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祖国”爱国征文大赛优秀奖（广州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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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旭 李语诗 史中扬 谢诗意 张聆微 邱子优 张博文 董婧萱 廖晨博

林菀宸 黄华然 李纶翔 姚永恒 张 苗 邱钰淇 饶梓萱 夏荣孝 黄云翔

颜千

喆

吕述闻 宋秉儒 李若琳 钟浩轩 杨紫琦 潘可恩 关旭轩 曾彦迪

胡馨予 刘芷淇 马 靖 职 槿 王文楷 陈昶睿 胡慎之 李楷旭 李佩璇

谢佳仪 杨璐铭 蔡金贝 邓业霖 罗玮蔓 王树阳 李 响 陈梦瑶 朱麦哲

张宝丹 田 然 冯子淇 刘栩宏 张南希 万姝彤 黄桂祥 何思谚 徐若萌

李昕键 李 胤 何韦漪 钟声扬 陈蔚如 李浩源 朱泰荣 李佳霖 邹振宇

闫宸希 陈楚嫣 林 睿 王柳皓 廖筱茹 陈若萱 魏椿峰 区纪然 张靖恺

黄子妍 宁韵晴 段 语 刘俊峰 赖静宜 招锦平

“广州小学生诗词大会”获奖名单

“我和我的祖国———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湾区爱国诗词大会”最佳指导

老师奖：

邱细浪 汤少梅 陈晓丹 张冬冬 夏金铃 林育丹 李熙盈 童亨 陈丽霞

王亭 王姣 曾筝 梁演文 邓学艳

“我和我的祖国———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湾区爱国诗词大会”优秀指导

老师奖：

范秀红 邹佳枫 谢素珊 关冬梅 冯淑雯 彭春辉 陈静雅 曾文芳 石斐

邹巧英 马德俊 黄家敏 张玉静 杨洁 梁倩怡 曾少娟 梁丽霞 朱智莉 郑方 李婷

张金凤 吕瑾 陈俊俊

“我和我的祖国——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湾区爱国诗词大会”获得诗书

之家称号家庭：

卢逸轩 伍梓睿 连修齐 许舒萌 杨子谦 郑凯祺 李佩桐 王子宸

陈泓霖 许泽宸 李旭源 赵时阳 李芸善 张启悦 朱光达 石昊东 关博匀 肖景行

朱芳儒 李依宸 邝祥光 胡慎之 谭 懿 傅浩源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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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获奖名单出炉

优秀作文表达了品读行学子的真切爱国情

□

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实习生 林晓欣

2019 年， 是品读行收获颇丰的一

年，这不仅体现在诗词大会、征文比赛

的成绩上， 更体现在学生们的作品上。

在这一年中，品读行学子在《我和我的

祖国》征文比赛中各显神通，留下了众

多优秀的作品。

参与征文，品读行学子爱国情

怀跃然纸上

2019 年， 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为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品读行向乐

学少年发出热情邀约———以“我和我的

祖国”为题，向祖国母亲表白！“我和我

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亲爱的祖

国，是您的哺育，让我成长，是您的富

强，让我自信！ 用文字抒发自己对祖国

的热爱， 用笔再现自己的心路和情感，

是乐读乐学、乐思乐写的成果。 承载着

品读行学子的真切爱国情。品读行采摘

了“我和我的祖国”征文的丰硕成果整

理成册。

本次大赛共收集到征文 1163 篇，

846506 字。 其中“我和我的祖国”爱国

征文 915 篇，66.99 万字。经过一轮轮精

选，最终评定：一等奖 20 篇，15931 字；

二等奖 46 篇，35605 字；三等奖 66 篇，

46351 字；优秀奖 88 篇，60227 字。这些

数据的背后，是无数乐学者汗水和智慧

的结晶，是乐学乐读的灌溉，是乐思乐

行的答卷。品读行把组成这个庞大数据

的作品，作为赤子奉送给祖国母亲的贺

礼。

对待文字，品读行要求老师要无比

虔诚，教孩子们写作，要更重视引领和

启发， 期待他们不断地去创新与出彩。

于是当品读行的老师看到无数个《我和

我的祖国》的标题反复出现，选择善待

学生的千篇一律。 因为老师们心里清

楚，那是一个初学走路的孩子，最真诚

的倾诉，于是老师们保护了他们的稚嫩

和重复， 悄悄地把其中内文优秀的文

字，换上了更恰当的题目。 因为他们舍

不得，草率而武断地对待孩子们的汗水

和期盼。

选稿时， 品读行面对孩子们的作

品，怀揣拳拳之心，虔诚而恭谨。有些小

文，题目起得好，读起来文字却平而无

奇，品读行老师会先了解这个孩子的年

级或者年龄，再来读他的作文，因为不

同年龄段的孩子眼睛里的世界是不一

样的。

不会写作文章？ 品读行老师来支招

乐学高考语文大神陈焕文老师表

示，小学中低年级孩子读唐诗宋词对写

作文十分有帮助。 例如读刘长卿的《逢

雪宿芙蓉山主人》这首诗：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这首诗看起来十分简单，但是慢慢地吟

