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类别 作品名称 姓名 学校名称 获奖等级

1 读后感撰写 《恰同学少年》 阎国英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一等奖

2 读后感撰写
追忆红色岁月 锤炼坚定信念——读

《功勋》有感
孙梅 西安沣东第三小学 一等奖

3 读后感撰写 《红色照耀中华 精神永绽光芒》 刘文艳 西安沣东第三小学 一等奖

4 读后感撰写
红船精神，乘风破浪——读《红星

照耀中国》有感
冯婷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一等奖

5 读后感撰写
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革命精神——读
《上甘岭：过不破的东方壁垒》有

感

王小婷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一等奖

6 读后感撰写
星星之火燃梦想 使命担当可燎原

——读《毛泽东选集》有感
余丽娜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一等奖

7 读后感撰写
重温红色经典 感受初心使命——读
《党史可以这样讲——初心•使命》

赵晓庆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一等奖

8 读后感撰写 学会和自己和解 走向有意义的写作 钟怡平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一等奖

9 读后感撰写 战歌起 樊馨怡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一等奖

10 读后感撰写
《从历史中探索阅读真谛——读《

阅读的力量》有感》
侯美慧子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一等奖

11 读后感撰写
做学生心中的灯塔——学习《梁家

河》有感
曹旭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一等奖

12 读后感撰写 《读中思 行中知》读书感悟 张红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一等奖

13 读后感撰写
力量生于团结——读《红星照耀中

国》有感
李鲜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一等奖

14 读后感撰写 青年教师学习青年习近平 马蕊 西安高新第七小学 一等奖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主题教师作品获奖名单



15 读后感撰写
以青春为名，赴时代之约——《青

春之歌》读后感
戴晓玉 西安高新区第十八小学 一等奖

16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党史星光——

读《红星照耀中国》
薛青青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一等奖

17 读后感撰写 生逢乱世，心向阳光 韩直娟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一等奖

18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 立足教师本职 奋力

续写新篇章
谷蕾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一等奖

19 读后感撰写
从横渠四句到教书育人——读《横

渠语录》有感
李迪 西安高新区第十一初级中学 一等奖

20 读后感撰写
浸润在文化长河中的中国教育——
读《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有感

任志宏 西安高新区第十一初级中学 一等奖

21 读后感撰写 游革命圣地  传延安精神 马慧 西安高新区第十一初级中学 一等奖

22 读后感撰写 有一种信仰叫我爱我的国 李智 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23 读后感撰写 《梁家河》读后感 闫晓梅 西安工业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24 读后感撰写
领略文学艺术，践行奋斗精神——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张英莉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初级中学 一等奖

25 读后感撰写 读《1937，延安对话》有感 展爱梅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一等奖

26 读后感撰写
你们是我心中的那束光——读《血

战长津湖》有感
冯葱明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一等奖

27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文化，共筑中国梦——《

保卫延安》读后感
张琼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一等奖

28 读后感撰写
致敬芳华，致敬青春——《青春之

歌》读后感
王欣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29 读后感撰写
带着红色的底色前进——读《梁衡

红色经典散文选》有感
辛萌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一等奖

30 读后感撰写 《创业史》读后感 吕静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一等奖

31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读《钟南山传》有感
刘灵莉 西安经开第五小学 一等奖

32 读后感撰写
我的“梁家河”——读《梁家河》

有感
王秀迁 西安经开第五小学 一等奖

33 读后感撰写
《怀抱赤诚之心，赓续红色基因》

——《士兵突击》读后感
姜玲 西安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等奖

34 读后感撰写
从童心看红心——读《小英雄雨来

》有感
王文都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一等奖

35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之读  

《青春之歌》有感
刘立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一等奖

36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刘军龙 西安市蓝田县焦岱镇柳家湾小学 一等奖

37 读后感撰写 小我大家，红韵浸染 李盈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二校 一等奖

38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吴宣庆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二校 一等奖

39 读后感撰写 平凡中的不凡——读《平凡的世界
》

吴樱子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三校 一等奖

40 读后感撰写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 王燕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路小学 一等奖

41 读后感撰写
共熠党辉，守望师魂——习总书记

榆林考察寄语之我感
蔡兢 西安市周至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42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红岩》读后感
姬鹏婷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一等奖

43 读后感撰写 历史的感动永不泯灭 魏如玉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车辆厂小学 一等奖



44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 守护红色江山之我爱

你中国
仝海玲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一等奖

45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读《永远的鲁艺》有感
张俊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一等奖

46 读后感撰写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一《梁家河》

读后感
万雅峰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大王初级中学 一等奖

47 读后感撰写
林海苍苍，雪原茫茫，感悟初心，
致敬英雄！——读《林海雪原》

许书静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一等奖

48 读后感撰写 我的信仰坐标——读《红岩》有感 刘东梅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四小学 一等奖

49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们
胡一春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幸福里小学 一等奖

50 读后感撰写
《磨炼坚强意志，成就精彩人生》

——读《梁家河》有感
齐莉纳 宝鸡高新第五小学 一等奖

51 读后感撰写 铭记党史明大志  脚踏实地谱新篇 常列娟 宝鸡高新小学 一等奖

52 读后感撰写 秉承先烈遗志   笃行“强国有我” 刘红 宝鸡市陈仓区蟠溪镇初级中学 一等奖

53 读后感撰写 《铸剑》读后感 杨妙丹 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54 读后感撰写 信仰的力量——读《长征》有感 胡海峰 宝鸡市渭滨区宝成小学 一等奖

