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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教语〔2019〕6 号 

 

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 2019 年河北省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
活动之经典诵读大赛和诗词讲解大赛 

获奖结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语委，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

各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举办 2019 年河北省中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的

通知》（冀语〔2019〕3 号）精神，评选出经典诵读大赛河北省

选拔赛获奖作品一、二、三等奖，优秀指导教师奖和优秀组织奖，

评选出“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河北省选拔赛一、二、

｡三等奖 现将各奖项获奖结果(见附件)予以公布。 

文件 
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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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经典诵读大赛河北省选拔赛获奖结果 

      2.“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河北省选拔 

        赛获奖名单 

 

 

 

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河北省教育厅 

                     2019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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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经典诵读大赛河北省选拔赛获奖结果 

 

小学生组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01 

温伊诺、杨子俊、

刘子涵、刘馨萌、

王锶涵、李淑颖、

温  杰、苏梓轩 

承德市宽城县第三小学 少年中国说 一等奖

20190531002 杨欣卓 保定新市场小学 采蒲台的苇 一等奖

20190531003 

米奕帆、葛鹏云、

王春阳、田佳灵、

刘思越、姚海玥、

陈菡菲、段品赫 

邯郸市邯山区南关小学 木兰辞 一等奖

20190531004 王梓芊 
张家口市宣化区鼓楼小

学 
木兰辞 一等奖

20190531005 朱可鑫 
邢台市清河县直第三小

学 
我想 一等奖

20190531006 马浩牧 
张家口市崇礼区西湾子

小学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二等奖

20190531007 邸嘉萱、张  然 邯郸市丛台实验小学 
2019，努力奔跑的追梦

人 
二等奖

20190531008 

郭  琛、尹清月、

赵梓萌、赵艺佳、

田展畅、曹杰然、

彭依诺、李宛宁 

衡水市饶阳县实验小学 蒹葭 二等奖

20190531009 

郝婧妍、王丁可、

贾梦涵、陈劭贤、

陈克宽、田晗潇、

赵一铭、贾居岳 

邯郸市邯山区阳光实验

小学 
地球的蓝眼睛 二等奖

20190531010 回芝萱 
沧州市运河区黄河路小

学 
读中国 二等奖

20190531011 
胡雨飞、顾恒泰、

张柏畅、董紫怡 
雄安新区雄县第三小学 我深深爱着的祖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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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12 

涂王一飞、 

刘姚卓男、 

闫艺宽、王敬尧、

陈雅丽、张凯月、

张何子、岑  钊 

唐山市滦南县第三实验

小学 
我的中国梦 二等奖

20190531013 张栩畅 廊坊市第六小学 在山的那边 二等奖

20190531014 

张韶轩、乔婼妍、 

任依璇、刘  畅、 

焦泽悦、贾梦瑶、 

颉明磊、张涵让 

衡水市中华街小学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二等奖

20190531015 

韩知非、焦一峰、

许佳闰、王若溪、

王艺婷、侯旭阳 

定州市瘟庙街小学 唐诗里的中国 二等奖

20190531016 孙晓灿 石家庄西仰陵小学 长征组歌 三等奖

20190531017 

张天阳、黄墨飞、

胡雨途、葛润萁、

陈涵钰、刘璐铭、

金  月、李天意 

保定市徐水区徐水小学 少年中国说 三等奖

20190531018 

徐伊诺、陈雨柔、

刘  贝、权念佳、

刘伟辰、谢浩瀚 

沧州市河间市新华小学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三等奖

20190531019 

黄  翠、杨依凡、

乔雨泽、王李一

迪、魏家栋、李

康硕、江涵博、

耿金天 

邢台宁晋县实验三小 中华少年 三等奖

20190531020 刘思瑶 
廊坊市大城县城内第四

小学 
军礼 三等奖

20190531021 

田昊雨、赵梓邑、

张鑫楠、韩楚昱、

刘思雅、裴珂翊、

胡宇涵、王一绚 

邯郸市复兴区前进小学 我们都是追梦人 三等奖

20190531022 丁永辉、张雅茜 衡水市枣强第四小学 母亲，我叫钓鱼岛 三等奖

20190531023 

马志烨、孟凡迪、

万思函、王梓璇、

赵轩彤、陈思含、

王涵缇、徐佳岐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渝东

街小学 
中华孝道 三等奖

20190531024 

李净聪、郭雨涵、 

冯子瑞、董格格、 

黄泯橦、刘子涵、 

凌启蕊、赵熙铭 

张家口市桥西区明德路

小学 
经典古诗传唱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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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25 

