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类别 作品名称 姓 名 学校名称 获奖等级

1 好书推荐 家校携手，共塑品格 郭紫薇 西安浐灞龙湖小学 一等奖

2 好书推荐 《微习惯》好书推荐 王珍 西安浐灞龙湖小学 一等奖

3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赵丽 西安浐灞龙湖小学 一等奖

4 好书推荐 “传承文化  家校共读” 汤朋梅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一等奖

5 好书推荐 参赛作品《金字塔原理》 杨小平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一等奖

6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王宵宵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一等奖

7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书籍推荐 杨瑶 西安沣东中加学校 一等奖

8 好书推荐 《传承家风家训，弘扬高尚品德》 武帅帅 西安沣东中加学校 一等奖

9 好书推荐 家书传递深情 张丽丽 西安高新第九小学 一等奖

10 好书推荐 读《苏东坡传》探苏家教子秘方 邵伟 西安高新国际学校 一等奖

11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张淑娅 西安高新国际学校 一等奖

12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康晔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一等奖

13 好书推荐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刘桦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一等奖

14 好书推荐 一本有感染力的书 陈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15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推荐 李婧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16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李秀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17 好书推荐 微习惯 郑晰文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一等奖

“传承文化·家校共读”主题教师作品获奖名单



18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白杨 西安市蓝田县焦岱镇柳家湾小学 一等奖

19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代娟妮 西安市曲江第八小学 一等奖

20 好书推荐 斜杠青年苏东坡 郭凯 西安市曲江第二小学 一等奖

21 好书推荐 让爱温暖每个孩子 翟莹莹 西安市曲江第七小学 一等奖

22 好书推荐 一本家书 万千情怀——好书推荐之《傅雷家书》 廖佳玮 西安市曲江第三小学 一等奖

23 好书推荐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读后感 翟慧 西安市曲江第十四小学 一等奖

24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李晓静 西安市曲江第十四小学 一等奖

25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傅雷家书》 李敏 西安市曲江第十四小学 一等奖

26 好书推荐 成长路上的人生哲学 郭岸麟 西安市未央区凹里普小 一等奖

27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苏东坡传》 蔺莉娜 西安市未央区关庙小学 一等奖

28 好书推荐 做一名温柔且坚定的老师——读《最温柔的教养》有
感

王芬萍 西安市雁塔区雁祥学校 一等奖

29 好书推荐 做生活的勇士 徐静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一等奖

30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微习惯》 夏俭桂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一等奖

31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爱的教育》 张瑾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一等奖

32 好书推荐 作品《父母的语言》 秦博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一等奖

33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张红彦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一等奖

34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好书推荐 李娜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一等奖

35 好书推荐 读安徒生童话 韦君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和平小学 一等奖



36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写给年轻人的中国智慧》 王怡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和平小学 一等奖

37 好书推荐 在红楼梦里读懂中国 何滢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第三小学 一等奖

38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好书推荐 刘力渊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一等奖

39 好书推荐 作品《微习惯》 王丹阳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一等奖

40 好书推荐 心有童话，向美而行 李怡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一等奖

41 好书推荐 人性的光辉在此刻点亮 肖泓玥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42 好书推荐 山间明月 岭上梅花——读《苏东坡传》有感 刘佳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43 好书推荐 作品《最温柔的教养》 李庆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一等奖

44 好书推荐 推荐读《爱的教育》 王巧侠 宝鸡高新第五小学 一等奖

45 好书推荐 给孩子一颗强大的心脏 闫书红 宝鸡高新小学 一等奖

46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苟瑞娟 宝鸡陇县秦源小学 一等奖

47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读后感悟 孙军红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初级中学 一等奖

48 好书推荐 做教育路上的播爱者 杨美琪 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中街小学 一等奖

