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筑梦向未来”中华经典诵读大赛 获奖名单

特等奖（31个）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指导老师 组别

《满江红》  刘凌菲 无锡市钱桥中心小学 曹静静 小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史添翼、魏君尧、徐漪、张栩瑞、韦林

熹
无锡市玉祁中心小学 徐君瑛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王弘毅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二小

学
段周梅 小学生组

《千字文》 朱晓亭、朱晓琪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边昊、刘春燕 小学生组

《鸟的天堂》 庄紫蔚 无锡市钱桥中心小学 邵海燕 小学生组

《我是一滴水》
姚又新、朱家颖、孙佳瑞、张忻然
薛朝泽、苏文博、强逸炜、姚浩轩

无锡市藕塘中心小学 黄贝芬 小学生组

《爱莲说》 仪宸岩、吕锦诚、朱钰涵、周文彦 无锡市堰桥实验小学 鲍烨 小学生组

《夏日田园杂兴》 丁梓译、丁柯程、任蕙贤 无锡市玉祁中心小学 魏静亚 小学生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吴文萱 无锡市藕塘中心小学 马韵斐 小学生组

《宋朝的良心》
潘子糖、杨酉乐、金冉艺、张中弛、倪

思睿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芮毅民、沈桦 小学生组

《梅花魂 中国心》
王心怡、张楼浩、张铭洁、许依婷、徐

邵敏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过群、王翠影 小学生组



遗失在战火里的照片 王唯杰 江阴高新区金童中心小学 朱文雅 小学生组

《守岛人》 薛锦宸 江阴市实验小学 高天阳 小学生组

《中华世纪坛序》
林裕洋、李一苒、顾子瑜、张艾辰、刘

誉涵
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 白勤丰、蒋凌云 小学生组

《我与地坛》 肖尧、唐钰淇 无锡外国语学校 夏亚萍 中学生组

《中元夜》 李紫晗 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 尹甜甜 中学生组

《赤壁赋》 张隽齐、仇可昱 无锡外国语学校 袁丹骅、朱晟 中学生组

《春天，遂想起》 陈安琪 江阴市徐霞客中学 王浩锋 中学生组

《满江红》 苏子航、林文博、潘昊 宜兴市外国语学校 徐旭 中学生组

《沁园春 雪》《沁园春 长沙》 杜堃宇 江苏省惠山中等专业学校 唐蕴娴
中等职业院
校学生组

《祖父的园子》 邹丽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曙光校区 华燕霞 教师组

《脊梁》 徐文静 宜兴市张渚小学 蒋剑秋 教师组

《诗意中国》 陈璐 宜兴市大浦中学 殷芸芸 教师组

《与妻书》 孙瑞岑、顾心艺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过群 教师组

《我的心》 陈方宇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陆芳 教师组



《相信未来》 豆佳会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虞争艳、董柯岩 教师组

《再别康桥》 黄淼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匡村实验学校 教师组

《对话� 红色追思》 胡媛、苗林 无锡市机关幼儿园 朱红、谢威宁 教师组

《一颗花开的树》 陈怡瑶 滨湖区图书馆 葛岐峰
公共图书馆

组

《再别康桥》 施源 滨湖区图书馆 葛岐峰
公共图书馆

组

《人民万岁》 汪全政 江阴市知言沐声艺术团 徐磊 社会组

一等奖（67个）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指导老师 组别

《祖国不会忘记》 林馨玥、袁修成、徐青旸、张博雅等 无锡市滨湖中心小学 朱飞燕、许波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张舒涵 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 朱莉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张钟允 无锡市钱桥中心小学 周英 小学生组

《花儿向阳，童心向党》

汪锦泽、邓荣轩、李姝蓉、王馨怡、廖
宇辰

陆桢烨、于梓杰、杨宇航、钱新瑜 、
冯欣月

袁樱之、庄紫涵

无锡市藕塘中心小学 顾春华 小学生组

《匆匆》 支灵茜 无锡市藕塘中心小学 钱晓庆 小学生组



《水调歌头》 王奕涵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潘慧 小学生组

《我和我的祖国》 高梓晴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庄丽芹 小学生组

《中国梦爱国情》 王雨辰、黄钰欣、朱梦瑶、杨子涵 无锡市新吴区泰山路实验小学 张燕妮 小学生组

《写给妈妈的诗》
赵一洋、齐俊帛、田语畅、朱家震、许

恬雅
无锡市春城实验小学 黄铃、孙颖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周梓琳 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 吴铭枫 小学生组

《延安，我把你追寻》 孙然、钱牧馨、彭友、李宇欣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糜丹、郭丹丹 小学生组

《读中国》 周鑫蕊、李皖莹 无锡市勤新实验小学 樊玲玲、徐伟锋 小学生组

《诗经·小雅·鹿鸣》 陈米亚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安丽娜 小学生组

《中国话》
刘书搏、王可为、赵沛沛、徐雅婷、袁

昊翔
无锡市新吴区新苑实验小学 刘学梅、周诗洋 小学生组

《新时代少年的中国梦》 王奕霖、李文馨、潘长赛、曹晨嫣 无锡市新吴区硕放实验小学 许金燕 小学生组

《光的赞歌》 王南、华逸欣、徐瑞泽、李晓丹 无锡市新吴区泰伯实验小学 浦梦琪、徐蓉 小学生组

《假如》 任紫珺 无锡市蠡园中心小学 小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严博文 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 戈烨丹 小学生组

