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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品获奖名单

序号 类 别 作品名称 姓 名            工作单位 获奖等级

1 读后感撰写 《红色家书》革命故事 陈佩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一等奖

2 读后感撰写 阅读《青春之歌》有感 贺旭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一等奖

3 读后感撰写 历经苦难，方得辉煌--《长征》读后感 许倩茹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一等奖

4 读后感撰写 向上的光 张媛媛 西安高新区第四十七小学 一等奖

5 读后感撰写 太行走笔 屈长谊 西安高新区第一小学 一等奖

6 读后感撰写
我将无我，以身许国——读《李大钊传》

有感
李婕 西安市凤景小学 一等奖

7 读后感撰写 长征路上 马珂君 西安市鄠邑区东关小学 一等奖

8 读后感撰写 诵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 陈鑫莹
西安市鄠邑区涝店中心幼

儿园
一等奖

9 读后感撰写 精读红色书籍，领略先辈精神 张辉 西安市雁塔区东仪路小学 一等奖

10 读后感撰写 《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姚丹
西安市周至县二曲镇东街

小学
一等奖

11 读后感撰写 读《梁家河》有感 周倩敏
西安市周至县二曲镇东街

小学
一等奖

12 读后感撰写 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感    田文芳 西安兴华小学 一等奖

13 读后感撰写 《红色家书》读后感 王海艳
咸阳市淳化县十里塬镇十

里塬学区
一等奖

14 读后感撰写 为有牺牲多壮烈，敢叫日月换新天 贾可星 咸阳市实验学校 一等奖

15 读后感撰写 一首《映山红》改变了我 张利萍
咸阳市兴平市丰仪镇中心

小学
一等奖

16 读后感撰写 在党的阳光下成长 张孜航 咸阳市兴平市华兴中学 一等奖

17 读后感撰写 读《红日》回眸初心 杨艳 咸阳市兴平市秦岭中学 一等奖

18 读后感撰写 不平凡的人生 王振峰 咸阳市兴平市陕柴中学 一等奖

19 读后感撰写 鲜血换来的盛世 李铁军 咸阳市永寿县中学 一等奖

20 读后感撰写
坚守初心，砥砺前行——读《中国共产党

简史》有感
尚泓 渭南市富平县东华小学 一等奖

21 读后感撰写
重温革命星火，再振育人初心——读《红

星照耀中国》有感
别秋静 渭南市富平县东区小学 一等奖

22 读后感撰写 奉献点亮青春 党艳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第三小

学
一等奖

23 读后感撰写
求真务实践初心，潜心耕耘育新苗——读

《梁家河》有感
康海艳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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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读后感撰写 心中有信念，脚下有力量 刘彩霞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25 读后感撰写 那段和孩子一起读《红岩》的日子 雷海绒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26 读后感撰写 长征 •七一勋章 马俊明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小学 一等奖

27 读后感撰写 我们不曾忘记——《红岩》读后感 杨凤
渭南市合阳县第四初级中

学
一等奖

28 读后感撰写 饮水思源不忘初心，笃志逐梦砥砺前行 翟晓晖
渭南市华阴市华岳初级中

学
一等奖

29 读后感撰写 百年风华，逆光而行 袁镜霓 榆林市第六中学 一等奖

30 读后感撰写
读《做最好的党员—向焦裕禄同志学习》

有感
侯丹霞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31 读后感撰写 读《梁家河》有感       张玉梅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32 读后感撰写 庆百年华诞，忆延安岁月 张建国
榆林市定边县冯地坑镇学

区
一等奖

33 读后感撰写 学史践悟，谱写新篇 张春丽 榆林市府谷县明德小学 一等奖

34 读后感撰写 铭记来时路，照耀新征程 王倩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35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常晶 榆林市米脂县南关小学 一等奖

36 读后感撰写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 高杰
榆林市米脂县银州镇三里

楼小学
一等奖

37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故事有感》 王红艳
榆林市吴堡县第二完全小

学
一等奖

38 读后感撰写 《保卫延安》读后感 王春
榆林市吴堡县第二完全小

学
一等奖

39 读后感撰写 《上甘岭》观后感 冯亚亚
榆林市榆阳区金鸡滩镇初

级中学
一等奖

40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 红岩永存——读《红岩》有感 姬小玲 榆林市子洲县实验小学 一等奖