连宇童、曹旺轩 

刘美琪、赵俊嘉 

连仙琪、于依涵 

徐梓瀚、郝润泽 

保定市前卫路小学 精忠报国 三等奖

20190531026 

孙小斐、柳  聪、

宋璧丞、张绮涵、

秦铭梓、孔德正、

吕嘉颖、夏天旭 

衡水市滏阳小学 中华我的家 三等奖

20190531027 

王小杭、姜林林、 

马琨博、唐琨博、 

王禹彤、刘浩泽、 

姚梓凡、张馨予 

承德市滦平县第一小学 
诵经典诗词 抒爱国情

怀 
三等奖

20190531028 

王一卓、黄林滢、

俞欣蕾、贾欣怡、

万思彤、黄梓婷、

安思诺、孙旭楠 

秦皇岛抚宁区金山学校 对韵歌 三等奖

20190531029 朱宸甲 廊坊市永清县第一小学 红高梁 三等奖

20190531030 

刘静伊、马骏男、

杨子康、李佳丽、

郑宇涵、李沅唐、

王鑫倩 

石家庄市立德实验小学 念奴娇·昆仑 三等奖

 

中学生组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31 

安泊源、马语谦、 

乔志华、樊子越、 

方奕伟 

保定市第三中学分校 青春中国 一等奖

20190531032 

户雅婕、邢奕琳、 

李肖毅、王欣媛、 

聂佳蓥、索斯福、 

安冰科、程雨婷 

邯郸市第一中学 天保 一等奖

20190531033 
杨  翼、李丹妮、

胡  静、罗华瑞 
石家庄市第十九中学 

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

歌 
一等奖

20190531034 

陈子良、张梓雄、 

陈波妍、丁文琪、 

李若晗、王姝月、 

范曦文、孙彦钊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二中

学 
人民万岁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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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35 刘  欢 沧州市泊头市第四中学 请铭记，雾重庆 一等奖

20190531036 

张  响、王美月、

冯  珊、张雪婷、

王炫植、王  涵、

杨兆安、惠思达 

秦皇岛市新世纪高级中

学 
诵读经典 二等奖

20190531037 
孙雨蒙、张世嘉、

耿士杰、李  阔 
承德市第二中学 绿色丰碑 二等奖

20190531038 

范若涵、王润邦、

刘东琦、王欣瑶、

赵  峥、陶昱竺、

刘杨洋 

河北定州中学 
大学（《礼记.大学》古

本节选） 
二等奖

20190531039 

李子涵、赵子祎、 

王紫辉、党晴怡、 

李睿昕、牛思航 

衡水第一中学邯郸分校 中华少年 二等奖

20190531040 黄若曦 承德市承德县第一中学 我和宋词有个约会 二等奖

20190531041 谭凯天、商文楷 河北乐亭第一中学 不朽 二等奖

20190531042 

李泽玮、刘铭赫、

张博宇、曹端瑞、

马宏阳、周  跃、

康绍泽 

秦皇岛市第五中学 大堰河——我的保姆 二等奖

20190531043 
唐伟轩、温哥骅、

李梓嘉、李心烁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我的南方北方 二等奖

20190531044 张  果 廊坊市三河市第七中学 背影 二等奖

20190531045 戴佳欣 
张家口怀来县沙城实验

中学  
姥姥，我想你了 二等奖

20190531046 姜泊仰 辛集市辛集镇第二中学 读中国 三等奖

20190531047 陈铁夫 廊坊市香河县第一中学 将进酒 三等奖

20190531048 

王可心、王晓婧、

王佳璞、陈思涵、

胡佳乐、张子煜、

霍子轩 

邯郸市第十三中学 图书馆奇妙夜 三等奖

20190531049 赵雅妮、白贺嘉 衡水市第三中学 恰同学少年 三等奖

20190531050 

孙月涵、苏兆洵、

张伊鸣、李  帅、

王  赈、王佳缘、

宗子涵、蒋若凡 

雄安新区雄县第二初级

中学 
少年中国说 三等奖

20190531051 黄  尧、闫鑫阳 承德市存瑞中学 钢铁 三等奖

20190531052 张沐欣然 沧州市第十三中学 青衣 三等奖

20190531053 高泽森 邢台市第一中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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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54 

