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序号 赛别 单位名称

1 经典诵读大赛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2 经典诵读大赛 天津师范大学

3 经典诵读大赛 河北大学

4 经典诵读大赛 山西省运城市人民路学校

5 经典诵读大赛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六中学

6 经典诵读大赛 沈阳师范大学

7 经典诵读大赛 黑龙江省黑河市黑河小学

8 经典诵读大赛 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

9 经典诵读大赛 南京艺术学院

10 经典诵读大赛 浙江传媒学院

11 经典诵读大赛 安徽省蚌埠新城实验学校

12 经典诵读大赛 福建师范大学

13 经典诵读大赛 江西师范大学

14 经典诵读大赛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15 经典诵读大赛 郑州师范学院

16 经典诵读大赛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幸福路中学

17 经典诵读大赛 广东五邑大学

18 经典诵读大赛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族中学

19 经典诵读大赛 重庆大学

20 经典诵读大赛 四川轻化工大学

21 经典诵读大赛 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22 经典诵读大赛 云南师范大学

23 经典诵读大赛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第一中学

24 经典诵读大赛 陕西师范大学

25 经典诵读大赛 甘肃省庆阳市教育局

26 经典诵读大赛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行知小学

27 经典诵读大赛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实验小学

28 诗文创作大赛 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

29 诗文创作大赛 天津市立德中学

30 诗文创作大赛 河北省三河市第六小学

31 诗文创作大赛 山西省芮城中学

32 诗文创作大赛 内蒙古自治区金桥小学

33 诗文创作大赛 辽宁省北台小学

34 诗文创作大赛 吉林省四平市第三中学

35 诗文创作大赛 黑龙江省长安小学

36 诗文创作大赛 上海市市北中学

37 诗文创作大赛 江苏省北京东路小学阳光分校

38 诗文创作大赛 浙江省南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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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诗文创作大赛 安徽省黄山市实验小学

40 诗文创作大赛 福建省福州金山小学

41 诗文创作大赛 江西省上饶市第一小学

42 诗文创作大赛 山东省三里河中学

43 诗文创作大赛 河南省学府街小学

44 诗文创作大赛 湖北省咸宁市实验小学

45 诗文创作大赛 湖南省都司街小学

46 诗文创作大赛 广东省肇庆市第四小学

47 诗文创作大赛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第一小学

48 诗文创作大赛 海南省三亚市第九小学

49 诗文创作大赛 重庆市涪陵一中

50 诗文创作大赛 四川省成都市海滨小学

51 诗文创作大赛 贵州大学附属中学

52 诗文创作大赛 云南省红河学院

53 诗文创作大赛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

54 诗文创作大赛 陕西省桥山中学

55 诗文创作大赛 甘肃省玉门市第三中学

56 诗文创作大赛 青海省康南小学

57 诗文创作大赛 宁夏中宁县第二中学

58 诗文创作大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

59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北京市芳群园一小

60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天津市武清区天真文化培训学校

61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河北省秦皇岛市燕山大学

62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山西省大同大学

63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内蒙古包头市一机一小

64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沈阳师范大学

65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吉林省宽城区南京小学

66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哈尔滨师范大学

67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上海商学院

68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江苏省扬州大学

69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浙江省温州籀园小学

70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安徽省合肥实验学校滨湖校区

71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福建省漳州诏安县第二实验小学

72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73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山东省潍坊市第三中学

74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河南省安阳市园林路小学

75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湖北省荆州市横沟市中学

76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二中

77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广东省肇庆市第十六小学

78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9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海南省东方市第二中学

第 113 页，共 114 页



80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重庆市开州区高桥镇齐力中心小学

81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重龙镇中心学校

82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贵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83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云南省云铜中学

84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羊达乡小学

85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香泉镇中心小学

86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金泽小学

87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北大街小学

88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宁夏隆德县第一小学

89 “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90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山西省太原市语委办

91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上海市普陀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92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江苏省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93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安徽省合肥第九中学

94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福建省南平剑津中学

95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江西省上饶市第一中学

96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97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河南省濮阳市第三中学

98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海南省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

99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重庆市江津区聚奎小学校

100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育委员会

101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清波校区）

102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四川省泸州市梓潼路小学渔子溪学校

103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贵州省贵阳实验三中

104 “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关山中学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汉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处（内蒙古自治区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材和语言文字管理处（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江苏省教育厅语言文字与继续教育处（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处（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教育与语言文字处（福建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与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处

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甘肃省教育厅语言文字管理处（甘肃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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