41 读后感撰写
树立理想，为爱坚守 

——读《金色的鱼钩》有感
李红梅

汉中市汉台区武乡镇珍珠

庙小学
一等奖

42 读后感撰写
读《信仰的力量：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

梁》有感   
师小云

汉中市汉台区西关小学沙

沿校区
一等奖

43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马艺原
商洛市洛南县高耀镇庄子

小学
一等奖

44 读后感撰写
重温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 

——与你一起走进《红岩》
赵雷鸣 商洛市商州区第三小学 一等奖

45 读后感撰写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黄娜 商洛市商州区第一小学 一等奖

46 读后感撰写
百年峥嵘岁月，一路风雨兼程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赵建莉 商洛市商州区第一小学 一等奖

47 读后感撰写
东方之梦，一梦华胥——《苦难辉煌》读

后感
张雨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

学
二等奖

48 读后感撰写
厚植红色基因，勇担教育使命——《中国

共产党简史》学习心得
刘剑峰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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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读后感撰写
回望红色经典，凝聚觉醒伟力 

——观《觉醒年代》有感
王姣姣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二等奖

50 读后感撰写 信仰有力量，精神代代传 张丽媛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二等奖

51 读后感撰写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读《红岩》有感 孙蕾雅 西安市鄠邑区东关小学 二等奖

52 读后感撰写 百年党史学习心得 王丽娜 西安市鄠邑区东关小学 二等奖

53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苏娟 西安市鄠邑区光明小学 二等奖

54 读后感撰写
理想照耀中国 

——《红高粱家族》读后感
路阳

西安市鄠邑区涝店中心幼

儿园
二等奖

55 读后感撰写 读《长征》有感 郑娜
西安市鄠邑区涝店中心幼

儿园
二等奖

56 读后感撰写 读《林海雪原》有感 杨静
西安市鄠邑区石井初级中

学
二等奖

57 读后感撰写 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红岩》读后感 刘艳绒
西安市鄠邑区石井初级中

学
二等奖

58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杨帆
西安市鄠邑区渭丰中心学

校
二等奖

59 读后感撰写 读《红星耀中国》有感 王小飞
西安市鄠邑区渭兴初级中

学
二等奖

60 读后感撰写 《创业史》读后感 卢怡 西安市鄠邑区新区小学 二等奖

61 读后感撰写 《长征》读后感 高海娟 西安市雁塔区东仪路小学 二等奖

62 读后感撰写 一座灯塔照亮一生信仰 范欢
西安市周至县广济镇中心

小学
二等奖

63 读后感撰写 读《共产党宣言》有感 范亚敏
西安市周至县楼观镇东楼

小学
二等奖

64 读后感撰写 依靠信念的力量，不负青春，砥砺前行 杨聪敏
西安市周至县马召镇知行

小学
二等奖

65 读后感撰写 钢铁般的意志——读《红岩》有感 王静
西安市周至县马召镇知行

小学
二等奖

66 读后感撰写
革命烈士不朽，革命精神长存——观党史

教育基地有感
牛欢

西安市周至县马召镇知行

小学
二等奖

67 读后感撰写 不朽的红色青春——读《红岩》有感 宋文章
西安市周至县哑柏镇五联

小学
二等奖

68 读后感撰写 《林海雪原》读书心得 何孟佳 西安兴华小学 二等奖

69 读后感撰写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感 李瑜 西安兴华小学 二等奖

70 读后感撰写
青春当有凌云志，壮烈人生壮丽诗——读

《红岩》有感
刘随娅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71 读后感撰写 忠诚执着守初心，无私奉献担使命 吴帆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72 读后感撰写 嘹亮的歌声，铿锵的话语 李世康
咸阳市彬州市特殊教育学

校
二等奖

73 读后感撰写 读《长征》心得体会 袁妮
咸阳市三原县陵前镇口外

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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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读后感撰写
长征精神谱新篇，三尺讲台著华章——读