房一可、韦佳音、 

王宇航、张馨悦、 

赵晨楠、刘锦峰、 

赵英灼、王春晖 

唐山市迁西县第三中学 少年当自强 三等奖

20190531055 郑浩前 邯郸市武安市第十中学 龙图腾 三等奖

20190531056 王雪晴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青春中国 三等奖

20190531057 张潇明 衡水市故城县聚龙中学 青春的誓言 三等奖

20190531058 
古梦佳、肖佳扬、

田  瑞 
衡水市武邑县职教中心 青春中国 三等奖

20190531059 
王佳欢、张  烁、

张彦荀、王  雪 

保定市女子职业中专学

校 
品读经典 三等奖

20190531060 
杨子怡、温  垚、

张雪培 
邢台市三十中 木兰诗 三等奖

 

大学生组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61 焦亚肖 河北大学 兵车行 一等奖

20190531062 杨  旭、桂迎春 河北传媒学院 海棠花开 一等奖

20190531063 鲁以静 河北大学 木兰辞 一等奖

20190531064 
赵艺梵、赵仁杰、

石三民、杨青山 
河北传媒学院 风雨中前行 一等奖

20190531065 李紫月、李佳明 河北大学 琵琶行 一等奖

20190531066 
赵艺泽、冯雅婷、

冯婧瑶、王晗宇 
河北师范大学 永远的格桑梅朵 二等奖

20190531067 李林翰 衡水学院 梦游天姥吟留别 二等奖

20190531068 
杨海鹏、郭  祥、

王润栋 
衡水学院 阿房宫赋 二等奖

20190531069 
王丽萍、曹  智、

张馨艺、刘隆基 
河北大学 追忆东方红 二等奖

20190531070 张鹤译 邯郸学院 岳阳楼记 二等奖

20190531071 王子木、刘子健 唐山师范学院 雨巷 二等奖

20190531072 马佳帅 唐山师范学院 将进酒 二等奖

20190531073 
王丹梨、刘  行、

王睿琦 
华北电力大学 青春中国 二等奖

20190531074 白宗丰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生如胡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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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75 

郭  强、张世康、

于颖楠、李静超、

魏卓然、任天迈 

河北美术学院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二等奖

20190531076 佟欣阳、郑伟娜 张家口学院 我的南方和北方 三等奖

20190531077 
鲍梦雪、丘鸿辉、 

范海龙、朱竞一 
燕京理工学院 可爱的中国 三等奖

20190531078 邱欣茹、李晓寒 河北外国语学院 蚂蚁 三等奖

20190531079 张诗朗、于  航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毛主席诗词联诵 三等奖

20190531080 傅剑懁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祖国万岁 三等奖

20190531081 李天怡 沧州师范学院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三等奖

20190531082 付润来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姥姥，我想你了 三等奖

20190531083 郝昀龙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天上的草原 三等奖

20190531084 肖雨晗 河北大学 预言 三等奖

20190531085 隋雪敏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祖国你是我最想唱的

那首歌 
三等奖

20190531086 
任雨潼、朱  越、

曹琪汭 
华北电力大学 我的南方和北方 三等奖

20190531087 
梁师诚、黄  泽、

王子逸、秦汝智 
邯郸学院 中国布鞋 三等奖

20190531088 高荣泽、李泽桢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有一个奇迹叫中国 三等奖

20190531089 张继潭、赵 静 河北外国语学院 春江花月夜 三等奖

20190531090 史远航 石家庄铁道大学 青春中国 三等奖

 

留学生组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91 

夏小丽（CHIEKE 

CHIOMA HRISTIE）、

王敏（WAMDA 

HASHIM MUBARK 

EBEED） 

河北大学 我亲爱的祖国 一等奖

20190531092 
PASSY Charles 

Riseph 查尔斯   
河北经贸大学 沁园春·雪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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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093 