49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罗凯利 咸阳市礼泉县城关镇仓房巷小学 一等奖

50 好书推荐 再读《安徒生童话》有感 张惟晴 咸阳市兴平市东城办黄河小学 一等奖

51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宋孜研 咸阳天王学校 一等奖

52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支娜娜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 一等奖

53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 张玮玮 延安市黄龙县中心小学 一等奖



54 好书推荐 推荐阅读《苏东坡传》 张同雁 榆林高新区第十二小学 一等奖

55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李玟 榆林市第八小学 一等奖

56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爱的教育》 郑娟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一等奖

57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爱的教育》 张亚华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一等奖

58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好书推荐 张乐 榆林市第二十一小学 一等奖

59 好书推荐 原谅 王荣娥 榆林市第二小学 一等奖

60 好书推荐 《安徒生童话》推荐 赵慧 榆林市米脂县华润希望小学 一等奖

61 好书推荐 推荐阅读《快乐王子》 高媛媛 榆林市米脂县南关小学 一等奖

62 好书推荐 东坡老肉尝不尽，千年万年盘中餐 张晓玲 榆林市绥德中学 一等奖

63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考试脑科学》 韦艳红 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镇初级中学 一等奖

64 好书推荐 《微习惯》推荐 鬲楠楠 商洛市山阳县板岩镇中心小学 一等奖

65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读后感 汪敏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一等奖

66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傅雷家书》 王婧 商洛市商南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等奖

67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好书推荐 张秋霞 商洛市商州区第二小学 一等奖

68 好书推荐 重温童话 诗意生活 李雯 商洛市小学 一等奖

69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任鸽 杨凌恒大小学 一等奖

70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推荐 李兰 杨凌恒大小学 一等奖

71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分享推荐 李兰 杨凌恒大小学 一等奖



72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田晶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小学 二等奖

73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傅雷家书》 王梦琳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二等奖

74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关琪 西安沣东阿房路学校 二等奖

75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 赵晓庆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二等奖

76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 周聪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二等奖

77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程家园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二等奖

78 好书推荐 考试脑科学 岳鑫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二等奖

79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傅雷家书》 张蕾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二等奖

80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林语堂《苏东坡传》 李宣莹 西安沣东中加学校 二等奖

81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齐茹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二等奖

82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读后感 刘秦剑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二等奖

83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读后感 杨晓瑜 西安高新第二学校 二等奖

84 好书推荐 《杜甫传》推荐阅读 王蕊 西安高新第九小学 二等奖

85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爱的教育》 张一凡 西安高新第九小学 二等奖

86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谭妮 西安高新第七小学 二等奖

87 好书推荐 活在小小的人世间，其实勇敢并不难——《老人与海
》读后感

刘凡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二等奖

88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好书推荐 王莉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二等奖

89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正面管教》 宋婷婷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三小学 二等奖



90 好书推荐 在《红楼梦》里读懂中国好书推荐 种刘敏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一小学 二等奖

91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吕婷婷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一小学 二等奖

92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蔡音 西安高新区第十八小学 二等奖

93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书目推荐 张丽 西安高新区第十八小学 二等奖

94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刘天真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二等奖

95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卫睿萍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二等奖

96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推荐 辛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二等奖

97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书目推荐 陈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二等奖

98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永恒的信 张嘉琪 西安经开第十二小学 二等奖

99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王婷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00 好书推荐 关心 理解 宽容 王引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01 好书推荐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张月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02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爱的教育》 何亚丽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二等奖

103 好书推荐 读《苏东坡传》有感 丁文萱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二等奖

104 好书推荐 “传承文化.家校共读”—好书推荐《傅雷家书》 孙兰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二等奖

105 好书推荐 读《傅雷家书》有感 王娟 西安市浐灞第八小学 二等奖

106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成冰 西安市浐灞第十学校 二等奖

107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冯朝宇 西安市蓝田县滋水学校 二等奖



108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荐书稿 冯子桐 西安市蓝田县滋水学校 二等奖

109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 张娟 西安市曲江第七小学 二等奖

110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翁飞 西安市曲江第十二小学 二等奖

111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 邱敏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宫小学 二等奖