《咏月诗词三首》 陆寅轩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 陆英华 小学生组



《中华颂》 周芷桐 无锡市天一实验小学 王瑶 小学生组

《读中国》 周沫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陈佩佩 小学生组

《不朽》 郝雨轩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陆锡丹 小学生组

《读中国》 李志鹏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许梦嘉 小学生组

《中国话》 夏崔雯 无锡市东绛实验学校（小学部） 侯丽艳 小学生组

《小萝卜头，我想对你说》
王晨浩、王诗雨霏、彭子馨、杨佳乐、

邵浩宇、李国旭、于紫涵、李墨
无锡市五河中心小学 张丽娜、崔洁 小学生组

《永远的九岁》
许恬雅、田语畅、朱家震、谢羽轩、李

梦娜
无锡市春城实验小学 黄铃、孙颖 小学生组

《旗帜》
唐菓、吴至莹、倪诗涵、王柯文、徐乙

岚
江阴市实验小学 林娜 小学生组

《黄继光》 聂彦博 、张康博 江阴市第三实验小学 冷虹钰 小学生组

《诗意中国》 张梓玲 江阴市周庄东区实验小学 张莉 小学生组

《大学·中庸》节选 朱忆哲 江阴市敔山湾实验学校 徐依萍 小学生组

《美丽中国》
张智齐、刘子琦、陈子墨、许诗轶、徐

嫣
宜兴市东域小学 蒋琛、丁新颖 小学生组

《汉字瑰宝  中国力量》
巫任曦、沈柏辰、裴子茹、吴伟涛、孙

佳怡
宜兴市阳羡小学 张欣诺、周汶皎 小学生组

《在山的那边》 周盈希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生组



《寻梦者》 陈雨涵 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 陈丽红 中学生组

《一句话》 薛俊哲 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 仝娜 中学生组

《愿》 刘睿哲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匡村实验学校 黄淼 中学生组

《遇见》
唐晨雅、高琪佳、王柯闵、王帅、张梓

浩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匡村实验学校 吴海燕 中学生组

《有一页历史》 孟洁、张伊凡 无锡市华庄中学 沈佳佳、薛燕云 中学生组

《理想》 许诺行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黄美兰 中学生组

《我的南方和北方》 徐文涵、邵钰雯 无锡市华庄中学 高梦纳 中学生组

《土地的誓言》 严煜 无锡外国语学校 刘红鸿 中学生组

《诗意中国》
韩政宇 郭振威 周振陆 杨延君 高婷婷 

姜燕婷 张芸 岳秦羽
无锡市华庄中学 俞纯、秦云 中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冯诚智、祝恒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匡村实验学校 黄英 中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胡亭希、顾宸睿、蒋若轩、杨亦辰、刘

语萱等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周颖 中学生组

《月光下的中国》 杨睿晞 江阴初级中学 朱美琴 中学生组

《吹号者》 张梓涵 江阴初级中学 赵亚 中学生组

《雨巷》 顾家宁、冯薏宁等 宜兴市外国语学校 徐旭 中学生组



《青春中国》 王丰筠、夏叶云、梅杨睿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蔡晓亮
中等职业院
校学生组

《马山童谣大家唱》 张钰等 无锡市马山中心幼儿园 教师组

《春》 朱菲雨 无锡市天一第二实验小学 马蓓蓓 教师组

《清净之莲》 贾长银 无锡市刘潭实验幼儿园 朱秀华 教师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吴雯颖、严璐、蔡文浩、胡铭权 无锡市堰桥实验小学 杨虹霞 教师组