达利（LEBCHIR 

SADDAM）、王敏

（WAMDA HASHIM 

MUBARK EBEED）、

夏小丽（CHIEKE 

CHIOMA 

CHRISTIE）、花香

（SHAZA AHMED 

ALKIRRY 

ALTAHER） 

河北大学 青春中国 二等奖

20190531094 

Nurpeiis Ayazhan 

( 婕珍)、Iakishchik 

Daria （达里亚）、

Elena Bragina (叶连

娜)、Irina 

Dvoryazhkina （伊丽

娜）、Vadigullina 

Aigul (艾古）、

Korotkikh Anastasia

（娜斯佳）、Abitova 

Sabina (萨比娜）、

Kazybekova Kamila 

(卡米拉)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

院 
游子吟 二等奖

20190531095 

苏  博、夏  瑞、 

文  丽、朴手江、 

金多贤 

河北工业大学 沁园春·雪 三等奖

20190531096 Podlobnikov Daniil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

院 
一月的哀思 三等奖

20190531097 阿  路、彭韵洁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乡愁 三等奖

20190531098 Asad Hanif 承德医学院 致橡树 三等奖

20190531099 

阿  路、阿  图、 

瑞  汉、艾  浩、 

苏明敏、苗茂钦、 

梁敏温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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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组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100 王大力 邢台二中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一等奖

20190531101 黄建超 保定前卫路小学 青春中国 一等奖

20190531102 张玉瑾、陈  鹏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勤勉六则 一等奖

20190531103 夏  青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我们仨 一等奖

20190531104 马敬民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蜀道难 一等奖

20190531105 王秋颖 秦皇岛市第五中学 春江花月夜 二等奖

20190531106 袁文卓 泊头职业学院 蜀道难 二等奖

20190531107 

魏娟娟、段  莎、

康永芳、康  雪、

赵如山、王  冉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可爱的中国 二等奖

20190531108 梁翠英 
张家口市万全区教育和

体育局 
中国话 二等奖

20190531109 齐  硕、杨晓丽 保定市教师进修学校 美丽中国 二等奖

20190531110 安凤月 衡水市永兴路小学 木兰辞 二等奖

20190531111 何振武 三河市泃阳学区中心校 人民万岁 二等奖

20190531112 冯  璐 保定市第三中学分校 就是那一只蟋蟀 二等奖

20190531113 
吴殿杰、王  敏、

朱立功、丛金惠 
承德市承德县第二中学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二等奖

20190531114 

张丽杰、杨  萍、

崔学宝、闫亚楠、

李会娟 

秦皇岛市卢龙县职教中

心 
月光下的中国 二等奖

20190531115 高伟建 沧州师范学院 蜀道难 三等奖

20190531116 李玉杰 
唐山市乐亭县新戴河初

级中学 
祖国到底是什么 三等奖

20190531117 
郭婷婷、林婷婷、

张  欣、单德育 

沧州市泊头市长安路小

学 
旗袍里的祖国 三等奖

20190531118 严  瑾 河北外国语学院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三等奖

20190531119 刘  墨 
秦皇岛市海港区白塔岭

小学 
春江花月夜 三等奖

20190531120 孔  雪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赞美 三等奖

20190531121 

孟艳英、牛红燕、

秦红霞、吝粉鱼、

赵艳果、李彦敏 

邢台市沙河市五中 我的祖国 三等奖

20190531122 王露萍 廊坊开发区第二小学  日子渐渐老去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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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123 张邯英 邯郸市复兴区岭南小学 妈妈的唠叨 三等奖

20190531124 耿博超 衡水学院 木兰辞 三等奖

20190531125 

白  桦、黄媛媛、

代光磊、余文娟、

秦子雅、王梓诺 

邯郸市丛台区曙光小学 唐诗里的中国 三等奖

20190531126 邵莹平、李营太 
邯郸市武安镇西长远小

学 
七律·长征 三等奖

20190531127 张凤玉 定州市侯家洼小学 少年中国说 三等奖

20190531128 董丽艳 石家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春 三等奖

20190531129 

刘文霞、杜小慧、

王  伟、高俊英、

闫淑芳、陈东坡、

贺粉叶、赵翠娟 

邯郸市邯山区阳光实验

小学 
新愚公移山 三等奖

 

社会人员组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130 王  伟 华夏幸福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一等奖

20190531131 黄建涛 
保定市徐水区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一等奖

20190531132 王志海 
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

局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一等奖

20190531133 孙  建 沧州市南皮县文广新局 父母之河 二等奖

20190531134 关  英 邯郸市曲周电视台 乡愁 二等奖

20190531135 赵月虎 保定市唐县 岳阳楼记 二等奖

20190531136 郝  春 石家庄市桥西区总工会 冠山抒怀 二等奖

20190531137 李彦杰 廊坊市安次区电视台 为祖国而歌 二等奖

20190531138 

范健康、徐子衡、

崔俊珲、吴浩宇、

陈广帅、张  梦、

李锦凯、谭文雪、

曹向羽、李佳硕、

李梓烁、曹陈璐、

王子康、王治喜、

薛丙翰 

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 诗歌咏唱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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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531139 
邵闻名、刘成宇、

