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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津市中华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爱我中华 爱我天津——跟党走 读四史 齐抗疫 做新人” 

中华传统文化优秀作品经典诵读评选结果的公示 

 

各高校、各区教育局、各中职学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指示精神，营造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氛围，

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厚植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鼓励

引导青少年通过经典诵读的形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按照《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关于组织 2020年天津市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系列活动的通知》（津教学生函〔2020〕28号）、《中华传统文化优秀

作品经典诵读补充通知》的文件要求，经过各单位初选，来自各高校、各

区教育局、各中职学校的 260件作品参加了市级评选。经专家组评审，按

照小学组、中学组、中职组、大学组 4个组别，各组共评选出 15名为决赛

获奖选手，其中一等奖 2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8名；所有参赛获奖单

位均获得“优秀组织单位”；获得一、二、三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获得“优

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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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希望各高校、各区教育局、各

中职学校进一步总结经验，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在新时代自觉弘扬践行爱国奋斗精神，做爱国奋斗

精神的传承者、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增强

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附件：关于 2020年天津市中华传统文化系列活动“爱我中华 爱我天津——跟党走 读

四史 齐抗疫 做新人”中华传统文化优秀作品经典诵读评选的获奖名单 

 

 

                                 2020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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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 2020年天津市中华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爱我中华 爱我天津——跟党走 读四史 齐抗疫 做新人” 

中华传统文化优秀作品经典诵读评选的获奖名单 

 

小学组一等奖：南开区教育局翔宇小学——《中国凤凰》 

南开区教育局师大南开附小——《感恩祖国》 

小学组二等奖：北⾠区教育局第二模范小学——《多难兴邦，奋进中华》 

北⾠区教育局北仓小学——《中国力量》 

津南区教育局实验小学主校——《“抗疫”路上，我们并肩同行》 

宝坻区教育局建设路小学——《读中国》 

⻄⻘区教育局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少年中国说》 

小学组三等奖：南开区教育局科技实验小学——《丝绸之路畅想》 

津南区教育局海天小学——《九歌，国殇》 

红桥区教育局雷锋小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滨海新区教育局塘沽上海道小学——《血肉之躯战洋河》 

北⾠区教育局实验小学——《英雄赞歌》 

宝坻区教育局林海路小学——《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区教育局逸夫小学——《厉害了我的锅》 

滨海新区教育局塘沽南益小学——《中华少年》 

小学组优秀奖：南开区教育局中营⼩学——《少年中国梦》 

⻄⻘区教育局实验⼩学——《祖国 我⽤奋⽃去爱您》 

滨海新区教育局天津⽣态城南开⼩学——《恩来⼼，中国情》 

蓟州区教育局第⼀⼩学——《厉害了我的国》 

津南区教育局咸六⼩——《中国红》 

静海区教育局实验⼩学——《⼯匠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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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教育局东兴⼩学——《我爱中华，我爱天津》 