55 读后感撰写 接力奋斗——《永远是少年》观后
感

闫春娟 宝鸡市渭滨区宝成小学 一等奖

56 读后感撰写 《读铁道游击队》有感 王娜 咸阳市淳化县润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57 读后感撰写
《从小故事看大道理》——读《梁

家河》有感
白利荣 咸阳市泾阳县泾阳味经中学 一等奖

58 读后感撰写 用青春守护《红日》 贺丽娜 咸阳市渭城区碱滩小学 一等奖

59 读后感撰写 何为英雄？ 赵文君 咸阳市兴平市南位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60 读后感撰写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路瑶 铜川市梅乐园学校 一等奖

61 读后感撰写 红岩魂——读《红岩》 刘娅宁 渭南市富平县特殊教育学校 一等奖

62 读后感撰写 激情岁月，初心依旧 闵宏 渭南市华阴市城关初级中学 一等奖

63 读后感撰写
让党的“纪律”和“规矩”成为党
员的航海灯塔 —读《习近平关于严

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刘纳 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中心学校 一等奖

64 读后感撰写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更待后生重整

河山
刘薇 渭南市铁路自立中学 一等奖

65 读后感撰写
奋楫笃行 臻于至善——《平“语”
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读后

感

樊蕊 渭南小学 一等奖

66 读后感撰写
践行青年使命，勇担时代重任——
重温红色经典《恰同学少年》有感

张亚华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一等奖

67 读后感撰写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高艳 榆林市第六小学 一等奖

68 读后感撰写
党员精神代代传——读《把一切献

给党》有感
武雅雯 榆林市第十一中学 一等奖

69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读《

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高娟娟 榆林市第十一中学 一等奖

70 读后感撰写 育人初心永不变一读《爱心与教育
》

王瑞鹏 榆林市定边县向阳小学 一等奖

71 读后感撰写 闪光的一面 折海军 榆林市横山区育人小学 一等奖

72 读后感撰写 风雨急骤，青春中国行 刘江 榆林市绥德县第三小学 一等奖

73 读后感撰写
风华百年颂党史 ——读《中国共产

党简史》有感
李东晖 榆林市绥德中学 一等奖

74 读后感撰写 《保卫延安》读后感 朱小娜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75 读后感撰写 《青春之歌》读后感 袁妞 榆林市子洲县第二小学 一等奖

76 读后感撰写 读《草原英雄小姐妹》有感 田红莉 商洛市丹凤县棣花初级中学 一等奖

77 读后感撰写 平凡的力量 李曦 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78 读后感撰写 读《静悄的革命》有感 付永霞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春蕾小学 一等奖

79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旗渠精神  开启奋斗新征程

——读《红旗渠》有感
张芬芬 商洛市小学 一等奖

80 读后感撰写
品读红色经典，践行信仰教育——

读《红岩》
张红英 商洛市小学 一等奖

81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熔铸不败之身 王建林 神木市第十一中学 一等奖

82 读后感撰写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读《在峡
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有

感

田娟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二等奖

83 读后感撰写
筚路蓝缕 谱写一路高歌——读《红

岩》有感
黄鹂 西安沣东第三小学 二等奖

84 读后感撰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红岩
》

陈君雅 西安沣东第三小学 二等奖

85 读后感撰写 忆峥嵘岁月，承红岩精神 孝文婷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二等奖

86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读《林海雪原》有感
王楠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二等奖

87 读后感撰写 《觉醒年代》观后感 陈璐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二等奖

88 读后感撰写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读《

红岩》
郭霞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二等奖

89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读《红色家书》
张茹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二等奖



90 读后感撰写
庚续红色血脉，吾辈当更强——三

读《红岩》有感
胡莉 西安沣东中加学校 二等奖

91 读后感撰写
红色，你是中国的颜色——《地球

上的红飘带》读后感
高元端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二等奖

92 读后感撰写 读《为什么是中国》有感 周琰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二等奖

93 读后感撰写
国之英者 吾之光亮——读《红岩》

有感
卫彦珍子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二等奖

94 读后感撰写
百年奋斗，风雨苍茫——读《青山

处处埋忠骨》
王晓晶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二等奖

95 读后感撰写 永不磨灭的青春印记 马玮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二等奖

96 读后感撰写
梦始梁家河，志在星辰里——读《

梁家河》有感
张梦瑜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二等奖

97 读后感撰写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有情怀的
热血教师——读《梁家河》有感

杨晓瑜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二等奖

98 读后感撰写
纸短情长，书不尽的赤子心        
——读《红色家书》有感

谭妮 西安高新第七小学 二等奖

99 读后感撰写
铭记百年党史 传承“延安精神” 

——读《保卫延安》有感
郑武敏 西安高新区第三十小学 二等奖

100 读后感撰写
回望壮丽史诗 汲取精神力量——《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读后感
乔子宁 西安高新区第三十小学 二等奖

