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大学生中华经典美文诵读活动”
推荐名单

诵读金星作品（30 件）

序号 标题 作者 单位

1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张智超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 《回答》 胡一君 北华大学图书馆

3 《梦游天姥吟留别》 艾孜尔江·艾尔斯兰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4 《阿房宫赋》 付智广 常州工学院图书馆

5 《沁园春•雪》 颜必行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6 《我的母亲》（节选） 吕书扬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7 《短歌行》 姚宇琦 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8 《鲜活的不老情》 张元浩 汉口学院图书馆

9 《我用残损的手掌》 吴佳佳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10 《我的心》 刘东鑫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11 《匆匆》 张子辰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12 《钗头凤·红酥手》 赵展志、皮福玲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13 《琵琶行》 林小淳、阚瑞 兰州大学图书馆

14 《相信未来》 周钇铭、孙铭珠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15 《我的南方和北方》 鹿遥、周颖仪 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16 《背影》（节选） 孙启菡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17 《出师表》 潘嵘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18 《不朽》 刘杨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19 《囚歌》《我的“自白”书》 郭恒辰、刘弘志 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

2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覃浩天 琼台师范学院图书馆



21 《中国军魂》 孙铭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22 《前赤壁赋》 胡译文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23 《逆光的翅膀》 周煜堃、程涛 武汉大学图书馆

24 《木兰诗》 柳梦媛 武汉体育学院图书馆

25 《热爱生命》（组诗） 李柔慧、曾治轲 湘潭大学图书馆

26 《记念刘和珍君》 赵欣雨 延安大学图书馆

27 《匆匆》 方璐 长江大学图书馆

28 《少年中国说》 邓静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29 《女子的一生》 陆凯欣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30 《岳阳楼记》 荣刘威 湖北经济学院图书馆

诵读银星作品(50 件)

序号 标题 作者 单位

1 《春江花月夜》 王乐 安徽工业大学图书馆

2 《南方的夜》 邢宇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 《匆匆》 王敬磊、汪菊 安徽新华学院图书馆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盛可文 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

5 《中国话》 武永波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图书馆

6 《土地的誓言》 宫文帅 大连医科大学图书馆

7 《大漠敦煌》 陈嘉英、刘肇灯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8 《琵琶行》 张倩、张汉培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 《乌骓别霸王》 贾云腾、党予童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图书馆

10 《当时我们选择了这座城市》 洪诗婷 贵阳学院图书馆

11 《回答》 刘东栩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12 《杨开慧的一封信》 刘彦君 汉口学院图书馆

13 《采蒲台的苇》 朱原江、于硕 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14 《不朽》 李雨璇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图书馆

15 《青春中国》 张琴、陈帅帅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16 《大漠敦煌》 谢沐辰、郭润雪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17 《中国精神》 郝少琨、刘菁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18 《听听那冷雨》 张丹曦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19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张天琪、王红羽 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20 《青春中国》 林锦湃 惠州学院图书馆

21 《相信未来》 刘洋 吉林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22 《兵车行》 刘博皓 兰州大学图书馆

23 《将进酒》 林小淳 兰州大学图书馆

24 《凤凰涅槃》 燕怡君、熊勇智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25 《岳阳楼记》 嵇睿杰 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26 《少年中国说》 雷新然、杨梓灿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7 《野草》题辞 吴浩男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28 《匆匆》 蔡清誉 宁波财经学院图书馆

29 《相信未来》 张天赐 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

30 《兰亭集序》 孙艺原 琼台师范学院图书馆

31 《荷塘月色》 张佳丽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32 《杨开慧的来信》 刘彧 山西传媒学院图书馆

33 《我的祖国》 常仪 山西大学图书馆

34 《小红门》 王鶯 深圳大学图书馆

35 《一见石城，遇见永恒》 李金龙、杨海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36 《书论》（节选） 张鹏凯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7 《美哉诗经》 张雯茜、鄢诗洁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38 《匆匆》 陈瑶 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

