绝句》（唐  杜甫） 方芳 小学教师组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刘亚
30 191298 《夜书所见》（宋 叶绍翁） 尹建浩 小学教师组 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 雷莉



序号 ID 作品名称 参赛者 组别 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31 166393 《马诗》 吴茂娟 小学教师组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
32 171494 《题西林壁》 陆慧玲 小学教师组 江门市启明小学 张艳枫
33 192716 李白《独坐敬亭山》赏读 伍维佳 小学教师组 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 邓莉
34 200120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赏读 李月瑶 小学教师组 珠海市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 梁娟
35 168307 《村居》 张颉 小学教师组 东莞市虎门镇北栅小学 鲁旺
36 191838 《示儿》 周瑞芳 小学教师组 梅州市大埔县城东实验学校 林友琴
37 172047 《游子吟》（孟郊） 张琴 小学教师组 英德市桥头镇中心小学 张建新
38 174285 《枫桥夜泊》 江伯珠 小学教师组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新民小学 黄小燕

39 189281
淡淡墨梅清气发  傲然风骨立乾坤——《墨

梅》
胡摇兰 小学教师组 深圳市光明区李松蓢学校

40 191593 《墨梅》（元代王冕） 洪淼静 小学教师组 梅州市梅江区作新小学 钟春燕
41 192749 浅探《渔歌子》“不须归”的三重境界 吴婧莹 小学教师组 珠海市金湾区李兆南纪念小学 史灵燕
42 19295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赖秀香 小学教师组 梅州市大埔县张云栽实验小学 田小菊
43 195444 《凉州词》 李琼 小学教师组 珠海市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 刘越新

44 196862
赏古画，品诗趣——《惠崇春江晚景》（宋

·苏轼）赏析
黄彤蜓 小学教师组 珠海市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 黄文娟

1 222633 别样的孤独 陈喆 中学教师组 东莞市东莞中学初中部 温丽莉
2 172123 东坡遇雨的三重境界 余清峡 中学教师组 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外国语学校 李平
3 176345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龚成 中学教师组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陈雪华
4 165845 《卜算子·咏梅》 林欢 中学教师组 汕头金中华侨试验区学校
5 172006 《登飞来峰》 黄杏锶 中学教师组 台山市新宁中学 胡金华

6 173615
探寻老杜生平，感知无言之美——解读《江

南逢李龟年》
李月 中学教师组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 汲虹

7 164878 《蜀相》 王新刚 中学教师组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高级中学 胡保卫
8 166448 《己亥杂诗》 叶佩怡 中学教师组 广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梁倩倩
9 167627 《诗说》栏目之《蒹葭》 黄雨晴 中学教师组 东莞市东城实验中学 朱雅婷
10 174507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刘青 中学教师组 广州市华颖外国语学校 孙渊
11 188157 《临安春雨初霁》 柯继娜 中学教师组 惠州市第八中学 吴小梅
12 193271 《蒹葭》 王泽亚 中学教师组 深圳市龙岗区平冈中学 王雪娟

13 172065
登高远眺情  赤子社稷心——杜甫《登岳阳

楼》赏析
邹勤梅 中学教师组 河源市东源中学 朱宏球

14 171964 难——李商隐《无题》讲读 万想姣 中学教师组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外国语学校 汲虹

15 171615
《雁门太守行》——品奇异意象  悟炽热情

感
邓也 中学教师组 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初中部 黄英



序号 ID 作品名称 参赛者 组别 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16 170210 《扬州慢》虚实结合手法赏析 陈少丽 中学教师组 揭阳第一中学榕江新城学校 成海林
17 193809 《登飞来峰》 汪乐宏 中学教师组 珠海市紫荆中学桃园校区 刘蕾

18 166556
《品读“空”境，感悟“空”情——山居秋

暝诗歌教学》
梁家欣 中学教师组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19 167902 桃花美人，灼灼千年 潘婷 中学教师组 汕头市鮀滨职业技术学校 陈小岚
20 176302 从意象解读诗人情感——情境化教学 黄益苹 中学教师组 潮州市城南中英文学校 李卓彬
21 166863 《月亮下的心事——峨眉山月歌（李白）》 余慧琳 中学教师组 广州市广州中学
22 176355 《望岳》 舒金兰 中学教师组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陈辉霞