《匆匆》 顾铭杰 无锡市后宅中心小学 教师组

《写给未来的你》 陆琦、戴子兰、王霞、殷妍兰、刘俊秀 无锡市春潮幼儿园 教师组

《中华颂》 袁菲菲 无锡蠡园实验幼儿园 教师组

《中华诵》 黄莹湉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张丽英 教师组

《青春中国》 周黎洁、王鋆娴、陈潇、冯佳佳 无锡市新吴区善德幼儿园 教师组

《春》 张静、于琳 无锡市新吴区嘉城幼儿园 冯文丽 教师组

《可爱的中国》 严炎、潘茗玥 无锡市新城中学 教师组

《相信未来》 贾妮妮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和平校区 王新芳 教师组

《有一首歌》
华冬悦、许嘉怡、冯昕瑜、程栗谊、吴

佳莹
江阴市要塞中幼儿园 曹霞 教师组



《英雄》 丁磊、贾晨铭 宜兴市第二实验小学 徐亮 教师组

《飞天·逐梦》 钱昕、吴姝仪、朱晓倩、孙超 宜兴市红塔小学 马进 教师组

《读中国》 张嘉琪、张祎璐 宜城中心幼儿园 芮萍 教师组

《我的祖国》 单建东 江阴市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胡光
公共图书馆

组

《祖国是什么》 张赣生 江阴市知言沐声艺术团 徐磊 社会组

《不朽》 朱兰 无锡市宜兴生态环境局 社会人员组

二等奖（106个）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指导老师 组别

《我是少年强国有我》 周梓轩 无锡市天一第三实验小学 瞿梦易 小学生组

《每一座丰碑的背后 ——致敬中国
人民解放军英雄》

孙一辰、沈方屹、像杰峰、祁可卉、张
灵芸、杨依辰

无锡市东绛实验学校（小学部） 谢琴、孙晔 小学生组

《春江花月夜》 戴悦熙 无锡市扬名滨河小学 王霞洁 小学生组

《长歌行》 戴凡钧 无锡市查桥实验小学 陆嘉 小学生组

《中华少年》
潘佳乐、王铭辉、于艾辰、刘晨曦、王

奕茗
无锡市新吴区梅里实验小学 陶美华、曹李梅 小学生组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袁修成、张博雅、张耀阳、徐子诺等 无锡市滨湖中心小学 许波、朱飞燕 小学生组



《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 许梓杰等 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 何春、徐华 小学生组

《我的梦，绿色的梦》
丁俊凯、冯子涵、杨宇轩、杜思诗、屠

喻晴
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 殷智妍 小学生组

《我的祖国》  陈彦名 无锡市洛社中心小学 周晓云 小学生组

《春晓》 陈妤玥、严甜恩、孟亦侬 无锡市尚贤融创小学 程元 小学生组

《致敬英雄》
顾峥缘、张泽慧、周苏宁、阚雨茜、孙

浩杰
无锡市东绛第二实验学校小学部 祝雯婷、熊金玲 小学生组

《沁园春· 雪》 李雨菲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张慧 小学生组

《沁园春  雪》
朴英佑、刘君豪、孙久扬、谢君琳、赵

荣峤
无锡市新吴区泰山路实验小学 许红梅 小学生组

《陋室铭》
杨昕恬、闫承语、高梓轩、潘陈熙、魏

子莹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 王雅 小学生组

《我喜欢红色》
汪睿、尹欣怡、蒋琳柏、陆佑嘉
智慧、刘婧涵、郭欣悦、马羽梦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实验小学 顾晓红、周梦娇 小学生组

《可爱的中国》 王博崧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高敏洁 小学生组

《相信未来》 安沐轩、苏梓延、徐家仪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施素素 小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黄培淇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陆锡丹 小学生组

《读中国》 高勖航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阚月芹 小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邵晨函、庞宏语、戚嘉钧、周文攀、刘

怀淞
无锡市靖海小学 钱花 小学生组



《红领巾心向党》 赵天睿、顾希杰 江苏省无锡沁园实验小学 韦宇芳 小学生组

《再别康桥》 储子涵 无锡市扬名滨河小学 王霞洁 小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凌翊宸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陈婷婷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刘晨希、陈烨、朱曜辰、张维远 无锡市新吴区泰山路实验小学 蒋利娜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朱鑫蕾 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 谢文清 小学生组

《我有一个梦》 陈柯妤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徐红英 小学生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任金瑞 无锡市东绛实验学校（小学部） 马雨昕 小学生组

《墨梅》 高兴 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 陈佩佩 小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孙雨辰 无锡市柏庄实验小学 金兰 小学生组

《读唐诗》
陈冉冉、濮家奕、周柯廷、刘奕辰、顾

倬帆
无锡市港下实验小学 华小蕙、尤雅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王嘉怡 无锡市隆亭实验小学 过丽娟 小学生组

《读中国》
张渝锡，杨童，刘睿杰，王羽希，张静

萱
无锡市新吴区泰山路实验小学 孙小茜 小学生组

《中华少年》 徐泽宇、王家轩、杲晨、王舒童 无锡市新吴区泰山路实验小学 耿迎春 小学生组

《满江红》 朱辰希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 王雅 小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高梓轩 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 王雅 小学生组

《青春中国》 顾天怡 无锡市新吴区硕放实验小学 邓琳琳 小学生组

《木兰诗》 魏传玉、张旭、赵孜烨 无锡市水秀中学 胡昉洁 中学生组

《七子之歌》 梁刘琪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鲍志琴 中学生组

《屈原颂》 季隽敏、商喆、张旭昇、朱治远 无锡市匡园双语学校 柏俊荣 中学生组

《以梦为马》 许舟行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吴呈玉 中学生组

《如果没有李白》 汤子辰、邢佳怡 无锡市塔影中学 曹靖婧、钱一鸣 中学生组

《可爱的中国》 王婉婷 无锡外国语学校 刘红鸿 中学生组

一首诗的进行 钱硕晨 无锡市玉祁高级中学 龚钰铭 中学生组

《祖国到底是什么》
田晨茜、何颖轩、刘圣杰 、周雨轩、

唐瑀涵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赵伊辰 中学生组

《相信未来》 翁家毅 无锡市华庄中学 刘晓蕾 中学生组

《回到故乡》 田硕宁 无锡市玉祁初级中学 高美君 中学生组

《诗意中国》 吴可 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 征巧云 中学生组

《不朽》 黄思源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刘婷 中学生组



《青春中国》
方浩丞、李胤宸、龚玺、王紫涵、陆妙

妍
无锡市辅成实验学校 中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成骁巍 无锡外国语学校 李雪  中学生组