宝坻区教育局顺驰⼩学——《满江红之中华英雄》 

⻄⻘区教育局第⼆⼩学——《游⼦吟》 

南开区教育局⻓治⾥⼩学——《七律⻓征》 

红桥区教育局实验⼩学——《“疫情中”成⻓每⼀天》 

津南区教育局北闸⼝第⼀⼩学——《追忆》 

津南区教育局⾼庄⼦⼩学——《我的祖国》 

和平区教育局实验⼩学——《放声歌唱》 

滨海新区教育局⼤港第⼆⼩学——《⽑泽东诗词联诵》 

⻄⻘区教育局天津⼯业⼤学附属⼩学——《悯农》 

北⾠区教育局盛⻘⼩学——《中国梦 梦⻜翔》 

红桥区教育局邵公庄⼩学——《饮湖上初晴后⾬》 

滨海新区教育局滨海新区⼤港同盛学校——《少年中国说》 

红桥区教育局师范学校附属⼩学——《我爱你中国》 

东丽区教育局滨瑕⼩学——《⼤写的中国》 

河东区教育局嵩⼭道⼩学——《爱我中华，爱我天津》 

滨海新区教育局塘沽福州道⼩学——《印象江南》 

河东区教育局⼤桥道⼩学——《我爱我家乡，我爱我中华》 

宝坻区教育局景苑⼩学——《中华少年》 

宁河区教育局俵⼝⼩学——《追思于⽅⾈烈⼠》 

蓟州区教育局第⼋⼩学——《中华少年》 

津南区教育局咸⽔沽第三⼩学——《红⼿印》 

⻄⻘区教育局第⼀⼩学——《中华少年》 

东丽区教育局刘台⼩学——《沁园春·雪》 

东丽区教育局新⽴村⼩学——《吟诵经典，诗仙李⽩》 

北⾠区教育局苍园⼩学——《友•⾃然》 

宝坻区教育局郝各庄镇郝各庄⼩学——《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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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区教育局新开⼝镇新开⼝⼩学——《我有祖国，我有⺟亲》 

东丽区教育局钢管公司⼩学——《⽑主席诗词》 

武清区教育局杨家七⼩——《⽑泽东诗词联诵》 

东丽区教育局丽泽⼩学——《战“疫”》 

宁河区教育局桥北⼀⼩——《红⾊家书》 

静海区教育局第四⼩学——《⻘春之歌》 

南开区教育局汾⽔道⼩学——《敬英雄，抗击疫情我们始终在⼀起》 

蓟州区教育局公乐⼩学——《中国话》 

红桥区教育局跃进⾥⼩学——《少年中国说》 

红桥区教育局⽂昌宫⺠族⼩学——《少年中国说》 

静海区教育局模范⼩学——《少年中国说》 

东丽区教育局泥沃⼩学——《仁义礼智信》 

武清区教育局杨村第⼗七⼩学——《王⼆⼩》 

静海区教育局建华学校——《少年中国说》 

静海区教育局⼤邱庄镇育德⼩学——《有⼀个光辉的名字叫⻓征》 

武清区教育局⼤良镇中⼼⼩学——《少年中国说》 

河东区教育局盘⼭道⼩学——《我爱中华，我爱天津》 

武清区教育局河北屯镇亢家庄中⼼⼩学——《少年中国说》 

蓟州区教育局侯家营镇⻄桥头⼩学——《少年中国说》 

武清区教育局杨村⼗三⼩学——《我的祖国我的家》 

武清区教育局⼤碱⼚镇第⼆⼩学——《弟⼦规》 

宁河区教育局桥北⼀⼩——《中国话》 

宁河区教育局芦台四⼩——《武汉不哭》 

河东区教育局松⽵⾥⼩学——《我们属于祖国的明天》 

蓟州区教育局东⼆营初级中学——《中国梦》 

蓟州区教育局⼭倾城⼩学——《我的祖国》 

蓟州区教育局尤古庄镇育新中⼼⼩学——《中华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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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教育局缘诚⼩学——《我骄傲我是中国⼈》 

中学组一等奖：宝坻区教育局第一中学——《可爱的中国》 

北辰区教育局华辰学校——《美丽中国，大爱无疆》 

中学组二等奖：南开区教育局南开中学（高中）——《我有一个梦想》 

东丽区教育局小东庄中学——《黄河颂》 

南开区教育局南大附中——《何以华夏，何以中国》 

滨海新区教育局油田三中——《爱我中华 爱我天津》 

河东区教育局 102中——《我的南方和北方》 

中学组三等奖：南开区教育局天大附中——《诗意中国》 

宝坻区教育局王卜庄镇王卜庄初级中学——《中华少年》 

蓟州区教育局渔阳中学——《丰碑》 

河东区教育局 54中——《我的南方和北方》 

南开区教育局四十三中学——《我深爱的中国》 

河东区教育局 98中——《沁园春·长沙》 

武清区教育局杨村第十一中学——《中华，我们的家》 

西青区教育局付村中学——《八十三年后的回声》 

中学组优秀奖：宝坻区教育局郝各庄镇郝各庄初级中学——《大学的中国》  

武清区教育局雍阳中学——《离骚·上下求索》 

宝坻区教育局朝霞街道高家庄初级中学——《爱党爱国爱我天津》 

宝坻区教育局大钟庄高级中学——《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西青区教育局第一中学——《我爱你中国》 