孙雪梅、刘兴艳 

秦皇岛市昌黎县委宣传

部 
碣石颂 三等奖

20190531140 马红蕊 
秦皇岛市卢龙县广播电

视台 
明月几时有 三等奖

20190531141 姚志伟 张家口上谷文化研究会 将进酒 三等奖

20190531142 

李燕飞、李同红、

耿李凝丹、刘祎

涵 

保定市望都县 感恩 三等奖

20190531143 
崔祖邢、李雅莉、

王耀周、王恩吕 
衡水市饶阳县教育局 爱我中华 三等奖

20190531144 栾天光 防灾科技学院 李清照 三等奖

20190531145 杨敬平 定州社会人员 秋天的怀念 三等奖

20190531146 李建强 雄安容城供电局 祖国啊，我的祖国 三等奖

20190531147 王丽娜、马周欣 明日之星培训中心 迷恋易安九百年 三等奖

 

优秀指导教师奖 

 

证书编号 姓 名 

20190531148 王玉梅、张翠荣、赵素春 

20190531149 刘  楠 

20190531150 张 靖、原 莉 

20190531151 胡峰娥 

20190531152 刘书杰 

20190531153 张丽利 

20190531154 刘涣霞、马红燕 

20190531155 李  静 

20190531156 王 芳、任书香 

20190531157 张树红 

20190531158 郭志华 

20190531159 李  岩、王会玲、王剑萍 

20190531160 王  清、薄丽颖 

20190531161 李超楠、王  楠、 白  雪 

20190531162 张军红 

20190531163 孙晓灿 

20190531164 梁  辉、田树群 

20190531165 曹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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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20190531166 赵  静 

20190531167 刘  玲 

20190531168 宋海霞、解俊慧 

20190531169 赵红梅 

20190531170 王金鸣 

20190531171 赵晓英、李 静 

20190531172 周会英、王红杰 

20190531173 陈  颖 

20190531174 唐静丽、李  伟 

20190531175 尹敬南、黄  杰、 张志信 

20190531176 田  璐、杨玲玲 

20190531177 郄良燕 

20190531178 刘  雅 

20190531179 冯  璐、樊志环 

20190531180 郝瑞鹏、张琳源、郭  伟 

20190531181 郝  春 

20190531182 刘瑞霞 

20190531183 刘丽梅 

20190531184 李冬英 

20190531185 张  芳、耿金卫 

20190531186 张瑞红 

20190531187 田翠芳 

20190531188 李佳楠、 周  欣 

20190531189 姜  波 

20190531190 吴淑霞 

20190531191 王秋颖 

20190531192 钟可瑶 

20190531193 陈  静 

20190531194 赫成华 

20190531195 林勤颖 

20190531196 付秀香 

20190531197 谢亚洁 

20190531198 邢兆锡、历  燕 

20190531199 张俊英 

20190531200 孙承艳 

20190531201 李  霞 

20190531202 曹秀霞 

20190531203 赵忠艳、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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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20190531204 李为娜 

20190531205 王  红 

20190531206 孙亚磊 

20190531207 吕文文、王晓娜、赵 楠、苑 层 

20190531208 王育芳 

20190531209 张丽英 

20190531210 文  冲 

20190531211 徐兰英 

20190531212 张苗苗、穆 洁 

20190531213 张晓伟 

20190531214 沙新琳、任 侠 

20190531215 李亚虹 

20190531216 李  嬴 

20190531217 席  青 

20190531218 郑丽丽 

20190531219 曹丽娜 

20190531220 仇必鳌、王 家、石立宁 

20190531221 付云霖 

20190531222 路雯皓 

20190531223 常丽娟、马轶男 

20190531224 付  强 

20190531225 陈  鹏 

20190531226 刘为民 

20190531227 王欣艳 

20190531228 夏  青 

20190531229 仇爱云、杨桂菊 

20190531230 席  青、张再生 

20190531231 王建梅 

20190531232 张  宁 

20190531233 张金鹏、高 飞 

20190531234 王  倩 

20190531235 董以平 

20190531236 李云换、樊晨晨 

20190531237 张丽红、刘建新 

20190531238 刘立红、张亚婷、郭伟锋 

20190531239 郭  淳 

20190531240 赵  琦 

20190531241 路 畅、张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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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大赛河北省选拔赛优秀组织奖 