39 《不朽的军魂》 李宇峰、刘秋月 通化师范学院图书馆



40 《可爱的中国》 刘宇泽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图书馆

41 《将进酒》 齐朋坤 武汉工程大学图书馆

42 《兵马俑》 申泽林、史沐宣琪 武汉体育学院图书馆

43 《春江花月夜》 张锦晗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44 《出师表》 曹嘉阳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

45 《我们仨》 宋相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46 《将进酒》 刘艺博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图书馆

47 《诗意中国》 谷鉴岚 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

48 《青春中国》 杨明 湖北经济学院图书馆

49 《木兰辞》 陈佳伟 湘潭大学图书馆

50 《姥姥我想你了》 高健 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

诵读铜星作品(100 件)

序号 作品 作者 单位

1 《中国梦+盛世中国》 王妍 安徽建筑大学图书馆

2 《虞姬别霸王》 耿瑶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 《英雄》 吕德峰 北华大学图书馆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李恒然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5 《祖国（或以梦为马）》 王柏涵 常州工学院图书馆

6 《致橡树》 杨阳 大连医科大学图书馆

7 《与妻书》 黄琳涵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8 《祖国的南方，有一条江》 叶雯文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 《岳阳楼记》 张汉培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0 《以梦为马》 谭斐瑶 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11 《将进酒》 周煜喆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图书馆

12 《木兰辞》 曾爽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13 《荷塘月色》（节选） 韦丽静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14 《木兰辞》 殷媛媛 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15
《我希望你以军人的身份重

生——致额尔金勋爵》
李易君、叶港澳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16 《等待》 匡乘庆、陈祎楠 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17 《山雀子噪醒的江南》 施智凯、李雨珊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图书馆

18 《雪》 王蔓岚 湖北医药学院图书馆

19 《九歌•山鬼》 陈相君 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

20 《短歌行》 林星宇 湖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21 《读中国》 汪雨薇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22 《永生的和平鸽》 凌晓雨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23 《楼兰新娘》 文绚逸 湖南信息学院图书馆

24 《劝学》 郑林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25 《琵琶行》 殷小曼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26 《我用残损的手掌》 徐昕玥 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27 《梦游天姥吟留别》 石一悦 怀化学院图书馆

28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刘轩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29 《离骚》（节选） 黄晓璇 惠州学院图书馆

30 《我用残损的手掌》 陈雯 吉首大学图书馆

31 《匆匆》 朱浩然 济宁医学院图书馆

32 《相信未来》 陈彬彬 江汉大学图书馆

33 《记念刘和珍君》 戴敬宜 江苏大学图书馆

34 《我喜欢出发》 周雨 江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35 《满江红》 杨梓建 荆楚理工学院图书馆

36 《赤壁赋》 昌琦芝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37 《爱莲说》 宋夏莲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38 《春江花月夜》 敖嘉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9 《当我死时》 陈思颖 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

40 《沁园春•雪》 王文博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1 《星星变奏曲》 钱佳慧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2 《论语》 朱雨婷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图书馆

43 《在山的那边》 薛舒静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图书馆

44 《将进酒》 胡富钦 南开大学图书馆

45 《琵琶行》 柴皓凱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46 《相信未来》 何雨晨 宁波大学图书馆与信息中心

47 《陈情表》 孙冉 青岛滨海学院图书馆

48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苏宏超 青岛大学图书馆

49 《不为什么》 王晓丽 山东女子学院图书馆

50 《红楼梦》（节选） 董文静 上海大学图书馆

51 《沁园春•雪》 张盛鹏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2 《中国经典文化作品诵读》 圣运、尼蔓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53 《将进酒》 成素琦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4 《请铭记，雾重庆》（节选） 王青青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55 《长恨歌》 刘雨函、张力丹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56 《再别康桥》 吕辰蕾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57 《我用残损的手掌》 陈方劼元 泰州学院图书馆

58 《桃花源记》 张帅、孙佳怡 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

59 《你》 诸彦佟、王梦茹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图书馆

60 《赤壁赋》 李月 天津天狮学院图书馆

61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张琦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图书馆