《相信未来》 田言羽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吴呈玉 中学生组

《我的祖国》 李佳颖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刘婷 中学生组

《诗意中国》 高琦 无锡市长安中心小学 教师组

《青春》 黄岑雨、李振宇、朱文烨 无锡市刘潭实验幼儿园 朱秀华 教师组

《月光下的中国》 王钰、韩旭 无锡市机关幼儿园 朱红 周敏  教师组

《离家》 樊玲玲 无锡市勤新实验小学 教师组

《可爱的中国》 席贤婧、倪凯菁、许越 无锡市锡山实验小学 华丽 教师组

《心田上的百合花》 张敏 无锡市东湖塘中心幼儿园 教师组

《青春中国》
奚佳铭、李洵星、朱诗宇、顾明越、程

佳
无锡市查桥实验小学 张玲 教师组

《长征——毛泽东诗词》 陆佳玲、孙瑞岑、顾心艺、刘笑尘 无锡市东北塘实验小学 过群 教师组

《青春》 何梦瑶、叶林欣、郑星辰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 教师组

《知行远.奋斗的足迹》 潘锦娴 无锡市春潮幼儿园 教师组



《春江花月夜》
许佳昊、李倩云、杜熹臻、何湘楠、陈

丽莉
无锡市南泉中心幼儿园 刘丹、王静怡 教师组

《春江花月夜》 王瑶瑶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教师组

《我的南方和北方》 孙娟、顾正姝 无锡市新开河小学 施敏雅 教师组

《相信未来》 徐敏芳 无锡市东湖塘中心幼儿园 教师组

《月光下的中国》 蒋雅娟、谢文、浦梦琪、丁敏 无锡市新吴区泰伯实验小学 教师组

《蜀道难》 王昊 无锡市新洲小学 教师组

《我的祖国》 周蕊、王碧、吴建英 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 教师组

《你是人间四月天》 陈雪琰、钱玲 无锡市新惠幼儿园 杨静娴 教师组

《青春万岁》 景典 无锡市刘潭实验学校 教师组

《相信未来》 傅涵婷 无锡市安镇实验小学 教师组

《木兰诗》 孙佳璇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 朱梨明 教师组

《青春，在奋斗中闪耀》 顾一旦、陈烨、张雨婷 无锡市东北塘中心幼儿园 过叶娜 教师组

《青春中国》 佘双 无锡市东湖塘中心幼儿园 教师组

《勇往直前》 平奕 陈旻 潘锦娴 马婧池 陈吕 无锡市春潮幼儿园 教师组



《不忘初心》 许阳 无锡市梁溪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组

《兰亭集序》 李铭欢 无锡市惠山区图书馆 周鸿武、言频
公共图书馆

组

《月光下的中国》 陈喆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图书馆 高琳
公共图书馆

组

《青春中国》 张仲秋、邵琰、蔡晋丽、陈雪琴 新吴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组

《如果有来生》 包婷婷 江阴市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缪晓辉
公共图书馆

组

《生如胡杨》 孙阳 社会组

《中国话》 陈嘉逸、顾雯丽、祝君玥、王晴雯 江阴高新区山观实验小学 张晶 小学生组

《扬红色精神 立强国之志》 沈俊泽、王梓珺、石博 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 胡淑珍 小学生组

《我是你的藤椅》 宋沅夏 江阴外国语学校 戴千 小学生组

《手术台就是阵地》 葛晨昕 江阴市要塞实验小学 吴雪萍 小学生组

《黄继光的故事》 周嘉睿 江阴市要塞实验小学 贾素平 小学生组

《满江红·写怀》 何晟翎、张鸣暄 江阴市礼延实验学校 何敏、庞菲 小学生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曹文斌 江阴青阳初级中学 张黎 中学生组

《谁是最可爱的人》 夏欣怡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施懿 中学生组



《相信未来》 李佳琪 江阴市成化高级中学 张鑫、孙克芬 中学生组

《家乡的小路》
黄冰晶 、徐梓煊、徐晨烨、许瑶瑶、蔡

梓桑
江阴市月城中心幼儿园 钱丽兰 教师组

《月光下的中国》 王晨、陈沁蕊、李笑笛 江阴市华士中心幼儿园 赵文花 教师组

《提醒幸福》 张茜蔚 、朱欣怡 江阴市花园实验小学 刘敏 陈新娟 教师组

《狂雪》 徐磊、杨承禹 江阴市知言沐声艺术团 徐磊 杨承禹 社会人员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喻钰权、马钰涵、吴雨桐、薛靖雯 宜兴市学府路实验小学 张海萍 小学生组