《红军长征史》有感
梁华 咸阳市三原县南郊中学 二等奖

75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家书》有感 张雅雅 咸阳市兴平市槐巷小学 二等奖

76 读后感撰写 粮心！良心！ 华建民 咸阳市兴平市陕柴中学 二等奖

77 读后感撰写 米粟何以贵 王振峰 咸阳市兴平市陕柴中学 二等奖

78 读后感撰写 一叶舟，百年史，成一首赞歌 李丽 咸阳市兴平市陕柴中学 二等奖

79 读后感撰写 读毛泽东诗词感悟 胡亚荣
咸阳市长武县洪家镇中心

小学
二等奖

80 读后感撰写
不负青春，不负梦——读《恰同学少年》

有感
杨柳青

铜川市新区文家明德小学

教师
二等奖

81 读后感撰写
读《人生》有感 

——拥抱真善美，摒弃假恶丑
吴军社

铜川市耀州区锦阳新城小

学
二等奖

82 读后感撰写
淬英雄之心，筑吾辈自强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成雪 渭南市富平县东华小学 二等奖

83 读后感撰写 忆峥嵘岁月，绘璀璨“红”图 胡亚红
渭南市富平县莲湖初级中

学
二等奖

84 读后感撰写 红岩精神，永垂不朽——《红岩》读后感 管秀丽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第二小

学
二等奖

85 读后感撰写 品读红色经典，逐梦三尺讲台 雷莉萍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第二小

学
二等奖

86 读后感撰写
强国路上，有你有我——《红星照耀中国

》读后感
张娟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二小 二等奖

87 读后感撰写 永远的旗帜 杨艳玲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小学 二等奖

88 读后感撰写
党史星光 逐梦前行——读《 

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选集》有感
张文梅 榆林高新区第七小学 二等奖

89 读后感撰写
国难之下北平人的坚守与抉择——读《四

世同堂》有感
贺田雨 榆林市第十二中学 二等奖

90 读后感撰写 信仰的力量——读《革命家书》有感 呼正慧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91 读后感撰写 觉醒年代的呼唤——观《觉醒年代》有感   常丽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92 读后感撰写 红色精神——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李海燕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93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张毓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94 读后感撰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星照耀中国

》读书笔记
王思宇 榆林市定边县姬塬学校 二等奖

95 读后感撰写 《中国共产党简史》读后感 王秋艳 榆林市府谷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96 读后感撰写
历经时代变革，两袖清风依旧——读《创

业史》有感
高铄 榆林市横山区横山中学 二等奖

97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之旅》有感 双静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98 读后感撰写 读《长征》有感 孟凌飞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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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读后感撰写 读抗日英雄事迹有感 陈志宏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100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狄璇芳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二等奖

101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罗海艳
榆林市米脂县华润希望小

学
二等奖

102 读后感撰写 读《红日》读后感 卜娟 榆林市绥德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103 读后感撰写 读《青春之歌》有感 王晓慧 榆林市绥德县实验中学 二等奖

104 读后感撰写 《感悟梁家河大学问》 呼雪晴
榆林市吴堡县第二完全小

学
二等奖

105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韩晓丽
榆林市榆阳区金鸡滩镇初

级中学
二等奖

106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杨晶晶
榆林市榆阳区金鸡滩镇初

级中学
二等奖

107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康芳芳 榆林市子洲县第一幼儿园 二等奖

108 读后感撰写 和孩子共读《西行漫记》 洪敏 榆林市子洲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109 读后感撰写 不忘初心，在党的阳光下行走 万亚玲 榆林市子洲县实验小学 二等奖

110 读后感撰写 读《赵一曼家书》有感 赵亚莉
商洛市洛南县城关街道工

农小学
二等奖

111 读后感撰写
坚守初心，无私奉献——读《鸡毛信》有

感
孙敏霞

商洛市洛南县城关街道陶

川小学
二等奖

112 读后感撰写
发扬红岩精神，奋勇砥砺前行 

——读《红岩》有感
屈娜 商洛市商州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113 读后感撰写
世纪少年，初心不变 