23 188220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在《沁园春·

雪》中感悟伟人情怀
刘凯 中学教师组 珠海市南水中学

24 188997
诵千古绝唱 弘家国情怀——杜甫《登岳阳

楼》
何丽 中学教师组 中山纪念中学 李开秀

25 224113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刘欣 中学教师组 惠州仲恺中学 魏彩娜
26 166981 《客至》赏析——清风而至，吹起漪沦 郑晓群 中学教师组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中学

27 172036
以《归园田居》（其一）为例理解陶渊明的

自然人生
胡心辉 中学教师组 东莞市常平中学 黄立霞

28 173625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刘宗华 中学教师组 台山市新宁中学 郑清霞
29 174684 咏梅之心 劳国晶 中学教师组 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实验中学 岳林杨
30 174942 晚春 张小燕 中学教师组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第三中学 吴桐
31 199625 《诗经·周南·芣苢》 曾莹 中学教师组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邓健林
32 204963 《虞美人》李煜 李雪梅 中学教师组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33 165746 《望岳》讲解 宋博 中学教师组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宋广玲
34 167635 <蜀相> 黄燕 中学教师组 揭阳第一中学 钟景菊
35 175970 《芣苢》 薛莉萍 中学教师组 湛江市第二中学 徐颖

36 193760
光风霁月 物我相融——赏张孝祥《念奴娇

·过洞庭》
刘茜茜 中学教师组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王登华

37 166573 《蒹葭》中的诗和远方 王冰洁 中学教师组 广东仲元中学附属学校 詹纯丽
38 191477 《诗经·周南·关雎》 潘琳西 中学教师组 中山市实验中学 喻欢
39 192265 《沁园春·长沙》 翟豪杰 中学教师组 珠海市第五中学 夏云
40 164931 《江南逢李龟年》意境讲解 麦燕怡 中学教师组 湛江市第二十四中学 符春盈
41 165927 《雁门太守行》李贺 王秀洪 中学教师组 湛江市第二十七中学 符春盈
42 166197 《沁园春·雪》 吴婕 中学教师组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43 175183 《悲情皆作豪情语<江城子·密州出猎>》 林锦锋 中学教师组 东莞市大朗第一中学 汤丽
44 188170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 骆慧慧 中学教师组 惠州市第八中学 李彩新



序号 ID 作品名称 参赛者 组别 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1 171866
缺月孤鸿皆注我——苏轼《卜算子（缺月挂

疏桐）》意象分析
刘贝佳 大学教师组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 191882 雅俗并陈·格致深远 陈晓清 大学教师组 岭南师范学院 刘惠卿
3 194314 《雪梅》 潘华 大学教师组 广东药科大学
4 197367 《诗经·豳风·七月》的多维价值解读 刘亚迪 大学教师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 200489 简析《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 邱玉华 大学教师组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马若璇
6 190846 《丽人行》的讽刺艺术欣赏 张美娟 大学教师组 广东白云学院
7 193038 《桃夭》对大学生的启示 薛幼萍 大学教师组 肇庆学院 唐雪莹
8 196491 《秋兴八首（其一）》 白雪 大学教师组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薛胜男
9 170940 陶渊明《饮酒（其五）》 吴倩 大学教师组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覃素安
10 193807 此心安处是吾乡——《归园田居（其一）》 秦彤 大学教师组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1 199489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梁雯 大学教师组 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沈琼
12 221670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赏析 李宗菊 大学教师组 惠州学院
13 202087 人生中的一场雨——《定风波》 陈璋琪 大学教师组 汕头大学
14 193558 《行行重行行》 刘娟 大学教师组 岭南师范学院
15 194122 杜甫《客至》 李丹 大学教师组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16 199549 《将进酒》 李静茹 大学教师组 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沈琼
17 171318 记承天寺夜游 张燕 大学教师组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黄以宝
18 191967 《诗经·蒹葭》 刘挺颂 大学教师组 肇庆学院
19 195422 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王红丽 大学教师组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20 202150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六