101 读后感撰写
追溯红色的起点，感受信仰的力量

—— 读《红色的起点》有感
郑淑荣 西安高新区第三十小学 二等奖

102 读后感撰写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苦难辉

煌》读后感
王梨静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二等奖



103 读后感撰写
让爱国更有力量——读《中国近代

史》
蔺阳婷 西安高新区第十一初级中学 二等奖

104 读后感撰写
红色家书载忠魂，纸短情长勇担当 
——读《一百位共产党员的家书》

有感
肖敏 西安高新区实验小学 二等奖

105 读后感撰写
一座无与伦比的巍巍丰碑——《穿

越历史时空看长征》读后感
秦丹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二等奖

106 读后感撰写
燃烧青春，照亮远方——读《青春

之歌》
刘婧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二等奖

107 读后感撰写
青春正逢盛世，不忘来时之路——

读《历史的天空》
刘天真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二等奖

108 读后感撰写
矢志向学，耕耘教育——读《习近

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张倩茹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二等奖

109 读后感撰写
读《可爱的中国——方志敏的故事

》有感
陈如月 西安航天城第三小学 二等奖

110 读后感撰写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

——读《红岩》
张燕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二等奖

111 读后感撰写 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有感 李雨轩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二等奖

112 读后感撰写 读《给孩子的科技史》有感 田豪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二等奖

113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精神 践行育人初心——读

《梁家河》
孟欢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14 读后感撰写
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为什

么是中国》读后感
杜宇华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15 读后感撰写
红在心中——读《红星照耀中国》

有感
刘倩倩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16 读后感撰写 《苦难辉煌》读后感 王茹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17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故事，悟革命精神 王烨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18 读后感撰写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红色家

书》读后感
尚佩瑶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19 读后感撰写
他们最先觉醒，他们最早牺牲——

《觉醒年代》观后感
刘渊 西安经开第一学校 二等奖

120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读《长征》有感
李旭升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分校 二等奖

121 读后感撰写 活着 杨瑞 西安市高新区第四十四小学 二等奖

122 读后感撰写
逐梦乡村 奏响时代新乐章——读《

陶行知谈教育》
成大鑫 西安市鄠邑区渭丰中心学校 二等奖

123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 守护红色江山——读

《苦难辉煌》
刘敏敏 西安市蓝田县厚镇初级中学 二等奖

124 读后感撰写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读《潜伏》有感
韩娟娟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二等奖

125 读后感撰写
青春奋斗书写时代答卷 立足教师岗
位教书育人——读《永不消逝的电

波》

杜曦悦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二等奖

126 读后感撰写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读《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马静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二等奖

127 读后感撰写
以青春之我谱写新时代的奋斗之歌

——《青春之歌》读后感
王昉睿 西安市曲江第十四小学 二等奖



128 读后感撰写 读《八次危机》和《资本论》有感 王园晨 西安市曲江第五小学 二等奖

129 读后感撰写
增强文化自信 传承中华之魂 ——
读余秋雨先生《境外演讲》有感

李淼 西安市曲江第五小学 二等奖

130 读后感撰写 星空那抹红 李珠苗 西安市曲江南湖小学 二等奖

131 读后感撰写
追寻初心之源 传承精神之光——读

《梁家河》
许文静 西安市曲江南湖小学 二等奖

132 读后感撰写 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魏玲凯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二校 二等奖

133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永不消逝的电波》读后感
梅晓峰 西安市雁塔区北沈家桥小学 二等奖

134 读后感撰写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读《

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武彤玉 西安市雁塔区燎原小学 二等奖

135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  守护红色江山——

读红色精神有感
赵芳 西安市雁塔区西安南苑中学 二等奖

136 读后感撰写
一位诗人的英雄志——读《回忆毛

主席》有感
郭清莉 西安市周至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137 读后感撰写
品读红色家书  坚守育人初心 ——

读《红色家书》有感
韩 敏 西安市周至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138 读后感撰写 铭记过去 赵亚妮 西安市周至县楼观镇东楼小学 二等奖

139 读后感撰写 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有感 南沙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40 读后感撰写
回顾经典  品味人生——读《我这

一辈子》
康琪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41 读后感撰写
传递爱国情，争做奋斗者——读《

青春之歌》有感
王元元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42 读后感撰写 忆百年荣光,读《红岩》有感 单妍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43 读后感撰写
千磨万击还坚劲，比阔苍穹获辉煌 

——读《苦难辉煌》
高龑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44 读后感撰写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陈伟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45 读后感撰写
传红岩精神，扬红色经典——读《

红岩》有感
张婷玉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46 读后感撰写 读《吾国与吾民》有感 陈文杰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47 读后感撰写
感受历史的温度  汲取信仰的力量 

——读《红色家书》有感
杜晓瑞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48 读后感撰写 读《梁家河》有感 张勇强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车辆厂小学 二等奖

149 读后感撰写
惜往矣，我辈当自强——读《白洋

淀纪事》有感
张娣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车辆厂小学 二等奖

150 读后感撰写 铭记史诗，重塑青春 李文萍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车辆厂小学 二等奖

