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笑涵 滨城区一小
2 孔昕照 逸夫小学
3 李鹏程 授田英才学园
4 王瑞琪 滨城区六小
5 韩如意 滨城区六小
6 丁海伦 滨州实验学校
7 张起帆 滨州实验学校
8 姜天然 滨城区六小
9 徐方展 滨州实验学校
10 李宗珲 滨城区新八中
11 王龙杰 滨城区新八中
12 张旖旎 沾化区第一实验小学
13 仇姝曼 滨州实验学校
14 李松媛 开发区第一中学
15 蒋韵涵 胜滨幼儿园
16 王依帆 滨城区一小
17 赵力龙 开发区幼儿园
18 闫宇轩 沾化区第一实验小学
19 杨靖坤 滨城区一小
20 刘思莹 滨城区一小
21 刘尚懿德 滨城区六小
22 殷亚男 逸夫小学
23 赵康旭 逸夫小学
24 谢妃玥 逸夫小学
25 朱云舒 逸夫小学

26 鞠由之 逸夫小学
27 李子强 逸夫小学
28 殷屹卓 逸夫小学
29 韩刘逸傲 逸夫小学
30 李琛宇 逸夫小学
31 赵怡馨 逸夫小学
32 范贤轩 逸夫小学
33 文静娴 逸夫小学
34 韩慧卿 逸夫小学
35 张昊然 逸夫小学
36 闫雪晴 逸夫小学
37 高铭语 逸夫小学
38 唐萱慧 逸夫小学
39 房柏霖 逸夫小学
40 徐孟璐 逸夫小学
41 侯晓冉 逸夫小学
42 郝子悦 逸夫小学
43 董豪瑜 逸夫小学
44 王治铭 逸夫小学
45 卢正轩 逸夫小学
46 齐思涵 逸夫小学
47 张博文 逸夫小学
48 王雨涵 逸夫小学
49 盖子涵 逸夫小学
50 赵子尚 逸夫小学
51 韩润墨 逸夫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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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号选手身穿古装朗诵《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
有》。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全市中小学生古诗词朗诵大赛51名选手晋级决赛

小小朗朗诵诵家家以以诗诗会会友友现现书书香香盛盛会会

““做做人人最最基基本本的的是是善善良良””
李子强是唯一背诵三字经的选手，成功入围决赛

选手声形并茂

更具有感染力

逸夫小学一年级学生李
子强是本次古诗词比赛中唯
一一个背诵三字经的选手。适
中的语速、流畅的诗词，李子
强在短短的3分钟时间内，尽
力将三字经更多内容展现给
评委。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
近，习相远……”逸夫小学一
年级同学李子强背诵的三字
经，让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眼
前一亮”，与其他选手不同，这
是参赛的近200名同学中，唯
一一个背诵三字经的选手，并
且，整个背诵过程发挥淡定平
稳，语言流畅，并无一处错误。
同时，李子强也在尽量短的时
间内将三字经更多的内容展
现给了评委和观众。

李子强的母亲杨云告诉
记者，还没上幼儿园时，李子
强的姥爷就教他背三字经，不
止于简单的背诵，对三字经的
学习，李子强理解一句背一
句。通过对三字经的背诵与理
解，李子强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做人做事的道理。“做人最基
本的是善良，不说脏话，爱护
环境等，这些都是我从三字经
里面学到的。”

李子强告诉记者，他背诵
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由于限时
3分钟，他展示的只是其中一
部分，三字经的全文他早已背
熟，孩子的学习同时也带动了
家长，如今，杨云也能随着李
子强将三字经完整背下来了。

最终，李子强成功入围决
赛，对于能参加此次比赛，他
很开心。“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并且将自己喜欢的东西展示
给了大家，并获得了大家的认
可。”

本报记者 王丽丽

最小选手蒋韵涵大方不怯场
“我叫蒋韵涵，今年6岁，来

自胜滨幼儿园……“6岁的蒋韵
涵成为本次朗诵大赛中年龄最
小的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她流
畅地吟诵了一首《游子吟》，最
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且入围决
赛。

在蒋妈妈的眼里，蒋韵涵
是个比较羞涩的孩子，“平时不
太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在幼儿
园也不是太活泼。”她说，正因
如此，她才想让女儿多参加这

样的活动，锻炼一下胆量和信
心，“她就是应该多经历大赛，
才能慢慢变得开朗活泼。”