津南区教育局葛沽三中——《我爱中华，我爱天津》 

津南区教育局咸水沽三中——《经典的传承》 

静海区教育局蔡公庄镇中学——《我爱天津，我爱祖国》 

南开区教育局九中——《青春中国》 

红桥区教育局第八十九中学——《黄河颂》 

东丽区教育局天津市程林中学——《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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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区教育局泉昇中学——《中华长河》 

西青区教育局第二中学——《少年中国说》 

静海区教育局第一中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滨海新区教育局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烈士赵一曼家书》 

河北区教育局红光中学——《我爱你中国》 

北辰区教育局秋怡学校——《总书记点赞过的中国精神》 

河东区教育局中——《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蓟州区教育局出头岭镇初级中学——《感谢有你》 

河东区教育局中——《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滨海新区教育局大港同盛学校——《光的赞歌》 

东丽区教育局天津市大毕庄中学——《有一首歌》 

武清区教育局杨村八中——《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津南区教育局八里台二中——《我是中国人》 

南开区教育局天大附中——《中华少年》 

宁河区教育局苗庄镇中学——《中华颂》 

蓟州区教育局实验中学——《七子之歌》 

津南区教育局咸水沽一中——《爱我中华》 

蓟州区教育局擂鼓台中学——《世界请听中国朗诵》 

西青区教育局杨柳青三中——《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河东区教育局第二中学——《少年中国说》 

滨海新区教育局塘沽七中——《可爱的中国》 

滨海新区教育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黑牢诗篇·第一

章禁锢的世界》 

津南区教育局咸二中——《爱我中华，爱我天津》 

津南区教育局小站实验中学——《穿越历史——国殇》 

西青区教育局杨柳青四中——《争做有担当有理想的新一代》 

西青区教育局西青区大寺中学——《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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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区教育局红光中学——《相信未来》 

红桥区教育局复兴中学——《腾飞吧天津》 

静海区教育局梁头镇中学——《中华少年》 

滨海新区教育局塘沽二中——《诵读中华经典，传承中国文化》 

静海区教育局子牙镇中学——《有一首歌》 

红桥区教育局铃铛阁外国语中学——《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静海区教育局第八中学——《天使战士》 

武清区教育局汊沽港镇初级中学——《爱我中华，爱我天津》 

红桥区教育局河北工业大学附属红桥中学——《千字文》 

宁河区教育局芦台二中——《英雄》 

红桥区教育局第八十中学——《将进酒》 

红桥区教育局泰达实验中学——《木兰辞》 

宝坻区教育局第三中学——《中华少年》 

宁河区教育局潘庄中学——《相信未来》 

蓟州区教育局第二中学——《我们在战斗》 

北辰区教育局东堤头中学——《歌颂我伟大而坚强的祖国》 

武清区教育局杨村四中——《血写的忠诚》 

武清区教育局杨村四中——《水调歌头》 

河东区教育局华英中学——《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时代风貌》 

蓟州区教育局康各庄中学——《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中职组一等奖：北辰区教育局天津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我的祖国》 

天津市中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英雄颂》 

中职组二等奖：西青中专——《精忠报国》 

天津幼儿师范学校——《我的南方和北方》 

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致敬英雄》 

蓟州区教育局天津市信息工程学校——《众志成城》 

宁河区中等专业学校——《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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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组三等奖：天津市劳动经济学校——《笙声诵我爱国情》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少年中国说》 

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少年中国说》 

天津劳动保护学校——《少年中国梦》 

天津市市政工程学校——《青春中国》 

天津劳动保护学校——《不忘初心》 

天津市劳动经济学校——《毛泽东组诗》 

宝坻中等专业学校——《青春中国》 

中职组优秀奖：天津市劳动经济学校——《⻘春中国》 

宝坻中等专业学校——《⾯朝⼤海，春暖花开朗诵稿》 

天津劳动保护学校——《爱我中华》 

天津市建筑⼯程学校——《我爱我的祖国》 

天津市建筑⼯程学校——《爱我中华》 

天津⾳乐学院附属中学——《中华的脊梁》 

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学校——《新咏⼭居秋暝》 

大学组一等奖：天津师范大学——《中国，我要为你写首诗》 

              天津音乐学院——《中国话》 

大学组二等奖：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就在这儿》 

天津工业大学——《精忠报国，吾辈自强》 

天津工业大学——《我的南方和北方》 

天津音乐学院——《英雄》 

天津美术学院——《青春中国》 

大学组三等奖：天津外国语大学——《我爱你中国》 

天津中医药大学——《凛冬征战，九州凯旋》 

天津体育学院——《少年中国说》 

天津商业大学——《中华少年》 

天津外国语大学——《我眼里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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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建大学——《我们爱你啊，中国》 