151 读后感撰写 品读《梁家河》，正圆中国梦 王霞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52 读后感撰写 《活着》读后感 王碧涵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53 读后感撰写 乘风破浪，正是同学少年时 郝阳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54 读后感撰写
青山有幸埋忠骨，千里赤云寄相思

——读《红色家书》有感
程璞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55 读后感撰写
恰逢青年时 ——读《恰同学少年》

有感
郭佳楠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二等奖

156 读后感撰写 永远不变的“红” 陈望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二等奖

157 读后感撰写 《写给年轻人的中国智慧》读后感 胡婷婷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二等奖



158 读后感撰写 《人生起落不定，终归落于平凡》 万正璐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二等奖

159 读后感撰写 《青春之歌》读后感 刘静静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二等奖

160 读后感撰写
诵读“红色风骨”，坚守信仰底色

——读《苦菜花》有感
徐功琴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和平小学 二等奖

161 读后感撰写 读《梁家河》有感 宋佳音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二等奖

162 读后感撰写
鲜血铸魂 红色信仰——读《红星照

耀中国》有感
王菲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二等奖

163 读后感撰写
发扬长征精神，培育时代新人——

读《长征》有感
董竹媛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二等奖

164 读后感撰写
一个馒头，一生守候——《守望天

山》读后感
吴金存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二等奖

165 读后感撰写 读《恰同学少年》有感 胡梓婷 咸阳市秦都区沣东办北槐小学 二等奖

166 读后感撰写
不平凡的老区，不平凡的老区人

——读《平凡的世界》
郭晓华 咸阳市秦都区沣东办中心小学 二等奖

167 读后感撰写 再读《红岩》有感 康嵘 宝鸡高新第三中学 二等奖

168 读后感撰写
楷模自有千钧力  化作夜空最亮星  
——读《我的父亲焦裕禄》有感

谭新玲 宝鸡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169 读后感撰写
敬畏英雄 珍爱和平——《长津湖之

水门桥》观后感
安敏会 宝鸡市陇县秦源小学 二等奖

170 读后感撰写
信念，指引我们一路前行——读《

林海雪原》有感
何娟玲 宝鸡市岐山县中心小学 二等奖



171 读后感撰写
让爱在指间起舞——读《中华手语

大系》（视听版）有感
张丹 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 二等奖

172 读后感撰写
传递那枚红色火种——读《火种：

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有感
卢世瑶 咸阳东方高级中学 二等奖

173 读后感撰写 赓读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易星 咸阳市泾阳县先锋小学 二等奖

174 读后感撰写 红岩魂，民族魂——读《红岩》有
感

张瑞 咸阳市秦都区健康花城小学 二等奖

175 读后感撰写 西行中国，红星耀空 邱映雪 咸阳市秦都区健康花城小学 二等奖

176 读后感撰写
永远的红星，永恒的中国——-《红

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胡伟莹 咸阳市渭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177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读王树增《长征》有感
刘欢 咸阳市渭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178 读后感撰写
与你同行，星海共赴——读《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有感
张横秋 咸阳市兴平市田阜初级中学 二等奖

179 读后感撰写
立足本职 开拓创新 在新时代教育
岗位上作出新成绩——学习《红二

十六军》读后感
焦丽霞 铜川高新实验学校 二等奖

180 读后感撰写 红星闪烁 精神长存 闫国宁 铜川市耀州区锦阳路寺沟初级中学 二等奖

181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实现伟大复兴 武锦华 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82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范燕琼 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83 读后感撰写 《平凡的世界》有着不平凡的力量 苏双靖 铜川市印台区阿庄镇湫洼小学 二等奖

184 读后感撰写
震撼心灵，洗礼精神——《梁家河

》读后感
薛红 渭南市华阴市城关小学 二等奖

185 读后感撰写 《长津湖》读后感 孙小瑞 渭南市华阴市黄河学校 二等奖



186 读后感撰写 重温《朝花夕拾》有感 吴芬芬 渭南市华阴市玉泉初级中学 二等奖

187 读后感撰写
让抽象的概念在“新时代”具体起
来 ——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论述摘编》有感
雷晓娜 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188 读后感撰写
平凡的岗位仍可绘就不平凡的人生

——读《梁家河》有感
徐波涛 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189 读后感撰写
读乡土红色书籍 寻家族红色血脉
——读《渭南红色地下交通线》等

史涛良 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190 读后感撰写
奋斗中成长——读《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有感
权红阁 渭南市实验初级中学 二等奖

191 读后感撰写
永远闪耀的红星——《红星照耀中

国》读后感
王明珠 渭南市实验初级中学 二等奖

192 读后感撰写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读后感 杨逢娟 渭南小学 二等奖

193 读后感撰写 一本书的故事 袁红梅 延安市富县北教场小学 二等奖

194 读后感撰写 《永不消逝的电波》读后感 郑锐 榆林高新第七小学 二等奖

195 读后感撰写 不灭的白鹿魂——读《白鹿原》有
感

朱艳艳 榆林市第十小学 二等奖

196 读后感撰写
光浮十里 长安常安——读《周恩来

传》有感
任思雨 榆林市定边县姬塬学校 二等奖

197 读后感撰写 谁言俗生不成曲——读《路遥传》 张洁 榆林市孟家湾乡初级中学 二等奖

198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精神——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高媛媛 榆林市米脂县南关小学 二等奖