《中华少年》
荣舒榆、仇悦、黄婧、王嘉昊、王微微
许斐婷、黄止戈、袁钶澔、王怡婷

宜兴市培源实验小学 钱雨婕 小学生组

《穿越时空的对话》

朱兴宇、孙博研、丁陆涵、沈欣悦
张佳怡、吴欣怡、李佳纳、汤诗涵
王锦菡、郑园榕、杜皓宇、徐一文、
田芮博、单新雨、张煜杰、於宸逸

宜兴市高塍实验小学 沈丽 小学生组

《坐上高铁   去看青春的中国》 黄晨、曹莉、史夏妍、魏伊诺、顾月 宜兴市广汇实验小学 陈伟芬 教师组

《破晓的曙光》
沙轩宇、贺云苏、雷依泽、王婷、颜欣

宇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 周群芬 教师组

《党的“二十大”之歌》 季阳澄、黄仕欣、方晔雯、王超 宜兴市和桥实验小学 季阳澄 教师组

《新的长征》 崔紫瑜、余洋等 丁蜀镇陶都中学 欧玲 中学生组

《读中国》 闫语涵、戴可欣 宜兴市红塔中学 邵艳 中学生组



《密码》 骆加洲、袁娇娇等 宜兴市和桥中心幼儿园 骆加洲 教师组

《兴业路，睁开中国的眼睛》 周方圆 宜兴市芳桥街道办事处 社会人员组

《写给未来的你》 蒋若樵 宜兴市公安局 社会人员组

三等奖（113个）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指导老师 组别

《我想等你换上春装》 孙家慧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阚月芹 小学生组

《盛世中国》 彭嘉颖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高丹 小学生组

《沁园春 雪》 陈沐熙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二小

学
沈静静 小学生组

《愚公移山》 林渝霏 无锡市杨市中心小学 朱莉 小学生组

《留取丹心照汗青》 杨沛宸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第一小

学
孙梦琪 小学生组

我们爱你啊，中国 徐梓钰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胡艳、曹祎 小学生组

《今朝少年筑梦未来》 陆晨轩、陆昕源、梁璟润、陈郑子恒 无锡市南丰小学 胡琪、芮莹 小学生组

《祖国颂歌》 蒋佳妮 无锡市新吴区硕放实验小学 张华燕 小学生组

《木兰辞》 张佳琪 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 赵萍 小学生组



《诗意中国》 许淇瑞 无锡市扬名滨河小学 王霞洁 小学生组

《奥运颂》 杨谢瑶 无锡市柏庄实验小学 袁雪 小学生组

《我的祖国》 陆祾筠 无锡市长安中心小学 高寒 刘敏烨 小学生组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杨诗言、张诗婷、王若初 无锡市羊尖实验小学 席赟珠 小学生组

《中华颂》 倪梓璐 无锡市羊尖实验小学 金新亚 小学生组

《白色山茶花》 徐子鉴 无锡市长安中心小学 高寒 刘敏烨 小学生组

《古诗里的画与情》 沈芝含 无锡市港下实验小学 顾婧、秦丽娜 小学生组

《三月桃花水》 王晟霏、王若丹、耿梓暄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辛梅 小学生组

《中国红》 陈子琪 无锡市隆亭实验小学 陈晓红 小学生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龚佳琦 无锡市柏庄实验小学 吴先艳、黄芳 小学生组

《沁园春·雪》 顾梓豪 无锡市柏庄实验小学 张悦 小学生组

《三字经》 潘玥霏 王嘉铭 王语涵 胡佳颖 周语晨 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黄晓燕 刘丽萍 小学生组

《月光下的中国》 郑邵诚 无锡市柏庄实验小学 张悦 小学生组

《匆匆》 华梦芸 无锡市甘露实验小学 邹慧琴 小学生组



《中华少年》 胡睿轩、郭诗语、唐梓馨、窦铭泽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冷玮玮、陈倩 小学生组

《诗韵唐朝》 过羽洋、朱孜含、夏陈君、程文杰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 孙磊、刘晋 小学生组

《诗意中国》 冯文涵、赵欣怡、许淑怡、费宇浩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沈倩 小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苏将懿 无锡市隆亭实验小学 阙若枫 小学生组

《毛泽东诗词三首》 伍敏行 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 董婷婷 小学生组

《囊萤夜读》 戴凡钧 无锡市柏庄实验小学 李倩 小学生组

《筑梦航天》
江科谕、徐一唯、高艺涵、陆飞帆、朱

林溪、
江阴市周庄实验小学 骆慧 小学生组

《81192》
罗苏、许丽玟、钱浩宇、周馨怡、朱杰

睿
江阴高新区长山中心小学 黄丽娟 赵莉 小学生组

《中国话》 计优优、任星楠 江阴市璜塘实验小学 王钰 小学生组

《疫情日记》 钱艺漪、杨佳艺、夏钰雯、邓明轩 江阴高新区长山中心小学 孔宗慧 刘建军 小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陆俊希、包昕妍、李成昊、吴宜蔓、林

