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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部 文 件 
师教资源〔2021〕17 号 

                                          

 

关于公布“2021 年北京市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系列
活动暨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北京市初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学部院系：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

于举办 2021 年北京市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系列活动暨教育部、

国家语委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北京市初赛的预通知》和

《关于举办 2021 年北京市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系列活动暨第三

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北京市初赛的通知》（京教语[2021]6

号）文件要求，本次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共设参赛项目四项，

分别是“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

赛、“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 

经报名和评选，现将此次大赛北京师范大学校级优秀奖获

奖情况公布如下： 

获奖作品共 45 部，其中“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作品

15 部、“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作品 10 部、“笔墨中国”汉

字书写大赛作品 18 部、“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作品 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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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作品均以诠释中华优秀文化内涵、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

力、弘扬中国精神为目标，充分展现了北京师范大学莘莘学子

的爱国情怀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被认定为校级优秀作品，

并颁发获奖证书。 

具体获奖名单见附件。 

获奖证书领取方式：请于 2021 年 9 月 28-30 日到教四楼

413 领取，联系电话：58803690。 

 

 

 

教务部（研究生院） 

2021 年 9 月 24 日 

 

 

 

附件：“2021 年北京市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系列活动暨第三届中

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北京市初赛”北京师范大学校级优秀奖获奖

名单 

 

 

 



赛事名称 序号 组别 作品名称 参赛者姓名 参赛者所在院系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单位

1 大学生组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赖月瑶、胡嘉、付
宛灵、卢子超、夏
梦瑶、王当春、叶
鉴祯、张宇萱、张
思原、武明轩、张
之羽

文学院 周云磊 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

2 大学生组 《可爱的中国》（方志敏） 董健健 教育学部

3 大学生组 《将进酒》（李白） 黄玲玲、沈绮娴 教育学部 刘英健 北京师范大学

4 大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高亚楠、李帅静 教育学部 贾红斌 北京师范大学京
师附小

5 大学生组 《相信未来》 马利欣 教育学部

6 大学生组 《青春中国》（欧震） 袁世鑫、牛晓晴、
苏静 教育学部 姚颖 北京师范大学

7 教师组 《木兰诗》

杜霞、高潇怡、阚
维、刘英健、卢立
涛、姚颖、易进、
曾琦、张春莉

教育学部 杨蔚蔚 中国传媒大学

8 大学生组 《赞美》 陈宏波 汉语文化学院 杨泉 北京师范大学

9 大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芦晶 教育学部 芦晶

10 大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袁嘉忆 教育学部

11 大学生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 杨慧莉 教育学部

12 大学生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张星、周鑫汇、林
上智、张晓丹 教育学部 杜霞 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

13 大学生组 《沁园春·长沙》 王梓杞 汉语文化学院 徐彩华 北京师范大学

14 大学生组 《读中国》（阿紫） 靳甜 教育学部 贾红斌 北师大实验小学

15 大学生组 春风有信（孙珺兮） 孙诗涵、张晗驰 历史学院 金绍农 北京师范大学

1 大学生组 七律·长征（毛泽东） 杨心蕊 文学院 马琼 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

2 大学生组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
原作者：罗庸 郭文兰 汉语文化学院 汪珍珠 北京师范大学

3 大学生组 《沁园春·长沙》的情感张力 黄玲玲、沈绮娴 教育学部

4 大学生组 《登岳阳楼》 马利欣 教育学部 刘艳 北京八中

5 大学生组 杜甫《登岳阳楼》 王君瑞 教育学部 施克灿 北京师范大学

6 大学生组 《归去兮，苏东坡》 李瑞玲 汉语文化学院

7 大学生组 《沁园春 长沙》 武鑫 教育学部 刘英健 北京师范大学

8 大学生组 《沁园春•长沙》毛泽东 何妍 教育学部

9 大学生组 《扬州慢》中浩然之气 霍晶晶 教育学部 廖伟 北京师范大学

10 大学生组 《鸟鸣涧》（王维） 靳甜 教育学部 贾红斌 北师大实验小学

1 大学生组 《何昀灿印痕》 何昀灿 艺术与传媒学院 虞晓勇 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

2 大学生组 《逸林篆刻》 田硕 艺术与传媒学院 虞晓勇 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

1 大学生组(软笔) 书法《节录〈习近平在五四运
动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 林梓瀚 艺术与传媒学院 虞晓勇 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

2 大学生组(软笔) 录人间词话一则 戴骏琦 艺术与传媒学院 虞晓勇 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

3 大学生组(软笔) 新晴（刘颂） 韩嘉桐 艺术与传媒学院 虞晓勇 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

4 大学生组(软笔) 录成公绥文一则 芦炜 艺术与传媒学院 虞晓勇 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

5 大学生组(软笔) 王维《汉江临泛》 卢璇 艺术与传媒学院 虞晓勇 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与传媒学院

6 大学生组 软笔书法：篆书《七律·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节选） 黄玲玲 教育学部

7 大学生组 硬笔书法：楷体《马说》 沈绮娴 教育学部

8 大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节选） 许婕妤 教育学部

9 大学生组 毛泽东诗词 袁雅琦 艺术与传媒学院 邓宝剑 北京师范大学

10 大学生组 《沁园春·长沙》 李帅静 教育学部 何平

11 大学生组 《出塞》（王昌龄） 杨慧莉 教育学部

12 大学生组 瘦金体书法 董佑文 艺术与传媒学院 虞晓勇

13 大学生组 沁园春长沙（毛泽东） 李方铎 生命科学学院

14 大学生组 《望海潮》柳永 李梦茹 生命科学学院

15 大学 (留学生) 组 书法（出自清代三朝帝师翁同
龢的） 王诗娜 汉语文化学院 汪珂 北京师范大学启

功学院

16 大学生组 《七律·长征》 王君瑞 教育学部 施克灿 北京师范大学

17 大学生组 《蜀相》 霍晶晶 教育学部 廖伟 北京师范大学

18 大学生组 《五柳先生传》（文徵明） 王耀悦 历史学院 李凯  北京师范大学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印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

“2021年北京市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系列活动暨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北京师范大学校级优秀奖获奖名单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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