199 读后感撰写 信仰的力量 梁小平 榆林市子洲县周家硷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200 读后感撰写
遥望那一片星——读《红星照耀中

国》有感
屈亚莉 商洛市丹凤县第五小学 二等奖

201 读后感撰写 以责任之光，照亮担当之路 吴楠 商洛市丹凤县寺坪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202 读后感撰写
扬“红岩精神”，做有为青年——

读《红岩》有感
卢怡 商洛市商南县恒大小学 二等奖

203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王东宁 杨凌示范区杨凌恒大小学 二等奖

204 读后感撰写 《不惧严寒  向阳而生》 李颖斌 西安沣东阿房路学校 三等奖

205 读后感撰写 青春之歌，高歌青春 雷维娜 西安沣东阿房路学校 三等奖

206 读后感撰写
革命精神代代传    红色旗帜永飘

扬    ——读《红岩》有感
郭鹏 西安沣东阿房路学校 三等奖

207 读后感撰写
茫茫林海中和皑皑雪原上的烈焰雄

心 ——《林海雪原》读后感
陈雨 西安沣东阿房路学校 三等奖

208 读后感撰写 《怀念雨来，致敬英雄》 尚海瑞 西安沣东第二小学 三等奖

209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熠熠生辉——读《红星照

耀中国》有感
薛竹馨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210 读后感撰写
《发扬伟大精神  延续红色血脉》
——读《新中国发展面对面》有感

蒋玮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211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血脉 建设美好祖国——《

林海雪原》读后感
裴册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212 读后感撰写
永远的九岁——读“小萝卜头”故

事有感
马茵茵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213 读后感撰写 《林海雪原》读书有感 杨旭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214 读后感撰写 红船精神 房岁鹏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215 读后感撰写
红色耀中华，精神传后人——读《
上甘岭：攻不破的东方堡垒》有感

贺旭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216 读后感撰写 《可爱的中国》读后感 白润菲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217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柳雨洁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218 读后感撰写
追寻红色印迹  汲取奋进力量——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陈晓丽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219 读后感撰写 读《苦难辉煌》有感 王小维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220 读后感撰写
不忘初心 奋勇前进——读《红星照

耀中国》有感
韩蜜蜜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221 读后感撰写
铮铮铁骨 百炼成钢——读《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
冀艳 西安沣东中加学校 三等奖

222 读后感撰写 国之英者，吾之光亮 金沿汐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三等奖

223 读后感撰写 泱泱华夏 吾辈自强 齐璐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三等奖

224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 守护红色江山 武婧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三等奖

225 读后感撰写 《林海雪原》 高美平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二小学 三等奖

226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 守护红色江山——读

《刘胡兰传》
刘小毅 西安高新区第三十小学 三等奖

227 读后感撰写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 胡伟 西安高新区第三十小学 三等奖

228 读后感撰写
教育的底色——读《可爱的中国》

有感
柏宇柔 西安高新区第三十一小学 三等奖

229 读后感撰写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这盛世中华

——读《培根随笔》有感
赵洁 西安高新区第十八小学 三等奖



230 读后感撰写
信仰之光熠熠生辉——读《红星闪

耀中国》
杜佳卉 西安高新区第十八小学 三等奖

231 读后感撰写
承红色基因 书潇湘篇章——读《红

色潇湘行》
许倩茹 西安高新区第十七小学 三等奖

232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李妍 西安高新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233 读后感撰写
红色中国——读《红星照耀中国》

有感
王睿雪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三等奖

234 读后感撰写 读杨沐《青春之歌》后感 庞乐乐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三等奖

235 读后感撰写
意气奋发，笃行不怠——读《梁家

河》
张悦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三等奖

236 读后感撰写 精神不朽，浩气长存 杨少蕾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三等奖

237 读后感撰写 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常云鹤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三等奖

238 读后感撰写
坚守革命初心 永葆党员本色——《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杨露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三等奖

239 读后感撰写
坚强不屈，迎难而上——读《红岩

》有感
冯俊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三等奖

240 读后感撰写 《观朝夕 掠百年 思青春》 师珮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三等奖

241 读后感撰写
自古英雄出少年 少年强则国强——

读《小马倌》有感
王天天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三等奖

242 读后感撰写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张照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三等奖

243 读后感撰写
纸短情长  伏惟珍重——读《红色

家书》
张露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三等奖



244 读后感撰写
纸短情长，伏惟珍重——读《红色

家书》有感
陈浃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三等奖

245 读后感撰写 《回顾党史 面向未来》 李嘉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三等奖

246 读后感撰写 生逢其时 不忘初心 矢志为国 杨梦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三等奖

247 读后感撰写 长在红旗下，丹心报国家 崔嬛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三等奖

248 读后感撰写 以初心守红星-读《红星照耀中国》 周亚楠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三等奖

249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慕天顺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三等奖

250 读后感撰写 《小英雄雨来》读后感 安会平 西安经开第五小学 三等奖

251 读后感撰写 勿忘历史 高越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分校 三等奖

252 读后感撰写 《红星耀中国》读后感 冯烨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分校 三等奖

253 读后感撰写 《梁家河》读后感 王亚会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分校 三等奖