——读《毛泽东选集》有感
王成

商洛市商州区第一初级中

学
二等奖

114 读后感撰写 《梁家河》随想 胡厚义
商洛市镇安县铁厂镇中心

校
二等奖

115 读后感撰写 《红领巾 心向党》 折珍 神木市矿区中学 二等奖

116 读后感撰写 让初心在行动中传承 常青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三等奖

117 读后感撰写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杨雪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三等奖

118 读后感撰写 读《坚贞不屈的女英雄赵一曼》有感 赵 姗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119 读后感撰写
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郭霞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120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经典，扬爱国之情 李丽娟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三等奖

121 读后感撰写 《解放军为什么能赢》读后感 李畅怡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三等奖

122 读后感撰写
历经风雨，初心依然——读《中国共产党

简史》有感
王群伟 西安市鄠邑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123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段新颖 西安市鄠邑区光明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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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闫莹飞
西安市鄠邑区蒋村中心学

校
三等奖

125 读后感撰写
不负韶华，强国有我——读《青春之歌》

有感
王斌

西安市鄠邑区石井初级中

学
三等奖

126 读后感撰写 做一个有信仰的人——观《叛逆者》有感 王亚翠
西安市鄠邑区石井初级中

学
三等奖

127 读后感撰写
读《站着从容就义——陈延年1898-

1927》有感
长孙琳 西安市鄠邑区渭丰中心校 三等奖

128 读后感撰写 《小兵张嘎》读后感 王楚
西安市鄠邑区渭丰中心学

校
三等奖

129 读后感撰写
把借口化作行动——《没有任何借口》读

后感
侯丽蓉 西安市曲江第七小学 三等奖

130 读后感撰写
自由 自治 

尊重——读《夏山学校》心得体会
王晓翠 西安市曲江第七小学 三等奖

131 读后感撰写
青春之歌，百年风华——读《青春之歌》

有感
王梦雨

西安市雁塔区北沈家桥小

学
三等奖

132 读后感撰写 《红色之旅》读后感 白玉华 西安市雁塔区东仪路小学 三等奖

133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王琦 西安市雁塔区东仪路小学 三等奖

134 读后感撰写 《青春之歌》读后感 罗敏
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清河

小学
三等奖

135 读后感撰写 《延安,我把你追寻》读后感 李梦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136 读后感撰写 《谁是最可爱的人》读后感 田睿轩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137 读后感撰写 《西行漫记》读后感 郭耀锐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138 读后感撰写 读《青年毛泽东》有感 韩海燕
宝鸡市陈仓区陈仓初级中

学
三等奖

139 读后感撰写 心系群众 贾军利 宝鸡市陈仓区东关小学 三等奖

140 读后感撰写 《闪闪的红星》读后感   何英
咸阳市淳化县十里塬镇中

心小学
三等奖

141 读后感撰写 读书与实践 收获鱼水情 赵亚亚 咸阳市淳化中学 三等奖

142 读后感撰写 读《放眼看长征》有感 马妮 咸阳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143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书籍 悟红色精神 文娟娟 咸阳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144 读后感撰写

坚持初心 坚守平凡—— 

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有感

张芬芬 咸阳市兴平市华兴中学 三等奖

145 读后感撰写 关于建党一百周年心得体会 任淑敏
咸阳市兴平市马嵬办中心

小学
三等奖

146 读后感撰写 唱响《我的祖国》 高聪慧 咸阳市兴平市陕柴中学 三等奖

147 读后感撰写
红星闪闪 

永放光芒——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王琳 咸阳市兴平市陕柴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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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赵青青 咸阳市兴平市陕柴中学 三等奖

149 读后感撰写 爱党爱国情感激发育人动力 王建宁 咸阳市兴平市陕柴中学 三等奖

150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经典巨著《长征》有感 来建刚
咸阳市兴平市庄头初级中

学
三等奖

151 读后感撰写 红色经典小说《灯光》读后感 王亚宁
咸阳市兴平市庄头初级中

学
三等奖

152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经典巨著《长征》有感 武英
咸阳市兴平市庄头初级中