禹昊
江阴市花园实验小学 刘敏 徐敏燕 小学生组

读中国 江其蔚、于墨涵 江阴市顾山实验小学 陶文娅 小学生组

读中国 沈语恩、汤智捷、严圣哲、严赵圆 江阴市周庄东区实验小学 杨鑫 陈昱含 小学生组

《纪念刘胡兰》 薛之钰、吕舜航、谢昕恬、章睿哲 江阴市中山小学 吴梦霞、孙惠娟 小学生组



《假如我是个作家》 吴沁珂
江阴市城中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迎阳

路校区）
章婧一 小学生组

《我们是中国的少年》
李文浩、汪思彤、马嘉怡、吴鑫玥
蒋卓、施语涵、魏栩雯、吴锡让

宜兴市行知实验学校 余霞 小学生组

《红领巾心向党》
盛绍嫣、纪梦洁、杨欣羽、张婷、
徐程、王佳琦、缪哲、王嘉欣、

孙雨豪、张文琪、尹诗琪
宜兴市扶风小学 王亭 小学生组

《黄河》
殷毓晗、白佳璐、卢俊宇、徐鑫浩、
陈斌峰、朱诗晗、蔡惠妍、何佳鲜

宜兴市潘汉年实验小学 曹文博 小学生组

《筑梦航天向未来》
宣晨、张妍、欧子熙、殷睿泽、
章添鑫、周逸、史钦文、周子淳

宜兴市新庄小学 杨燕、黄香君 小学生组

《岳阳楼记》 华梓含、宋温馨、陆雨轩 无锡市水秀中学 胡昉洁 中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惠子衿 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 刘婷 中学生组

《我的南方与北方》 吴霏霏、项逢卓 无锡市东林中学 杨薇 中学生组

《青春中国》
 张程颖、 张景怡、汤梓旭 倪子期、

谢梓翀
无锡市新城中学 瞿书娟 中学生组

《相信未来》 周子辰 无锡市华庄中学 仲维敏 中学生组

《读中国》
刘家圳 、刘倩 、李一蓉 于帅、 汪文

雄
无锡市新城中学 曾艳雄 中学生组

《星星变奏曲》 彭欣雨 、刘欣、陈辰、吴欣怡、曹兴芸 无锡市蠡园中学 付双 中学生组

《将进酒》 倪云开 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 杨静 中学生组

《天净沙 •秋思》
李李智、王彦凯、田向洋、赵泽锴、刘

思凡
无锡外国语学校 谢菲菲  中学生组



《读中国》 赵宇晗 无锡外国语学校 邢成龙 中学生组

《橘颂》  陆依一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王彬彬 中学生组

《再别康桥》 杨伟泽、邓雨儇、王菲、张杰 无锡市蠡园中学 付双 中学生组

《梦游天姥吟留别》 夏墨飞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王晓晗 中学生组

《岳阳楼记》 李佳蕊、曹子臻、陈梦瑶、陈奕宁 无锡外国语学校 李雪 中学生组

《赞美》 马欣语、郑佩珊 无锡市东亭中学 韩旭 中学生组

《阿房宫赋》 陆思冰 无锡外国语学校 郭小贝 中学生组

《如果没有李白》 赵冯恩、尹佳希、张浩宇 无锡市南长实验中学 杨洁 李浩 中学生组

《青春》 张芮涵、李子涵 无锡外国语学校   邢成龙 中学生组

《青春》
李籽悠、储伊诺、杨若斓、马琳涵、章

芷琪
无锡市东亭中学 韩旭 中学生组

《致青春》 高子妍、王雨欣、李彤彤 无锡市东亭中学 李柯璇 中学生组

《鸟的天堂》 王晨 无锡市东亭中学 方昉 中学生组

《沁园春•雪》 苏杭 无锡市东亭中学 华丽萍 中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马铸、王硕、纪金玉、马瑾玲 江阴市祝塘第二中学 谢芳 中学生组



《月光下的中国》
肖畅 、卞雨佳、金翊涵、何锦洋 、颜

开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徐霞 中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李天依 江阴市第一初级中学 张羚淼、顾玲君 中学生组

红肚兜 韩马乐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实验学校 施懿 中学生组

《再别康桥》 陆乐颜、徐双 宜兴市红塔中学 邵艳 中学生组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万美婷 宜兴市大浦中学 陈璐 中学生组