月二十日夜渡海》赏析
关冰 大学教师组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21 198680
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辛弃疾《贺新郎

·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周丹娜 大学教师组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2 197844 屈大均《壬戌清明作》讲解 刘汉光 大学教师组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3 193132 李清照寻觅什么 张绪平 大学教师组 广东白云学院
24 188734 讲解《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傅狮虎 大学教师组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1 198122 《诗经·秦风·无衣》 奚若水 大学生组 深圳大学 许静
2 175198 春日之美——《绝句》杜甫 谢昕 大学生组 五邑大学 周颖
3 174470 《山居秋暝》（王维） 黄梓 大学生组 五邑大学 彭胜华
4 192463 《古风》其十九 何力涛 大学生组 广东警官学院 周玲
5 200550 《又呈吴郎》杜甫 钟佳欣 大学生组 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柏秀娟
6 173593 汪伦李白友情长青——《赠汪伦》讲解 庄菲 大学生组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黄光泳
7 176693 《将进酒》 叶曙帆 大学生组 广东警官学院 艺丹



序号 ID 作品名称 参赛者 组别 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8 196311 在西湖相遇——读《饮湖上初晴后雨》有感 许嗣祺 大学生组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薛胜男
9 199202 《芣苢》 孟玉婷 大学生组 岭南师范学院 赵元皓
10 199823 《沁园春·长沙》 曾萍 大学生组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郭玉
11 202112 《饮酒·其五》 廖晨薇 大学生组 汕头大学 陈醒通
12 192059 《庭中有奇树》诗词讲解 古心如 大学生组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李丹
13 175145 《酬天乐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郑可欣 大学生组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张湘娥

14 175988
也无风雨也无晴——《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

外》讲解
魏欣 大学生组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贾晓慧

15 190919 《登高》杜甫 周思棋 大学生组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翟颢
16 174864 《行路难》 李欣茹 大学生组 五邑大学 周颖

17 173648
满园关不住，红杏出墙来——《游园不值》

赏析
苏丹洁 大学生组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贾晓慧

18 174812 《夜雨寄北》之”虚“与“实” 罗彦琳 大学生组 五邑大学 周颖
19 176719 《饮酒》（其五） 叶铠欣 大学生组 广东警官学院 张鹏飞
20 177372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罗铨婷 大学生组 广东警官学院 艺丹
21 191804 《月夜》 林子游 大学生组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安姝媛

22 197301
蛟龙跃起千层浪，爱国绝唱永流传—读《过

零丁洋》有感
许智扬 大学生组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薛胜男

23 20089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莫济渊 大学生组 岭南师范学院 陈晓清
24 201348 《念奴娇·过洞庭》 郭媛 大学生组 汕头大学 吴锳凡
25 172262 出塞 曹幸琪 大学生组 韩山师范学院 詹小莉
26 200178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苏子铃 大学生组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华夏
27 202061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讲解 李如梦 大学生组 汕头大学 林晓娜
28 191616 《南安军》 容兆东 大学生组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李丹
29 197255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邱子桓 大学生组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梓楠
30 199732 《出塞（其一）》（王昌龄） 张力丹 大学生组 汕头大学 陈璋琪
31 199896 诗心广大的刘禹锡 何敏茹 大学生组 岭南师范学院 张蔚虹
32 201424 《念奴娇·过洞庭》 曾茹聆 大学生组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周丹娜
33 175342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曾子芮 大学生组 广东警官学院 艺丹

34 202189
“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李清照《

如梦令》中的醉与花趣
李诗婷 大学生组 岭南师范学院 方隽

35 172192 《墨梅》 吴子萍 大学生组 广州大学 陈楚敏
36 174724 《竹石》 郑佳怡 大学生组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张湘娥
37 199421 新时代·新青年 伊力亚尔·艾克 大学生组 深圳大学 许静



序号 ID 作品名称 参赛者 组别 学校/单位 指导教师
1 221058 《元日》 黎洛菱 留学生组 华南理工大学 李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