112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读后感 司珍苗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宫小学 二等奖

113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爱的教育》 张朋博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宫小学 二等奖

114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朱亚峰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二校 二等奖

115 好书推荐 推荐一本好书《爱的教育》 付宁瑞 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小学 二等奖

116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栗庆珍 西安市雁塔区红星小学 二等奖

117 好书推荐 马可波罗游记 冯沙沙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办事处八一小学 二等奖

118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周阳 西安市周至县楼观镇东楼小学 二等奖

119 好书推荐 读过《夜航船》，灵魂才有趣 马晓会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20 好书推荐 《做温和而坚定的父母，让爱在对话中流动》 王料料 西咸新区第一小学 二等奖

121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卫换换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22 好书推荐 爱自己·爱生活——《苏东坡传》 党超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23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李倩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24 好书推荐 《师者爱人》 袁倩倩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25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刘雪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26 好书推荐 推荐书籍《父母的语言》 钟琳琳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二等奖

127 好书推荐 解码青春期 景翠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二等奖

128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读后感 李函旭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二等奖

129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高珍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高新学校 二等奖

130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之《安徒生童话》 黄晨静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二等奖

131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 姬亚青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二等奖

132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好书推荐 张真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二等奖

133 好书推荐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曹玉涵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二等奖

134 好书推荐 读《最温柔的教养》有感 许姗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二等奖

135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好书推荐 姚瑶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四小学 二等奖

136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杨红玲 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孔家庄中心小学 二等奖

137 好书推荐 品读《夜航船》 王敏 咸阳市泾阳县先锋小学 二等奖

138 好书推荐 走近东坡 雷晓莉 咸阳市秦都区二印学校 二等奖

139 好书推荐 不一样的博物馆---《失落的艺术》 杨静 咸阳市秦都区二印学校 二等奖

140 好书推荐 传承文化家校共读 拓倩 咸阳市秦都区二印学校 二等奖

141 好书推荐 《解码青春期》 李莹 铜川市宜君县云梦乡县口完全小学 二等奖

142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郭莲琪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 二等奖

143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读书有感 赵芳 渭南市华阴市城关小学 二等奖



144 好书推荐 《微习惯》书籍推荐 许莉娜 延安市新区第二中学 二等奖

145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 曹雪利 榆林高新区第二中学 二等奖

146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何彩芬 榆林市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学校 二等奖

147 好书推荐 推荐书《安徒生童话》 高于童 榆林市定边县向阳小学 二等奖

148 好书推荐 我分享的书《父母的语言》 景凯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49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之《傅雷家书》 吴琪美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50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推荐理由 申朵朵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151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最温柔的教养》 王浩欣 商洛市山阳县城区第二初级中学 二等奖

152 好书推荐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杨祥稳 商洛市山阳县城区第三小学 二等奖

153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刘奕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二等奖

154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韩宝珍 商洛市商州区第二小学 二等奖

155 好书推荐 安徒生童话 李雯 商洛市小学 二等奖

156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李书煜 商洛市小学 二等奖

157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 李影 杨凌恒大小学 二等奖

158 好书推荐 群星闪耀的时刻 孙紫微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三等奖

159 好书推荐 推荐书目《父母的语言》 卜佳婧 西安浐灞龙湖小学 三等奖

160 好书推荐 安徒生童话 马金航 西安浐灞龙湖小学 三等奖

161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赵茜 西安浐灞龙湖小学 三等奖



162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郭倩倩 西安电子科技中学 三等奖

163 好书推荐 《夜航船》 王浩 西安沣东阿房路学校 三等奖

164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读后感 董欣欣 西安沣东第三小学 三等奖

165 好书推荐 感受爱的力量—《爱的教育》好书推荐 孙梅 西安沣东第三小学 三等奖

166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刘倩 西安沣东第三小学 三等奖

167 好书推荐 推荐《苏东坡转》 李振萍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168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郭美华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169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任敏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170 好书推荐 星星之火 李金龙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171 好书推荐 《孩子的品格》 王娜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172 好书推荐 《为什么长大》 王刘婷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173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推荐 高雅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174 好书推荐 孩子的品格 王艳 西安沣东第一学校 三等奖