254 读后感撰写 《永不消逝的电波》读后感 刘伟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分校 三等奖

255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秦瑶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分校 三等奖

256 读后感撰写
雷锋精神，永垂不朽——读《雷锋

的故事》有感
孙展 西安市航天基地富力城黄河小学 三等奖

257 读后感撰写 读《梁家河》有感 杨启媛 西安市蓝田县辋川镇西杆庙小学 三等奖

258 读后感撰写
峥嵘岁月 英雄史诗——读《保卫延

安》
邱悦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三等奖

259 读后感撰写 读《保卫延安》有感 朱小菲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三等奖

260 读后感撰写
秀水泱泱 红船依旧——读《红船精

神》有感
张馨 西安市曲江第七小学 三等奖



261 读后感撰写
以奋斗光辉照耀生命长河——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成鹏 西安市曲江第十六小学 三等奖

262 读后感撰写
红色之火，经久弥坚——读《共产

党宣言》
巩怡潇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三等奖

263 读后感撰写
用信仰和热血，畅想青春的赞歌

——《青春之歌》读后感
胡若妍 西安市曲江第一小学 三等奖

264 读后感撰写 《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张念姣 西安市曲江南湖小学 三等奖

265 读后感撰写 《中国红色体育》 李宏瑛 西安市曲江南湖小学 三等奖

266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无悔青春 张跳跳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二校 三等奖

267 读后感撰写
那抹刻在基因里的红             

——《保卫延安》读后感
杨甜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三校 三等奖

268 读后感撰写 《青春之歌》读后感 杨蓉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一校 三等奖

269 读后感撰写 国之英者 吾之光亮 闫淑伟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一校 三等奖

270 读后感撰写 学习纪实文学《梁家河》有感 左成敏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一校 三等奖

271 读后感撰写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人生——读《人

生》有感
邓晓娟 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小学 三等奖

272 读后感撰写 青春无悔 胡楠 西安市未央区枣园小学 三等奖

273 读后感撰写
卫我河山，浴血红颜——读《赵一

曼传》有感
张喜泉 西安市雁塔区北沈家桥小学 三等奖

274 读后感撰写
忆峥嵘岁月，承红岩精神——读《

红岩》有感
李婷婷 西安市雁塔区红星小学 三等奖

275 读后感撰写
扎根黄土地 魂系梁家河——读《梁

家河》
王俊梅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中心学校 三等奖



276 读后感撰写 赤子心  爱国情—读《红岩》有感 赵颖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中心学校 三等奖

277 读后感撰写
不忘初心 共创辉煌——读《苦难辉

煌》有感
王妮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中心学校 三等奖

278 读后感撰写
胸怀凌云志，毕生为中华——《为

什么是毛泽东》读后感
李月娥 西安市周至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279 读后感撰写
你我之青春，便是中国之青春——

读《觉醒年代》有感
宋文章 西安市周至县哑柏镇五联小学 三等奖

280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读

《梁家河》
杨婉珍

西咸新区创新港西安交通大学附属
小学

三等奖

281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史鹰 西咸新区创新港西安交通大学附属
小学

三等奖

282 读后感撰写 读《晚春》:古都的另一面 刘鸣宇 西咸新区创新港西安交通大学附属
小学

三等奖

283 读后感撰写
看一颗红星是如何冉冉升起的——

读《毛泽东传》有感
王延柯 西咸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三等奖

284 读后感撰写
心中的那抹红——读《红星照耀中

国》有感
张羽洁 西咸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三等奖

285 读后感撰写
国之英者，吾辈之光——读《红岩

》有感
陈科伸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286 读后感撰写 不听穿林打叶声，吟啸徐行 贾鹏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287 读后感撰写
继承不息血脉 培育祖国未来——读

《红岩》有感
郭晓丽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288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经典，育红色传人——读《

英雄雨来》有感
李盈盈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289 读后感撰写
接续红色血脉，锐意担当前行——
《中国之魂小平出山》读后感

刘随娅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290 读后感撰写
百年逐梦新征程——读《保卫延安

》有感
张艳霞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三等奖

291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家书》有感 李倩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北槐小学 三等奖

292 读后感撰写
永生的忠魂——再读小说《红岩》

有感
张欣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车辆厂小学 三等奖

293 读后感撰写 《我爱我的祖国》读后感 华玉冰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车辆厂小学 三等奖

294 读后感撰写 青春璀璨 信仰无声 赵航博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车辆厂小学 三等奖

295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赵月望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车辆厂小学 三等奖

296 读后感撰写 观《红色家书》有感 杨艳芳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三等奖

297 读后感撰写 铁窗难锁钢铁心  循光逐梦续宏篇 李亚妮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三等奖

298 读后感撰写
倾心教育热土，铸就不朽师魂——

读《耕耘录》有感
张静宁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二初级中学 三等奖

299 读后感撰写
传承长征精神 践行育人初心 ——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徐美蓉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三等奖

300 读后感撰写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读《青春之歌》有感
梁亚琼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三等奖

301 读后感撰写
传承长征精神，守护红色江山——

读《红星照耀中国》
刘亚凤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三等奖

302 读后感撰写 《红色之旅》读后感 王云云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三等奖

303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成婷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七学校 三等奖