《再别康桥》
邓强、朱芋锐、韩锦波、王清轩、李季

孪
江苏省惠山中等专业学校 许惠琴

中等职业院
校学生组

《兰亭集序》 许逸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教师组

《亘古望今》
王嘉芸、周雯倩、虞佳雯、顾梦倩、朱

玉婷
无锡市新吴区中海幼儿园 卞莉蓉 教师组

《门前》 何世杰、虞鑫缘、钱颖雯、张琳 无锡市新吴区嘉城幼儿园 冯文丽 教师组

《书写青年志气谱写时代华章》
华钦钦、殷依琳、丁肇聿、杨溢甜、钮

文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幼儿园 余秋香 教师组

《读中国》 许梦嘉、屈玉娟、杨惠清、翁艺铭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教师组

《中华颂》 刘媖英、奚凯雯、 邹梦婷、毕英豪 无锡市新吴区润硕幼儿园 朱洁 教师组

《春》 华辰菲 无锡市新吴区叙丰里幼儿园 教师组

《将进酒》 李曦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教师组



《我的祖国》
黄雯雪、李林嘉、田家钰、祝子玥、朱

青云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教师组

《梦游天姆吟留别》 邓佳红 无锡市新吴区叙丰里幼儿园 教师组

《月光下的中国》
邵燕萍、吴桂芬、吴纯英、史雪丹、周

钰洁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紫兰幼儿园  谈晓燕 教师组

《春》 李燕、姚瑶、范佳吟、刘攀、杨丽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教师组

月光下的中国 徐俪珊 无锡市江南实验小学 教师组

《月光下的中国》 朱静红、席佳恒 无锡市张泾实验小学 朱静红、席佳恒 教师组

抗疫朗诵《因为有你》
王赟、华佳怡、徐庆丰、邹梦娇、何超

群
无锡市后宅中心幼儿园 曹萍、张小红 教师组

《赤壁赋》 张倩 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 教师组

《琵琶行》 胡梦雨 无锡市新吴区叙丰里幼儿园 教师组

《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赵昱婧 无锡市华庄中心小学 教师组

我爱你，中国 华婧仪 无锡蠡园实验幼儿园 教师组

《雨巷》 钱多多、周心悦、李海峰 无锡市甘露实验小学 张佳瑶 教师组

《雪》 钱思凡 无锡市东湖塘中心幼儿园 教师组

《中华颂》 王锦玉 江阴市虹桥小学 胡怡萍 教师组



《唐诗里的中国》 张硕 江阴市南闸实验学校 黄丽 教师组

英雄 钱莱 江阴市英桥国际学校 李伟 教师组

《江姐》 陈婕 江阴市云亭中心幼儿园 陈婕 教师组

《丰碑》 冷秋华、黄楠 江阴市北漍中心幼儿园 冷秋华、黄楠 教师组

《青春.中国》 陈园、丁垚杰、高伟锋、徐沛祎 宜兴市新街小学 吴柴倩 教师组

《诗颂风华》 陈彦旭、张伟、张毅蛟、李浩 宜兴市徐舍小学 张素芬 教师组

《强国力量》 陈城、陆柯烨、吴梦瑶、陆孝奕 宜兴市桃溪小学 蒋玉琴 教师组

《青山处处埋忠骨》 邵思怡 宜兴市张渚小学 徐文静 教师组

《初心之问 诗诵风华》
蒋立伟、于佳男、芮翎译、杨心怡、
王雨童、蒋婷、薛瑶涵、王倩、邵鹏

宜兴市官林实验小学 杨心怡 教师组

《读中国》 潘美萍、汤苏颖等 宜兴市亲亲宝贝幼儿园 潘美萍 教师组

《诗意中国》 周玲、胡倩倩、沈丹、徐雪蕾 宜兴市官林第二实验幼儿园 曹海英 教师组

《诗意中国》 庞雨然 无锡市梁溪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组

《永远的风华正茂》 陈晓蓉、李莉、王燕明、周香兰 新吴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组

《诗经》 赵靖、张米旭、李静 宜兴市图书馆 马梦钇
公共图书馆

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王怀仁 社会组

《声律启蒙》 赵春廷、汪玉、朱燕、徐晓梅、程绍平 社会组

《筑梦向未来》 张旭 梁溪区瞻江街道 社会组

《中国梦，梦之蓝》 潘蕾、吴秋芸 山北街道 社会组

《放飞梦想》 杨钦涵 宜兴市委宣传部 社会人员组

《我的祖国》 闵佳雯 宜兴市纪委监委 社会人员组

优秀奖（57个）

作品名称 姓名 单位 指导老师 组别

《惠山泥人》
胡语鑫、袁梦娇、宦馨羽、李涵、吕嘉

怡
无锡市夹城里中心小学 王秋月、费燕 小学生组

《丰碑》 杨程熙 江阴高新区金童中心小学 黄伊莎 小学生组

《丰碑》 张子轩、张仁杰、张瑾涵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和平校区 何妹婷 小学生组

《我的南方和北方》 佘恩娴
江阴市城中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迎阳

路校区）
钱云珍 小学生组

《七律 长征》 程清扬、黄妍菲、庞文韬、蔡嘉轩 江阴市中山小学 许丽燕 小学生组

《繁星》 李昕雨 江阴市周庄倪家巷实验小学 冯丽霞、陈忠玉 小学生组



《梦想》
谢小熠 、左绪文卓、赵亦璇、周晨琳、田

好
江阴市陆桥实验小学 王沁霞、宋春娣 小学生组

《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赵偌仪 江阴市周庄东区实验小学 李秋霞 小学生组

《狼牙山五壮士》 王文详、牛运、梁颜、盛士虎、王成杰 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 李丹春、陈静 小学生组

《论语+笠翁对韵+山居秋暝》 周小树 江阴市敔山湾实验学校 宋之雷 小学生组

《不屈不挠的钱振标》 谢宇辰 江阴市立新中心小学 刘宇雯 小学生组

《诗意中国》 万凌菲 江阴市璜土实验小学 薛孟莹 小学生组

《江阴个性》 李俊轲、王睿熙、张子豪、王紫馨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 沈亚 小学生组