175 好书推荐 《解码青春期》 李翠娜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176 好书推荐 《为什么长大》 贺洁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177 好书推荐 走进苏轼的一生 陈晓丽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178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武晓庆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179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 韩蜜蜜 西安沣东实验小学 三等奖



180 好书推荐 藏在文字中的爱 李玉 西安高新第二小学 三等奖

181 好书推荐 《如何让孩子自觉又主动》 李赛 西安高新第七小学 三等奖

182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张莹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 三等奖

183 好书推荐 《金字塔原理》荐读 鱼鑫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三小学 三等奖

184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王轶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185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刘宣妤 西安高新区第二十一小学 三等奖

186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董启迪 西安高新区第十八小学 三等奖

187 好书推荐 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 张慧君 西安高新区第十八小学 三等奖

188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 杨红涛 西安高新区第十二小学 三等奖

189 好书推荐 如何让孩子自觉又主动 王月绒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三等奖

190 好书推荐 推荐书目《小英雄雨来》 姬瑞 西安航天基地富力城黄河小学 三等奖

191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屈群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三等奖

192 好书推荐 重拾《傅雷家书》 彭玲玲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三等奖

193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白春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三等奖

194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苏东坡传》 徐婧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三等奖

195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夜航船》 李欣梅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三等奖

196 好书推荐 图书推荐《为什么长大》音频 赵媛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三等奖

197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张倩文 西安经开第五小学 三等奖



198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杜敏 西安曲江德闳学校 三等奖

199 好书推荐 荐书《苏东坡传》 刘溪瑶 西安曲江德闳学校 三等奖

200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陈乐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三等奖

201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王梦迪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三等奖

202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周丽 西安市浐灞第八小学 三等奖

203 好书推荐 陪孩子终身成长 董锦钰 西安市浐灞第十学校 三等奖

204 好书推荐 微习惯 田瑶瑶 西安市第五十中学 三等奖

205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程金华 西安市高陵区兴国小学 三等奖

206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李宁利 西安市户县大王东小学 三等奖

207 好书推荐 能讲究，也能将就 杨冬雪 西安市经开第六中学 三等奖

208 好书推荐 夜航船 王瑾 西安市蓝田县滋水学校 三等奖

209 好书推荐 失败与成功的一念之差 张佳卓 西安市曲江第六小学 三等奖

210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王丽芳 西安市曲江第六小学 三等奖

211 好书推荐 读《傅雷家书》有感 刘婷 西安市曲江第七小学 三等奖

212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好书推荐 康莘 西安市曲江第七小学 三等奖

213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钟红红 西安市曲江第七小学 三等奖

214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 田荣 西安市曲江第十四小学 三等奖

215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傅雷家书》 辛春林 西安市曲江第十四小学 三等奖



216 好书推荐 超好读的百科全书——《夜航船》 杨璐 西安市曲江第十四小学 三等奖

217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熊世丹 西安市曲江第五小学 三等奖

218 好书推荐 一起开始微习惯吧 高小凤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宫小学 三等奖

219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陈月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宫小学 三等奖

220 好书推荐 走进童话王国 刘萍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宫小学 三等奖

221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吕婷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宫小学 三等奖

222 好书推荐 论家庭教育中父母对人生的影响 王灵洁 西安市未央区阿房路三校 三等奖

223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梁歆雅 西安市未央区关庙小学 三等奖

224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最温柔的教养》 周文静 西安市未央区关庙小学 三等奖