304 读后感撰写
成功，是坚持开出的花朵——读《

苦难辉煌》
马迪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三等奖

305 读后感撰写
品读红色家书，感悟家国情怀——

读《红色家书》有感
李娜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三等奖

306 读后感撰写
延安精神 薪火赓续——读《话说延

安精神》有感
任妍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三等奖

307 读后感撰写
家书抵万金，红色基因永传承——

《红色家书》读后感
王静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三等奖

308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邓茜丹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一初级中学 三等奖

309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李琳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一初级中学 三等奖

310 读后感撰写
坚定意志 奋勇前进《人类群星闪耀

时》——读后感
王怡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和平小学 三等奖

311 读后感撰写 保家卫国，阅读《抗战为什么赢》 韩东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第四学校 三等奖

312 读后感撰写
真心体民情，真情暖民心——读《

梁家河》有感
史春红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第四学校 三等奖

313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游英雄之城南京有感
张海宁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第四学校 三等奖

314 读后感撰写 《青春之歌》读后感 王昭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315 读后感撰写
红色精神永驻心间——读《鸡毛信

》有感
程婉君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316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王丹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317 读后感撰写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

五次选择》读后感
张昕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318 读后感撰写 《为什么是中国》读后感 高晨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319 读后感撰写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读《红色
往事：镌刻在党旗上的保密故事》

有感

杜俊瑶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320 读后感撰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 杜宇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321 读后感撰写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李若兰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322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读后
感

谭明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323 读后感撰写
断肠明志不畏惧，铮铮铁骨照人心

——读《陈树湘事迹》
王丹阳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三等奖

324 读后感撰写 品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精神 安立群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三等奖

325 读后感撰写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张慧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三等奖

326 读后感撰写
传承红色精神 谱写精神华章——读

《红日》有感
韩梦娇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三等奖

327 读后感撰写
在苦难与辉煌中坚定信仰 ——《苦

难辉煌》读后感
乔雅雯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四小学 三等奖

328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全花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四小学 三等奖

329 读后感撰写 《国之英者，吾之光亮》 谢萍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正阳杨家湾小学 三等奖

330 读后感撰写 品读红岩，继往开来 董敏娜 宝鸡高新第三小学 三等奖

331 读后感撰写 《红岩》有感 任晓婧 宝鸡高新第五小学 三等奖

332 读后感撰写
经典《红岩》永不褪色——读《红

岩》
张军梅 宝鸡高新小学 三等奖

333 读后感撰写 只有红色才能救中国 李小娟 宝鸡市凤县双石铺中学 三等奖

334 读后感撰写 读《可爱的中国》有感 闫红娟 宝鸡市凤县双石铺中学 三等奖



335 读后感撰写
永恒的光辉 ——读《红星照耀中国

》有感
王淑梅 宝鸡市凤县双石铺中学 三等奖

336 读后感撰写 《红日》读后感 石春慧 宝鸡市凤县双石铺中学 三等奖

337 读后感撰写 《火种》 王粉粉 宝鸡市凤县双石铺中学 三等奖

338 读后感撰写 我们的弟弟小萝卜头 龙少娟 宝鸡市金台区西街小学 三等奖

339 读后感撰写
拜读伟人传记 坚守筑梦匠心——《

毛泽东传》读后感
兰妹 宝鸡市岐山县西机学校 三等奖

340 读后感撰写 小人物的信仰——《长征》读书分
享

段丽娟 宝鸡市渭滨区航天小学 三等奖

341 读后感撰写 《宝鸡简史》——我的枕边书 杨红玲 宝鸡市渭滨区孔家庄中心小学 三等奖

342 读后感撰写
一个小地方  一门大学问——读《

梁家河》有感
张娟 咸阳市泾阳县先锋小学 三等奖

343 读后感撰写
《春风化雨育桃李，润物无声守初

心》
邓浩博 咸阳市秦都区健康花城小学 三等奖

344 读后感撰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 梁宏 咸阳市秦都区双照办红旗小学 三等奖

345 读后感撰写
重温历史，做时代骄子——读《小

萝卜头的故事》有感
郑小英 咸阳市三原县车站小学 三等奖

346 读后感撰写 生命的高度 唐娥 咸阳市三原县陵前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47 读后感撰写 军魂——读《亮剑》有感 刘艳红 咸阳市三原县陵前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48 读后感撰写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岩》读后感
刘欣 咸阳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349 读后感撰写 红星闪闪 光耀中国 孙小东 咸阳市实验学校 三等奖

350 读后感撰写 血染长津湖 冰雪铸军魂 张丽萍 咸阳市渭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三等奖



351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 黄静 咸阳市渭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三等奖

352 读后感撰写
热血铸忠魂，致敬最可爱的人——
《上甘岭：攻不破的东方壁垒》读

后感

王焕鸽 咸阳市兴平市兴化学校 三等奖

353 读后感撰写
追忆经典，品读书香读《中国红色

教育电影连环画丛书》有感
杨卉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 三等奖

354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孙淑丽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双岭校区 三等奖

355 读后感撰写 弘扬红色精神，执着坚守教育 白瑶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双岭校区 三等奖