学
三等奖

153 读后感撰写 《铭记党史，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王辉
咸阳市长武县彭公镇中心

小学
三等奖

154 读后感撰写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读《红色少年的

故事》有感
徐扬 铜川市新区锦绣园小学 三等奖

155 读后感撰写 阅《红岩》听讲座抒感想 张亚萍 渭南市白水县胜利小学 三等奖

156 读后感撰写 初心如磐 久久为功 王俊美 渭南市富平县东华小学 三等奖

157 读后感撰写 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能忘了来时的路 张倩 渭南市富平县东华小学 三等奖

158 读后感撰写 《狼牙山五壮士》读后感 辛静 渭南市富平县东华小学 三等奖

159 读后感撰写 赵一曼事迹读后感 于晨 渭南市富平县东华小学 三等奖

160 读后感撰写
最可爱的人，最闪亮的坐标——阅读《谁

是最可爱的人》有感
郎娥 渭南市富平县东区小学 三等奖

161 读后感撰写 继承新时代长征精神，在无私奉献中永生 杨宁 渭南市富平县东区小学 三等奖

162 读后感撰写 读《红军长征史》有感 雷璐 渭南市富平县东区小学 三等奖

163 读后感撰写 《永葆初心 不懈奋斗》 王莉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第二小

学
三等奖

164 读后感撰写 存之于心  践之于行 党娜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第二小

学
三等奖

165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精神，争做时代先锋 王亚平 渭南市合阳县城关小学 三等奖

166 读后感撰写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星火映照革命初心— 

—读《星火燎原》有感
王晶 榆林高新区第七小学 三等奖

167 读后感撰写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张宣 榆林高新区第七小学 三等奖

168 读后感撰写 《觉醒年代》观后感 李卓 榆林市第二十小学 三等奖

169 读后感撰写 薪火相线、使命在肩 高丹 榆林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170 读后感撰写 《红色经典》读后感 柳莉梅 榆林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171 读后感撰写 谈《林海雪原》 王苗苗 榆林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172 读后感撰写
有一种信仰叫中国共产党——读小说《红

岩》有感
段婧婧

榆林市定边县白泥井郑国

洲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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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经典，争做智慧老师 王晓燕 榆林市定边县第八小学 三等奖

174 读后感撰写
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读《红

日》有感
纪锦梅 榆林市定边县第八小学 三等奖

175 读后感撰写 南梁红色革命根据地观后感 付桦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76 读后感撰写
百年党史看今朝——读《中国共产党党史

》有感     
张小梅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77 读后感撰写 红梅精神永绽放——读《红岩》有感     刘宝平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78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毕云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79 读后感撰写 学习党史有感 李木子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80 读后感撰写 读党史有感 王飞燕 榆林市定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81 读后感撰写
不忘教育初心 牢记育人使命——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陈秀霞 榆林市定边县第十一小学 三等奖

182 读后感撰写
红色中国，红军精神——读《红星照耀中

国》有感
朱丽 榆林市定边县第十一小学 三等奖

183 读后感撰写 筚路蓝缕创伟业 初心不忘再出发 高莉雲
榆林市定边县冯地坑镇小

学
三等奖

184 读后感撰写 学《红色精神》有感 鲍春平 榆林市府谷县明德小学 三等奖

185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贺万英 榆林市府谷县明德小学 三等奖

186 读后感撰写 学党的历史个人心得体会 赵海生 榆林市府谷县县清水学校 三等奖

187 读后感撰写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刘芳芳 榆林市教育技术中心 三等奖

188 读后感撰写 《保卫延安》读后感 李志强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89 读后感撰写 《红色故事汇》读后感 田宇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90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冯其英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91 读后感撰写 恪守人生底线----读《红与黑》有感 高建霞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92 读后感撰写
金色的鱼钩，金色的记忆——读《金色的

鱼钩》有感
王府华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93 读后感撰写 《建党一百周年》读后感 韩彩霞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94 读后感撰写 永远的精神丰碑 李艳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95 读后感撰写 读《梁家河》有感 高震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96 读后感撰写 齑其躬，益国与群 曹晓花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197 读后感撰写 读《苦菜花》有感 王永梅 榆林市靖边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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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读后感撰写 新时代思想的武器《毛选》 高康
榆林市靖边县龙洲九年制