天津音乐学院——《青春中国》 

天津商业大学——《青春中国》  

大学组优秀奖：天津交通职业学院——《谁是最可爱的⼈》 

天津城建⼤学——《英雄碑颂》 

天津财经⼤学珠江学院——《英雄》 

天津师范⼤学——《⾛向属于您的明天》 

天津商业⼤学宝德学院——《不朽的军魂》 

天津⼯业⼤学——《津彩中华》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梅兰⽵菊四咏》 

天津中医药⼤学——《梦萦九曲，豪勇腾浪》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河今有恙国⺠当⾃强》 

天津城建⼤学——《兰亭集序》 

天津财经⼤学珠江学院——《枸杞花开》 

天津财经⼤学——《丹⼼从来系国家》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这，就是中国》 

天津美术学院——《⾚⼦》 

天津外国语⼤学滨海外事学院——《逆⾏者之歌》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春之⼒，抗疫前⾏》 

天津农学院——《中国精神》 

天津美术学院——《周恩来邓颖超红⾊家书院》 

天津农学院——《灯光礼赞》 

中国⺠航⼤学——《可爱的中国》 

天津科技⼤学——《-真情礼赞》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封迟到⼆⼗⼀年的家书》 

天津电⼦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天津⼋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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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携梦远航》. 

天津轻⼯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的经典》 

天津商业⼤学 ——《红船从南湖起航》 

天津市⼤学软件学院 ——《新时代新征程》  

天津商业⼤学宝德学院 ——《送给祖国的⼀⾸情诗》 

天津外国语⼤学滨海外事学院 ——《我为武汉拼⼀单》  

天津中德应⽤技术⼤学 ——《祖国到底是什么》  

天津商业⼤学宝德学院 ——《⽣命本身就有掩盖不住的光芒》  

天津理⼯⼤学中环信息学院 ——《⻘春中国》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永遇乐·京⼝北固亭怀古》、《满江红》  

天津科技⼤学 ——《⻘年军魂》   

天津农学院 ——《我的祖国》   

天津外国语⼤学 ——《中华世纪坛》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中国啊，中国》   

天津体育学院 ——《⽩⻢篇》   

天津职业⼤学 ——《少年中国说》   

天津商业⼤学宝德学院 ——《⻘春》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胜疫》   

天津⽯油职业技术学院 ——《⽊兰新篇》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师说》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弘扬传统⽂化，唱响时代旋律》  

天津商业⼤学宝德学院——《战疫有我》 

天津职业⼤学——《战“疫”——征途》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中国故事》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和谐的经典——弟⼦规》 

天津医科⼤学临床医学院——《中国精神永传承》 

天津中德应⽤技术⼤学——《传承中华⽂化赞颂秀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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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学临床医学院——《英雄》 

天津体育学院——《⻘春中国》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中华的少年》 

天津⼤学仁爱学院——《“疫”中⼈》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抗疫情，送瘟神》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初⼼未改，⾰命永传》 

天津医科⼤学临床医学院——《我们的中国话》 

天津理⼯⼤学——《我的祖国》 

天津中医药⼤学——《少年中国说》 

天津理⼯⼤学中环信息学院——《少年中国》 

天津⼯业职业学院——《津沽 70年》 

天津中德应⽤技术⼤学——《⽵书谣》 

中国⺠航⼤学——《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中国⺠航⼤学——《爱我中华爱我天津》 

天津商业⼤学宝德学院——《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天津理⼯⼤学——《诗词礼赞》 

天津电⼦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少年中国说》 

天津⼯业职业学院——《中华诵》 

天津医学⾼等专科学校——《⻘春中国》 

天津理⼯⼤学中环信息学院——《蜀道难》 

天津⼯业职业学院——《我骄傲，我是中国⼈》 

天津电⼦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中华⽂化的魅⼒》 

天津职业⼤学——《过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