《春天的故事》

郝思茹、马骏、张潇逸、蒋可、
许皓晨、王雨萱、申子旭、王梦瑶、
王宇航、裴芷炀、严雯轩、缪岑源、

黄雨嘉、丁艺文、闵雨欣

宜兴市和桥第二小学 倪懿筠 小学生组

《只此青绿，大美中华》

朱晓玥、李茹、廖婧雯、文雅杰、
余娜、王玉珏、刘欣雨、楚含笑、
甘欣然、李淑然、李盛聪、徐辰睿、
陈君宝、刘鸿境、罗志凡、郑凌峰

宜兴市闸口小学 周琦 小学生组

《大美中华》
杨谒恒、潘梦晴、金玉洁、陈苏涵、王

开阳、毛婷
宜兴市南新小学 周煊乐 小学生组

《中华少年》

陈云天、颜文轩、周渊洁、贺子烨、
郭永馨、张潇元、卿孝民、崔骏宇、
曹欣悦、周昱含、李菡、钱雅楠、

吴紫妍、清思宸

宜兴市范道小学 吴越 梅一枝 小学生组



《喜迎二十大，一起向未来》

陆佳煊、纪雅玟、周红英、周林煜、
杨晨晨、徐子淳、吉思颖、华宸颢、
詹翼翔、汪东辰、马晨皓、蒋雨桐、
毛辰轩、周荣鑫、黄靖苏、潘浩

宜兴市都山小学 应青青 小学生组

《少年中国说》 熊梓钢 无锡市东亭中学 方昉 中学生组

《中国话》 王博 江阴市成化高级中学 张鑫、秦红梅 中学生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包婷谕 江阴初级中学 朱美琴 中学生组

《燃烧吧，青春的火光》
赵毓杭 、邓宇清、丁乙、 夏瑜霖、 徐祯

妮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徐霞 中学生组

《三船育人心向党》 缪天懿 江阴初级中学 夏燕军 中学生组

《我的祖先名叫炎黄》 陈梓涵 江阴初级中学 孙丽华 中学生组

《满江红》 邹思成 宜兴市屺亭中学 邹鹏 中学生组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周炎、韩萌萌 宜兴市屺亭中学 周燕芬 中学生组

《木兰诗》 张馨雨、高瑜等 宜兴市桃溪中学 时敏 中学生组

《朗诵者之歌》
王燕茗、王熙兰、宗婷婷、浦筱苓、李

恒昕
无锡市后宅中心幼儿园 顾燕 教师组

《写给母亲》 朱慧 无锡市羊尖实验小学 教师组

《在路上》 赵伊辰 无锡市天一实验学校 教师组



《祖国，你就是我要唱的那首歌》 吕锡君 无锡市查桥中心幼儿园 邱菱子 教师组

《祖国——你就是我要唱的那首歌》 马婉榕 甘露中心幼儿园 钱月艳 教师组

《将进酒》 孙磊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 陶樱 教师组

《读中国》 姚佳莹 甘露中心幼儿园 钱月艳 教师组

《在路上》 刘岩 无锡市金马幼儿园 教师组

《追梦》 李烨超、孙淼、范晨烨、林雨婷、钱维 无锡市查桥中心幼儿园 陈小英 教师组

《月光下的中国》 许珍、张兰心、裔莹、朱姝琪 无锡市查桥实验小学 周怡雯、糜婷 教师组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魏静雯 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 魏静雯 教师组

《你们的背影》 彭玺佳 江阴市西石桥中心幼儿园 饶格格 教师组

《春》 姜灵、韦欣炎 江阴市璜塘实验小学 张晓亚 教师组

《在天晴了的时候》 陈嘉欣、尚贺臻 江阴市徐霞客实验小学 倪文娟 教师组

《红色眷恋 青春冉冉》 何琳、林莉、刘宇芳、程燕 江阴高新区实验幼儿园 吴娜 陈菁 教师组

《相信未来》 金夏燚 江阴市河塘中心幼儿园 袁秋玲、何卿艳 教师组

《筑梦向未来》 石磊、唐雨丹、赵佳润、王文亮 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环南校区 王文亮 教师组



《大写的中国》 王沁怡、陈奕彤、何紫薇、王陈洋溢 宜兴市善卷实验小学 王沁怡 教师组

《红船，从南湖起航》 郑雪竹、蒋燕妮、王雨欣、蒋晨、夏琳 宜兴市实验小学 汤雅 教师组

《月光下的中国》
应学萍、宗苏敏、顾立、王欣怡、
余琦、王语昕、徐立云、谈文婧、

陈铭煜、范妮、杨琦昀
宜兴市丁山实验小学 史佩娴 教师组

《兴业路，睁开了中国的眼睛》 蒋玥亭、何宜伟、张梦洁 宜兴市丁山第二实验小学 蒋玥亭 教师组

《梦想照亮中国》
唐俊、孙洁、莫嘉欣、李明轩、陈雨飞

、王玲燕
宜兴市宜丰小学 唐俊 教师组

《谁是最可爱的人》
荆梦倩、何亚芳、吴宇桥、吴菊云、时

光黎
宜兴市南漕小学 袁卓亚 教师组

《中国力量》
李知非、徐冰的、王鑫、周腾、
张科、薛红亭、汪凯、谈卓君

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杭群燕 教师组

《祖国，你就是我要唱的那首歌》 刘悦、蒋颖洁等 宜兴市丁蜀镇中心幼儿园 刘悦 教师组

《诗意中国》 杨露 宜兴市实验幼儿园 陈亚敏 教师组

《觉醒年代》 刘欢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图书馆 朱卫雷
公共图书馆

组

《春》 付雅茹 无锡市梁溪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组

《您是》 钱华 无锡市锡山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组

《在玉米地的中央》 任心玥 无锡市锡山区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组

优秀组织奖（8个）



获奖单位名称

江阴市教育局

宜兴市教育局

锡山区教育局

惠山区教育局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无锡市机关幼儿园

无锡外国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