学校
三等奖

199 读后感撰写 《红色故事》观后感 李艳娥
榆林市靖边县龙洲镇九年

制学校
三等奖

200 读后感撰写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读后感 曹靖
榆林市靖边县龙洲镇九年

制学校
三等奖

201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重读历史 重温豪情 朱玉梅
榆林市米脂县华润希望小

学
三等奖

202 读后感撰写 一颗红色的种子—读《红岩》有感 李小荣
榆林市米脂县银州镇三里

楼小学
三等奖

203 读后感撰写 读《红军长征记》有感 杨婵
榆林市米脂县印斗镇九年

一贯制学校
三等奖

204 读后感撰写
读书，让我追逐梦想——《教育.低眉注

视》读后感
刘晓梅 榆林市绥德县江德小学 三等奖

205 读后感撰写 百合花开    马小茸 榆林市绥德县江德小学 三等奖

206 读后感撰写 红岩精神放光芒 李东晖 榆林市绥德中学 三等奖

207 读后感撰写 点亮心中的圣灯——《林海雪原》读后感 薛喜荣
榆林市吴堡县第三完全小

学
三等奖

208 读后感撰写 追忆峥嵘岁月，继承红色基因 赵丽 榆林市子洲县第一幼儿园 三等奖

209 读后感撰写 党永远在我心中 钟瑞 榆林市子洲县第一幼儿园 三等奖

210 读后感撰写 读《恰同学少年》有感 钟彩娥 榆林市子洲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211 读后感撰写 回顾百年党史，共创美好未来 徐艳梅 榆林市子洲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212 读后感撰写 青春向党，不负韶华 乔彩霞 榆林市子洲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213 读后感撰写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张洁
汉中市汉台区武乡镇中心

小学
三等奖

214 读后感撰写
品读《梁家河》，奋斗新时代---

读《梁家河》有感
席敏

汉中市汉台区徐望镇中心

小学
三等奖

215 读后感撰写
《延安之行》追随红色记忆 

收获一生成长
肖金娟

安康市汉阴县凤台教育集

团凤台小学
三等奖

216 读后感撰写 感受延安精神，重温红色记忆 梁秋菊 安康市汉阴县凤台小学 三等奖

217 读后感撰写
《以史鉴今 细照笃行》—  

读《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有感
朱其芬 安康市宁陕县宁陕小学 三等奖

218 读后感撰写 教师建党100周年心得体会 张艳
商洛市丹凤县商镇中心小

学
三等奖

219 读后感撰写 强信念，跟党走，勇担当 李彩锋
商洛市洛南县城关街道陶

川小学
三等奖

220 读后感撰写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读《中国共

产党简史》有感
李蕴郦 商洛市商南县恒大小学 三等奖

221 读后感撰写
观影学党史 

溯源忆初心——观《古田军号》有感
王波，王花 商洛市商州区第二小学 三等奖

222 读后感撰写 读《长征》有感 武立丹 商洛市商州区第二小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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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读后感撰写
林海中前行 雪原中奔赴 

——读《林海雪原》有感
王花 商洛市商州区第二小学 三等奖

224 读后感撰写
重温“长征路”，共筑“中国梦” ----

读红色经典《长征》有感
田志群 商洛市商州区第三小学 三等奖

225 读后感撰写
百年建党精神创辉煌 

红色五四精神永留传
王婵媛 杨凌高新小学 三等奖

226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张倩妮 杨凌高新小学 三等奖

227 读后感撰写
“百年传辉煌 

红色经典传”——读《我为谁工作》有感
刘亚娟 杨凌高新小学 三等奖

228 读后感撰写 《中国共产党简史》读后感 吕沁楠 杨凌高新小学 三等奖

229 读后感撰写 读《焦裕禄》有感 任李杰 杨凌高新小学 三等奖

230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经典故事”有感 陈彦君 杨凌高新小学 三等奖

231 读后感撰写 《中国共产党史》读后感 闫虎伟
北京师范大学神木实验学

校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