356 读后感撰写
红色记忆里诞生的梦——读《红岩

》有感
李瑛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双岭校区 三等奖

357 读后感撰写 重走长征路 崔利 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58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徐花荣 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双岭小学 三等奖

359 读后感撰写
点燃红色初心，感悟信仰之力——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贠娜娜 渭南市华阴市城关初级中学 三等奖

360 读后感撰写
回望历史 筑梦前行——读《红色家

书》有感
武明 渭南市华阴市城关小学 三等奖

361 读后感撰写
以诗为戈 永念和平——《抗战诗歌

》读后感
党娟 渭南市华阴市华岳初级中学 三等奖

362 读后感撰写 记忆中的红星 曹增锋 渭南市华阴市黄河学校 三等奖

363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王晓莉 延安市宝塔区第一中学 三等奖

364 读后感撰写 迎灯而行的力量 ——读《红岩》有
感

陈玲玲 延安市富县南教场小学 三等奖

365 读后感撰写
英雄实伟大——《刘志丹的故事》

读后感
刘玮 延安市刘志丹红军小学 三等奖



366 读后感撰写
永不磨灭的信仰——《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读后感
郭华 延安市子长市杨家园则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367 读后感撰写 伟大与崇高——《红岩》读后琐记 刘毅 榆林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368 读后感撰写
《党费》读后感——党费，笃行的

信仰
尹妮妮 榆林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369 读后感撰写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郭亚芬 榆林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370 读后感撰写 《保卫延安》读后感 钞妮妮 榆林市第六小学 三等奖

371 读后感撰写
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读《不能忘

记的历史》有感
刘艳 榆林市第十小学 三等奖

372 读后感撰写
永恒的红星——读《红星照耀中国

》有感
张月梅 榆林市第十一中学 三等奖

373 读后感撰写
走在阳光道上，怀揣教育梦想——

读《梁家河》
杨荣荣 榆林市第十一中学 三等奖

374 读后感撰写
心怀信仰，砥砺前行——读《永不

消逝的电波》有感
万潇雅 榆林市第十一中学 三等奖

375 读后感撰写 读《野草》有感 李文佳 榆林市第十一中学 三等奖

376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王艳红 榆林市定边县第一小学 三等奖

377 读后感撰写 保卫延安 杏萌郁 榆林市定边县向阳小学 三等奖

378 读后感撰写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行

》读后感
杨倩 榆林市高新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379 读后感撰写
红岩精神永远在我心中——读《红

岩》有感
常晶 榆林市米脂县南关小学 三等奖

380 读后感撰写 我们还在走——读《遵义会议》有
感

高宁 榆林市绥德师范附属小学 三等奖



381 读后感撰写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读《平凡的

世界》有感
马琴 榆林市绥德县名州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82 读后感撰写
感悟初心使命  强化责任担当 ——
读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郑晓军 榆林市绥德中学 三等奖

383 读后感撰写
春华秋实，洗尽铅华——观《我和

我的祖国》有感
李亚亚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84 读后感撰写 《长征路上的故事》读后感 刘卉杰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85 读后感撰写
当时不杂，既过不恋——读《生死

疲劳》
张彩云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86 读后感撰写 《觉醒年代》读后感 张莹莹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87 读后感撰写 《保卫延安》读后感 刘佳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88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感

王崇芬 榆林市子洲县第二小学 三等奖

389 读后感撰写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感 王海静 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90 读后感撰写
传承长征精神 践行育人初心——读

《长征》
陈涛 商洛市丹凤县寺坪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91 读后感撰写 读《小萝卜头故事》有感 张敏 商洛市丹凤县庾岭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92 读后感撰写 好书推荐《青春之歌》 李小玲 商洛市山阳县城区第二小学 三等奖

393 读后感撰写 好书推荐《保卫延安》 田锋  孙婷婷 商洛市商南县城关第六小学 三等奖

394 读后感撰写
读红色故事  传红色文化              

——学习《红色商南》读后感
王侠 商洛市商南县城关第五小学 三等奖

395 读后感撰写 读《红岩》有感 刘英 商洛市商南县金丝峡镇毕家湾小学 三等奖

396 读后感撰写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刘超 商洛市商南县鹿城中学 三等奖



397 读后感撰写 《舍小家为大家》 陈莹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白浪九年制学
校

三等奖

398 读后感撰写 红烛心向党，素履就华章 郭有文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99 读后感撰写 《红岩》读后感 朱燕燕 商洛市商南县赵川镇魏家台中心小
学

三等奖

400 读后感撰写
“懦者”的英雄主义 “智者”的悲

悯情怀——读《重生》有感
屈智文 商洛市小学 三等奖

401 读后感撰写 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红色江山 曹树湘 商洛市小学 三等奖

402 读后感撰写
写于牢狱 忠于信仰——读《可爱的

中国》
王月 杨凌示范区杨凌恒大小学 三等奖

403 读后感撰写
星火微茫，青年不惘——读《觉醒

年代》有感
张力文 杨凌示范区杨凌恒大小学 三等奖

404 读后感撰写
可爱的中国，如您所愿——读《可

爱的中国》有感
李兰 杨凌示范区杨凌恒大小学 三等奖

405 读后感撰写 读《梁家河》有感 康拖转 神木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