诵、体会这首诗，反复感受其中的场景

和美，这些东西，是会通过吟诵的接触，

根植在孩子的潜意识里的。那透出犬吠

声声的柴门， 风和雪之下的夜归人，会

永远植入孩子的脑海中，在未来，他就

会潜移默化地懂得： 原来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是那么入画的场景；原来柴

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美得如此独特。

所以孩子哪怕去画画，也会知道，日暮、

苍山、寒天、白屋都是入画的意象。现在

很多孩子写作文，经常会用些非常不入

文的意象和事例，就是缺少了阅读的积

累。

品读行五年级语文负责人冰子老

师表示， 要写出老师眼里的好作文，她

建议首先要深度阅读———有数据显示，

71.7%的作文引用的是国内的参考资

料；28.7%的作文引用了国外资料

（中文

翻译）

。 俗话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 我们只有自己接触得多了，学习得

多了，应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其次，拓

展视野、丰富生活阅历———学生作文涉

及的资料主要是传统的书籍、 报刊、期

刊，以及歌曲、电视。可见歌曲已经成为

阅读之后，学生获取知识、认识社会、感

悟生活的信息来源。 其三，常见题材需

要推陈出新———作文的主题选材一定

要有创新。 统计显示，“妈妈”这一高频

词，在这次征文的 1000 多篇作文中，累

计出现了 20282 次；“老师” 这一高频

词，累计出现了 8974 次。 试想一下，一

个班有 50 个学生，50 个学生写的文章

都是歌颂妈妈怎么能够出彩呢。 所以，

选材可以新颖独特一些，让老师一看到

你的作文就被吸引，才会有阅读下去的

欲望。

“我和我的祖国”爱国诗词大会获奖者。

“我和我的祖国”爱国征文大赛二等奖（广州分校

45

篇

)

何承佑 钟思雨 雷 鲲 梁紫琦 苟语宸 詹明睿 胡毅玮 杨

彧

李羽乔

杜信霆 陈思羽 高敏悦 张芯瑜 周

旻

昊 王悦昕 陈 诚 梁艺桐 仲静鸿

邵锦萍 林靖斐 蓝语晨 廖月榕 李柏霖 罗兰奥贝 刘宸宇 江盈熹

陈嘉铭 马之乐 辛宸宇 郑紫言 陈欣然 白东

珅

胡馨月 贺子轩 袁静

祎

蔡知彤 孙楷胜 刘峻熙 杨竣杰 胡馨文 马靖蕾 孙莉雅 陈叙睿 张钿悦

邓

琇

予

“我和我的祖国”爱国征文大赛一等奖（广州分校

17

篇

)

秦凯谦 欧阳颉 薛曾曾 王兆祥 杜宁铠 黄锦源 罗加乐 王永熹 王曼达

吉宇晨 王相力 赵若彤 练奕羿 罗嘉琪 梁蔼铃 杜晓晴 王诗睿

“我和我的祖国”爱国征文大赛三等奖（广州分校

60

篇

)

薛锦城 吴承泽 曾 榕 营尚峻 周子砚 董建霆 梁梓熙 黄智琳 危倬辰

唐子涵 雷一鸣 邱咏捷 邓婷允 杨钰淇 陈柏谦 彭馨仪 侯依涵 汤敏睿

莫子琪 郭隽铭 李睿熙 柯欣言 李唯斯 陈婧瑶 沈誉轩 李昱霖 周沛彤

潘东昊 彭珈琦 申 雨 冯 惠 李邢健 吴玮隽 伍梓睿 幸筠雨 陶芸萱

黄琳茵 朱嘉儿 杨璐畅 林子慧 罗嘉慧 邓依

珝

马绰瑶 刘思瀚 郭沁阳

邱梓瑜 王梓洋 吴晓雅 郭雨鑫 何霁轩 杨明达 范圣君 卓泳欣 唐

瑄

詹少航 叶子瑜 李卓仪 李宗衡 陈钧亮 欧阳国健

首届“品诵中国年”暨“广州小学生诗词大会”最佳指导老师奖：

范秀红

爱国诗词大会获奖名单

优秀作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