 
证书编号 单位 

20190531242 石家庄市教育局 

20190531243 承德市教育局 

20190531244 张家口市教育局 

20190531245 秦皇岛市教育局 

20190531246 唐山市教育局 

20190531247 廊坊市教育局 

20190531248 保定市教育局 

20190531249 沧州市教育局 

20190531250 衡水市教育局 

20190531251 邢台市教育局 

20190531252 邯郸市教育局 

20190531253 定州市教育局 

20190531254 辛集市教育局 

20190531255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 

20190531256 河北大学 

20190531257 河北工业大学 

20190531258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531259 河北经贸大学 

20190531260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190531261 华北电力大学 

20190531262 河北传媒学院 

20190531263 唐山师范学院 

20190531264 河北美术学院 

20190531265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90531266 承德医学院 

20190531267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20190531268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20190531269 燕京理工学院 

20190531270 河北外国语学院 

20190531271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20190531272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90531273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20190531274 防灾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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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河北省选拔赛获奖名单 

 

小学教师组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601001 吴金程 保定市高新区小学      望天门山              一等奖

20190601002 聂建英 沧州市河间市新华小学 牧童 一等奖

20190601003 高  越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实验小学 长相思 一等奖

20190601004 赵兰英 定州市流驼庄小学 约客 一等奖

20190601005 程美玲 石家庄裕华区实验小学 相思                  一等奖

20190601006 赵彦梅 衡水康复街小学 渔歌子 二等奖

20190601007 吴长荣 衡水市和平路小学 杨万里诗中的小朋友  二等奖

20190601008 薛  赏 辛集市和睦井乡和睦井小学 咏鹅 二等奖

20190601009 王  越 廊坊市第二十一小学     少年初识愁滋味 二等奖

20190601010 杨会敬 
秦皇岛市昌黎县昌黎镇第六完

全小学 
乡村四月  二等奖

20190601011 李玉梅 石家庄市机场路小学 •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 二等奖

20190601012 甘  薇 唐山市开平区税钢小学 诗词中的“别离” 二等奖

20190601013 周立端 邢台市柏乡县槐阳小学 渔歌子                二等奖

20190601014 任爱华 张家口桥西区北新村小学      古诗二首 二等奖

20190601015 魏东芳 邯郸市邯山区实验小学 老子（选段） 二等奖

20190601016 杨术娟 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小学      独坐敬亭山 二等奖

20190601017 范保立 保定竞秀区风帆学校 清平乐 村居 三等奖

20190601018 段雅丽 保定市宏润学校 清平乐 村居    三等奖

20190601019 郑  青 保定市徐水区师昌绪学校 芙蓉楼送辛渐  三等奖

20190601020 宋  晨 沧州市青县实验小学 望洞庭 三等奖

20190601021 赵红倩 沧州市泊头实验小学 送元二使安西 三等奖

20190601022 陈保敏 沧州市南皮张旗屯小学 宿新市徐公店 三等奖

20190601023 孟亚新 承德市承德县武场小学        清平乐 村居 三等奖

20190601024 孙宏宪 承德市承德县乌龙矶中心小学  舟过安仁 三等奖

20190601025 王  兰 定州市东阜才小学 七律长征 三等奖

20190601026 田  觅 衡水市新华小学 竹石 三等奖

20190601027 吴红霞 衡水市故城县郑口第一小学 清平乐 村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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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601028 王  悦 辛集市辛集镇第六小学 清平乐 村居 三等奖