225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葛鹏利 西安市未央区关庙小学 三等奖

226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最温柔的教养》 姚丽敏 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小学 三等奖

227 好书推荐 一生闪耀，一生流离—《苏东坡传》 潘路路 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小学 三等奖

228 好书推荐 快乐智慧，如沐春风 查展 西安市阎良区六三0中学 三等奖

229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杜甫传》 赵贻瑾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路小学 三等奖

230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欧阳默筠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路小学 三等奖

231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周丽 西安市雁塔区燎原小学 三等奖

232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微习惯 吕慧 西安市雁塔区雁祥学校 三等奖

233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父母的语言》 张燕 西安市雁塔区雁祥学校 三等奖



234 好书推荐 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 王菲菲 西安市雁塔区雁祥学校 三等奖

235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张燕 西安市雁塔区雁祥学校 三等奖

236 好书推荐 安徒生童话 王欢欢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办事处八一小学 三等奖

237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读后感 武雪妮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办事处八一小学 三等奖

238 好书推荐 做温柔而坚定的父母 万姣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中心学校 三等奖

239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高亚宁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中心学校 三等奖

240 好书推荐 孩子的品格 汪娇娇 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中心学校 三等奖

241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常春玲 西安市长安区实验小学 三等奖

242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宋婷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三等奖

243 好书推荐 以爱育爱——《爱的教育》读后感 赵蕊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三等奖

244 好书推荐 家校共读  遇见美好 罗丹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八小学 三等奖

245 好书推荐 推荐图书《给青少年的中国文化课》 舒歆晨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三等奖

246 好书推荐 传承文化·家校共读 崔欣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三等奖

247 好书推荐 给青少年的中国文化课 舒歆晨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三等奖

248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赵宇瑶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九小学 三等奖

249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老人与海》 陈美华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250 好书推荐 安徒生童话 赵明悦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251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侯嘉麟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二学校 三等奖



252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石荟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三等奖

253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推荐 许晨阳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三等奖

254 好书推荐 《孩子的品格》之“书和远方” 冯红娟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三等奖

255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黄丹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三学校 三等奖

256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王梦迪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四小学 三等奖

257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赵紫裕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四小学 三等奖

258 好书推荐 最温柔的教养 刘东梅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第四小学 三等奖

259 好书推荐 用最温柔的方式 做最温柔的教养 刘银侠 宝鸡高新第五小学 三等奖

260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 刘艳梅 宝鸡市陈仓区磻溪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261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推荐） 刘红 宝鸡市陈仓区磻溪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262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顿利琴 宝鸡市陇县秦源小学 三等奖

263 好书推荐 做一个有爱的人 文林芳 宝鸡市陇县秦源小学 三等奖

264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李晶晶 宝鸡市陇县秦源小学 三等奖

265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郭瑞宁 宝鸡市陇县秦源小学 三等奖

266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吕晓杰 宝鸡市陇县秦源小学 三等奖

267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顿利琴 宝鸡市陇县秦源小学 三等奖

268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杨兴录 咸阳市淳化县十里塬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269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仇红 咸阳市泾阳县先锋小学 三等奖



270 好书推荐 《安徒生童话》 陈敏 咸阳市泾阳县先锋小学 三等奖

271 好书推荐 合理利用时间，高效学习 胡勇娜 咸阳市泾阳县先锋小学 三等奖

272 好书推荐 人类群星闪耀时 李梅 咸阳市泾阳县先锋小学 三等奖

273 好书推荐 让爱充满校园 侯静 咸阳市马庄镇直堡小学 三等奖

274 好书推荐 读后感 任晓华 咸阳市秦都区二印学校 三等奖

275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周亚维 咸阳市秦都区二印学校 三等奖

276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王倩 咸阳市秦都区沣东办北槐小学 三等奖

277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金鲜荣 咸阳市秦都区沣东办初级中学 三等奖

278 好书推荐 让爱充满校园 侯静 咸阳市秦都区马庄镇直堡小学 三等奖

279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冯雪艳 咸阳市秦都怡心学校 三等奖

280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刘妍 咸阳市三原县独李镇贺段小学 三等奖

281 好书推荐 对床夜雨手足情 刘蕾 咸阳市兴平市东城办黄河小学 三等奖

282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史欣 咸阳天王学校 三等奖

283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读书分享 张含 咸阳天王学校 三等奖

284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杨秋静 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孝义坊小学 三等奖