62 《阿房宫赋》（节选） 赵泓州 武昌首义学院图书馆

63 《等待春天》 王娜娜 武昌首义学院图书馆

64 《月光下的中国》 李昊阳 武汉大学图书馆



65
《抗疫进行时 中国正在崛

起》
张雨欣 武汉工商学院图书馆

66 《可爱的祖国》 施依璇、潘俊杰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图书馆

67 《白衣天使，我想对你说》 谷闻越 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

68 《相信未来》 罗璇 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

69 《致橡树》 李凯源 武汉商学院图书馆

70 《要给父亲当一回父亲》 王瀚闻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图书馆

71 《青年是早晨初升的太阳》 王义强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图书馆

72 《将进酒》 彭奕博 湘潭大学图书馆

73 《秋夜》 张鑫 徐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74 《匆匆》 赵凡 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

75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柳娜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76 《我的爸爸》 闫洁玉 长江大学图书馆

77 《中国少年说》 马佳慧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78 《祖国（或以梦为马）》 章珑珑、刘一博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图书馆

79 《教我如何不想她》 张伊杨 浙江财经大学图书馆

80 《再别康桥》 吴璇、李旻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

81 《我的南方和北方》 张肖同、汪金戈 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

82 《我是生命永恒的帝王》 林舒心、林俊杰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83 《再别康桥》 柴可悦、李琼波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84 《平凡的世界》 胡慧杰、刘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85 《青春中国》 李相宇 中南大学图书馆

86 《致橡树》 龙施雨 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87 《无字碑歌》 张美娇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88 《我用残损的手掌》 王吉玉 淄博职业学院图书馆

89 《梦游天姥吟留别》 许恩虎 武汉体育学院图书馆

90 《木兰辞》 梁珍 吉林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91 《我是中国人》 赖彦祺 武汉大学图书馆

9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苏哲 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

93 《九歌 国殇》 张正煜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94 《小桔灯》 王晓彤 深圳大学图书馆

95 《我用残损的手掌》 葛子豪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图书馆

96 《满江红》 赵天宇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图书馆

97 《赤壁赋》 唐丽杰 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98 《木兰辞》 耿德智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图书馆

99 《念奴娇·赤壁怀古》 余昌洲 中南大学图书馆

100 《蜀道难》 常城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星级指导老师(30 名)

序号 单位 指导老师 指导选手

1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路贺龙 张智超

2 北华大学图书馆 丁婷婷 胡一君

3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郭杰、周培培、张宏 艾孜尔江·艾尔斯兰

4 常州工学院图书馆 周璇、张军 付智广

5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喻梦倩、杨家燕、高晓晶 颜必行

6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孟翀 吕书扬

7 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唐银、蒋梅芳、阳桂春 姚宇琦

8 汉口学院图书馆 文君 张元浩

9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黄华 吴佳佳

10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杰晶 刘东鑫

11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彭媛 张子辰

12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方志向 赵展志、皮福玲

13 兰州大学图书馆 赵赟、常亮 林小淳、阚瑞



14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胡巍可 周钇铭、孙铭珠

15 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习卫妮 鹿遥、周颖仪

16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宋奕 孙启菡

17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董蓓 潘嵘

18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烁宁 刘杨

19 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 孙娇 郭恒辰、刘弘志

20 琼台师范学院图书馆 王琼武 、杨艳红 覃浩天

21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迟晶 孙铭

22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廖辰刚 胡译文

23 武汉大学图书馆 刘吉桦 周煜堃、程涛

24 武汉体育学院图书馆 王东林 柳梦媛

25 湘潭大学图书馆 周凌云、朱建强 李柔慧、曾治轲

26 延安大学图书馆 吕茕 赵欣雨

27 长江大学图书馆 张克宇 方璐

28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李龙 邓静

29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

书馆
付玲玲 陆凯欣

30 湖北经济学院图书馆 周瑞 荣刘威

星级组织单位(30 个)

序号 单位

1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2 山西大学图书馆

3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 安徽工业大学图书馆

5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6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7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8 南开大学图书馆

9 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

10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图书馆

11 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

12 青岛大学图书馆

1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4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5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16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17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18 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

19 琼台师范学院图书馆

20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1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

22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23 贵阳学院图书馆

24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25 兰州大学图书馆

26 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27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28 广州商学院图书馆

29 惠州学院图书馆

30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