20190601029 米  涛 廊坊市三河市翟各庄小学    
古诗词吟诵教学的探索

与创新  
三等奖

20190601030 刘  月 
廊坊市广阳区南尖塔镇大屯回

民小学   
清平乐 村居 三等奖

20190601031 张  爽 秦皇岛山海关区兴隆小学 走近毛泽东诗词        三等奖

20190601032 王旭侠 秦皇岛抚宁区骊城区第一小学 陋室铭                三等奖

20190601033 王伟芹 石家庄市北翟营小学 乡村四月 三等奖

20190601034 高红梅 石家庄市誉兴小学 登鹳雀楼 三等奖

20190601035 汤玲玲 迁安市夏官营镇中心完全小学 风 三等奖

20190601036 张春伶 唐山市玉田县育才小学        长相思 三等奖

20190601037 肖  爽 邢台市平乡县县直第一小学 江南春 三等奖

20190601038 崔芸芸 邢台市三义庙小学 山行 三等奖

20190601039 魏爱音 邢台市威县枣元学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三等奖

20190601040 阴丽艳 
雄安新区容城县小里镇师庄小

学 
《绝句》诗词讲解 三等奖

20190601041 高慧芳 张家口市桥东区回民小学      示儿 三等奖

20190601042 陈少侠 张家口涿鹿县实验小学        忆江南 三等奖

20190601043 梁  娟 河北磁县实验学校 四时田园杂兴 三等奖

20190601044 杨文丽 冀南新区台城乡赵拔庄学校 竹里馆 三等奖

20190601045 郭志敏 邯郸市复兴区复兴小学 春日 三等奖

 

初中教师组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601046 郭红娟 石家庄市第九中学 诗经·子衿 一等奖

20190601047 牛艺静 沧州市第八中学 满江红·小住京华 一等奖

20190601048 董  菁 张家口市宣化区四中 诗经——爱情诗之美 一等奖

20190601049 刘亚敬 河北省沧州市第十四中学 望岳 一等奖

20190601050 吴秀杰 石家庄市第六中学 
别样的天地，别样的苏

轼 
一等奖

20190601051 严  明 唐山市遵化二中 情之所依，托月抒怀 二等奖

20190601052 于进涛 秦皇岛山海关区南园中学 登幽州台歌 二等奖

20190601053 王小东 唐山市迁西县第三中学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二等奖

20190601054 谢永良 保定市涿州教研室 晚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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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601055 贺  艳 邯郸市第十三中学 钱塘湖春行 二等奖

20190601056 刘春燕 邢台威县思源实验学校 卜算子·咏梅 二等奖

20190601057 王建虹 张家口市第七中学 春望 二等奖

20190601058 李晓庆 承德市承德县安匠初级中学 天净沙·秋思 二等奖

20190601059 孙会颖 保定市满城镇中 春望 二等奖

20190601060 王红颖 衡水市安平县第二中学 送杜少府之广陵 二等奖

20190601061 王  杰 雄安新区雄县雄州镇第二中学 天净沙 三等奖

20190601062 冯  静 廊坊市第十中学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三等奖

20190601063 张  敏 定州市东南宋初级中学 游山西村 三等奖

20190601064 任永芳 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南排河学校 夜雨寄北 三等奖

20190601065 白志巧 衡水市第四中学 望岳 三等奖

20190601066 成文惠 保师附校 送友人 三等奖

20190601067 邢  伟 廊坊市英才中学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

此寄 
三等奖

20190601068 刘  芳 唐山市税东中学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三等奖

20190601069 李  颖 廊坊市香河县第十一中学 古诗词的意象赏析 三等奖

20190601070 王  冲 保定市涿州松林店中学 登幽州台歌 三等奖

20190601071 程慕华 辛集市新垒头学区东明学校 游山西村 三等奖

20190601072 崔丽洁 邯郸市肥乡区第三中学 武陵春 三等奖

20190601073 高丽娟 邢台市宁晋六中 秋词 三等奖

20190601074 张莹莹 承德市承德县六沟初级中学 约客 三等奖

20190601075 黄灵晓 衡水市新屯中学 渔家傲之李清照 三等奖

20190601076 杨  静 定州市南城回民中学 江城子·密州出猎  三等奖

20190601077 米彦荣 辛集市清河湾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三等奖

20190601078 张嘉颖 河北省沧州市第十三中学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

雾 
三等奖

20190601079 赵红月 邢台市清河县城关中学 古诗词讲解 三等奖

20190601080 王书苹 衡水市故城县西半屯中学 己亥杂诗 三等奖

20190601081 崔力玺 张家口市涿鹿县实验中学 蒹葭 三等奖

20190601082 郭利芬 邯郸市邯山芳园实验中学 登幽州台歌 三等奖

20190601083 许春雨 承德市承德县第二中学 观沧海 三等奖

20190601084 郭腊梅 雄安安新县第二中学 天净沙 三等奖

20190601085 蔡立红 
唐山市迁安市野鸡坨镇丁庄子

中学 
观沧海 三等奖

20190601086 甄艳红 邢台市平乡县第二中学 蒹葭 三等奖

20190601087 张玉红 石家庄市第十三中学 古代诗歌四首 三等奖

20190601088 孙艳平 唐山市七十二中学 过零丁洋 三等奖

20190601089 孙雪梅 秦皇岛市昌黎县第四中学 逢入京使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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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师组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601090 邢建军 河北定州中学 念奴娇赤壁怀古 一等奖 