在幼儿园中，上大班的蒋
韵涵已经开始学习诗词，《游子
吟》就是她学习的第一首诗，

“我知道这首诗是歌颂母爱的，
想用这首诗来表达对妈妈的感
谢。”蒋韵涵说。台上的蒋韵涵
落落大方，用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赢得了现场观众和评委的认
可。主持人公布成绩的时候，蒋

妈妈显得很吃惊，“我没想到她
能得到这么高的分数，原本我
只是想让她来锻炼一下，向哥
哥姐姐们多学些东西。”当被问
到在台上是否紧张时，蒋韵涵
反问道：“啥是紧张呀？”蒋妈妈
说，或许就是因为年纪小，蒋韵
涵才没有怯场，她说，进入决赛
后会让蒋韵涵更加积极地准备
比赛，但在古诗词作品选择上
还是会尊重女儿的意愿。

本报记者 刘哲

在全市中小学生古诗词朗诵
大赛上，很多优秀的小选手不仅
朗诵流畅，在舞台表现上也加上
了自己的动作，这让他们在舞台
上的表现更加具有感染力。

要是说起舞台表现力，闫雪
晴的舞台表现力给评委老师留下
来深刻的印象，评委老师马静说：

“闫雪晴是前十个上台表演的孩
子之一，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形象
很好，而且表现大方得体。”评委
老师朱天真也说：“听很多孩子上
台开口朗诵可以知道这些孩子的
表达能力很强，像是上午场的最
高分得主孔昕照，他的底子很好，
像是这样有基础的孩子，以后可
以重点培养朗诵方面的能力。”

整场比赛的选手水平都比较
不错，但是评委老师还是指出其
中存在的几点问题，像是孩子的
着装问题，不需要特别华丽的礼
服，但是应该做到正式、整洁，不
要让人感到随随便便，还有孩子
在朗诵方面大多是学生腔，还没
有找到朗诵的技巧。不过这些都
没有影响到小选手们的积极性，
每个孩子的精神状态还是很好
的，对待参赛的内容都精心准备
了，这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
碰撞，带给观众和评委老师很多
欢乐。

本报记者 王璐琪

180号选手朗诵《少年中国说》。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小选手激情朗诵，评委点赞。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小选手们排队等候比赛。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进入决赛的名单，排名不分先后，因有名次并列，51人进入决赛。）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王茜
茜) 26日，全市中小学生古诗词
朗诵大赛终于开赛啦，来自全市
各学校的196名选手对战擂台。
经过选拔赛和初赛两轮赛场角
逐，51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并
将于5月9日在杜受田故居进行
最后的“争霸赛”。

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
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26日，
滨城区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局和

齐鲁晚报·今日滨州在国家4A级
景区杜受田故居联合举办了第
2 0 个“ 世 界 读 书 日 ”主 题 活
动——— 全市中小学生古诗词朗
诵大赛。参赛选手采撷古诗词名
篇佳作，以饱含深情的诵读，以
诗会友，给在场观众呈现了一场
书香文化盛会。另外，当天196份
景区门票和《杜氏述训》参赛礼
包全部发放给参赛选手。

本次比赛以“诵诗词精华，

扬国学典范”为主题，共分为选
拔赛、初赛和决赛三个环节。为
保证公平公正原则，五名评委按
照评分标准，采取不记名打分方
式现场打分，并公布评选成绩。
经过两轮赛场角逐，196名选手
中，前50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
并将于5月9日在杜受田故居举
行最后的擂台“争霸赛”。

决赛时，将分为自选篇目和
必选篇目两首参赛作品，其中自

选篇目必须以古代诗词为表现形
式，限时三分钟以内，可以设置背
景音乐，但不可喧宾夺主；必选篇
目以《杜氏述训》为主，抽取了其
中十则述训，并按照一至三年级
和四至六年级分为A组和B组，于
5月9日决赛当天，选手现场抽签
决定参赛篇目。其中A组参赛篇
目为《杜氏述训》的第一、三、五、
六、七则；B组参赛篇目为《杜氏述
训》的第一、三、五、六、七、八、十

一、十三、十九和三十一则。
决赛当天将评选出一等奖2

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优
秀奖20名，鼓励奖14名。比赛结
束后，还将从一、二、三等奖获奖
选手中选出若干名“杜受田故居
小小讲解员”，而且，小小讲解员
在杜受田故居内完成年度一定
数量的讲解课时，并可以赢取年
终助学金，还将有机会享受终生
免费游览杜受田故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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