285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王新怀 铜川市宜君县尧生镇雷塬中心小学 三等奖

286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 刘莎 铜川市中国工农红军照金红军小学 三等奖

287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爱的教育》 刘淑萍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 三等奖



288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推荐 王雪青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 三等奖

289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姚露露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 三等奖

290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老人与海》 杨静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 三等奖

291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姚露露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 三等奖

292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郭莲琪 渭南市富平县陕压小学 三等奖

293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苏东坡传》 李小娟 渭南市华阴市城关小学 三等奖

294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傅雷家书》 张蕾 延安市实验中学 三等奖

295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如何让孩子自觉又主动》 白小娟 延安市新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296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刘晓静 延安市新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297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考试脑科学》 常雪霞 榆林高新第四小学 三等奖

298 好书推荐 解码青春期 刘小美 榆林高新第五小学 三等奖

299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艾妍慧 榆林高新区第二中学 三等奖

300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张欢欢 榆林市第八小学 三等奖

301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爱的教育》 王亚梅 榆林市定边县向阳小学 三等奖

302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爱的教育》 马婧 榆林市定边县向阳小学 三等奖

303 好书推荐 《为什么长大》 郭柯 榆林市定边县向阳小学 三等奖

304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刘青 榆林市府谷县前石畔九年制学校 三等奖

305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推荐 马春艳 榆林市横山区塔湾镇中学 三等奖



306 好书推荐 做合格父母 高云云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07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王妮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08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常娇娇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09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王心妍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0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 牛婷婷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1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为什么长大》 崔晓娟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2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 韩美凤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3 好书推荐 品鉴《傅雷家书》 李丹丹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4 好书推荐 父母的语言 高田田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5 好书推荐 马可波罗游记读后感 薛芸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6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好书推荐 马玉蓉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7 好书推荐 《微习惯》好书推荐 高雨荣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8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高慧 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19 好书推荐 安徒生童话 陈涛 商洛市丹凤县寺坪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20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周传娥 商洛市山阳县城区第三小学 三等奖

321 好书推荐 苏东坡传 朱筱 商洛市山阳县城区第三小学 三等奖

322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成燕 商洛市山阳县城区第三小学 三等奖

323 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苏东坡传》 陈筱 商洛市山阳县户家塬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24 好书推荐 安徒生童话 敬翠 商洛市山阳县户家塬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325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荐书 袁寿怀 商洛市山阳县天竺山镇碥头小学 三等奖

326 好书推荐 如何让孩子自觉又主动 李海玲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27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读后感 谢小平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28 好书推荐 杜甫传好读推荐 王亚丽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29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读后感 汪桂芳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30 好书推荐 写给年轻人的中国智慧 刘博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31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殷小红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32 好书推荐 傅雷家书 张亚平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33 好书推荐 在《红楼梦》里读懂中国 齐萌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334 好书推荐 读《老人与海》有感 付永霞 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春蕾小学 三等奖

335 好书推荐 《爱的教育》 曹瑞玲 商洛市商南县赵川镇魏家台中心小学 三等奖

336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王首玉 商洛市商州区夜村镇甘河小学 三等奖

337 好书推荐 读《傅雷家书》有感 董杨 杨凌恒大小学 三等奖

338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陈伊雯 杨凌恒大小学 三等奖

339 好书推荐 读《孩子的品格》有感 魏利娜 杨凌恒大小学 三等奖

340 好书推荐 老人与海 王震 杨凌恒大小学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