20190601091 荆照会 石家庄市第六中学 声声慢 一等奖 

20190601092 杨  爽 张家口宣化一中 雨霖铃 一等奖 

20190601093 李  芳 邯郸市第二中学 登岳阳楼 一等奖 

20190601094 尤洪君 承德市第一中学 沁园春·长沙 一等奖 

20190601095 李云松 衡水冀州中学 虚实结合鉴诗情 二等奖 

20190601096 张丽娟 廊坊市第十二中学 蜀相 二等奖 

20190601097 邓青涛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一中学 越中览古 二等奖 

20190601098 胡文薄 秦皇岛市新世纪高级中学 将进酒 二等奖 

20190601099 吕海英 保定涿州中学 念奴娇赤壁怀古 二等奖 

20190601100 乔凤玲 秦皇岛市实验中学 将进酒 二等奖 

20190601101 白红霞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声声慢 二等奖 

20190601102 王珊珊 保定市高阳中学 书愤 二等奖 

20190601103 淮日维 邢台市沙河市第一中学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二等奖 

20190601104 刘  坤 雄安安新中学 定风波 二等奖 

20190601105 刘海燕 唐山第六十二中学 菩萨蛮其二 三等奖 

20190601106 曹  娜 石家庄市第九中学 苏幕遮 三等奖 

20190601107 李叶红 保定唐县第一中学 醉花阴 三等奖 

20190601108 李  娜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念奴娇赤壁怀古 三等奖 

20190601109 吴  楠 
唐山迁安市教育教学研究与教

师培训中心 
短歌行 三等奖 

20190601110 侯安宾 衡水市第十四中学 念奴娇赤壁怀古 三等奖 

20190601111 李艳英 石家庄市第十三中学 虞美人 三等奖 

20190601112 解静静 沧州泊头一中 登高 三等奖 

20190601113 冯宝媛 唐山丰南一中 诗词赏析 三等奖 

20190601114 许丽红 河北定州中学 定风波 三等奖 

20190601115 李晓莲 承德兴隆一中 念奴娇赤壁怀古 三等奖 

20190601116 吴炳淑 秦皇岛市第六高级中学 蜀相 三等奖 

20190601117 赵增普 河北衡水中学 将进酒 三等奖 

20190601118 尤雅静 
保定蠡县启发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 
咏怀古迹 三等奖 

20190601119 徐  翠 邯郸市馆陶县第一中学 定风波 三等奖 

20190601120 关淑珍 承德市第二中学 声声慢 三等奖 



- 20 - 
 

证书编号 姓 名 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20190601121 卢安英 邯郸永年区第二中学 念奴娇赤壁怀古 三等奖 

20190601122 蔡翔娟 廊坊市大城县第一中学 沁园春·长沙 三等奖 

20190601123 耿亚青 邢台市一中 春江花月夜 三等奖 

20190601124 夏金良 廊坊市大厂县回民中学 雨霖铃 三等奖 

20190601125 谢建芳 邯郸市曲周县第一中学 雨霖铃 三等奖 

20190601126 韩晓夏 衡水市第十三中学 永遇乐北固亭怀古 三等奖 

20190601127 张良云 沧州南皮一中 苏幕遮 三等奖 

20190601128 魏营飞 邢台市平乡县第一中学 雨霖铃 三等奖 

20190601129 李  蕾 辛集市艺术职业学校 定风波 三等奖 

20190601130 张亚中 辛集市艺术职业学校 涉江采芙蓉 三等奖 

 

    备注：本次获奖证书采用“电子证书”形式，获奖单位和人

员可在“河北语言文字网（http://yczx.hee.gov.cn/）”栏目管理

“电子证书系统”登陆打印证书。获奖单位输入“证书编号”和

“单位”，获奖人员输入“证书编号”和“姓名”（组合选手任

意一人姓名）打印。 

 

 

 

 

 

 

 

厅内发送：委厅领导。 

河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 年 8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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