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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学百年党史守初心 庆

百年华诞诵党恩”中青年教师演讲

比赛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体办、湾里管理局教体办，各

局直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进

一步引领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根据市委教育工委《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

教育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及南昌市

教育局《关于开展“牢记初心使命、潜心教书育人”师德师

风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市教育局举办了以“学百年

党史守初心 庆百年华诞诵党恩”为主题的中青年教师演讲

比赛。

活动开展以来，各县区、各学校高度重视，广泛宣传，

鼓励和支持教职工参与作品创作。经组织专家对各县区及学

校选送的演讲视频进行复评及现场评审，共有 72 件作品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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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其中《启梦新时代 迈向新征程》等 5 件作品获特等奖，

《党史教育铭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等 15 件作品获一等

奖，《一百年风雨征程初心不改，三尺台春风化雨桃李无言》

等 20 件作品获二等奖，《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等 32

件作品获三等奖，现将竞赛结果予以通报（具体名单详见附

件）。

希望获奖作者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把三尺讲台当做人

生的舞台，在乐于奉献中绽放精彩人生。各学校要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激发广大教

师的工作热情，展示南昌教育正能量。

附件：“学百年党史守初心 庆百年华诞诵党恩”南昌

市中青年教师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8 月 17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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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百年党史守初心 庆百年华诞诵党恩”

南昌市中青年教师演讲比赛获奖名单
特等奖（5 名）

序号 姓名 单位 演讲题目

1 刘雨婷 南师附小 《启梦新时代 迈向新征程》

2 李茜婕 南大附小 《英雄辈出的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3 廖桑萍 雷式学校 《因为爱，所以被爱》

4 杨婷 昌北二小 《赤心向党 无悔前行》

5 李心 立德朝阳中学 《百年风云感悟初心，实践铸魂育人使命》

一等奖（15 名）

序号 姓名 学 校 演讲题目

6 肖志清 邮政路小学 《党史教育铭初心，砥砺奋进担使命》

7 陈靓 厚一实验中学 《文化自信与教育力量》

8 王丽园 生米中心小学 《青春的画卷》

9 熊先翔 南昌市京山小学 《以奋进之力，做有为青年》

10 周薇 师大附外 《不忘初心跟党走，扎根教育传薪火》

11 杨爽 站前路学校 《初心不渝 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12 张增兰 松柏学校 《那一面旗 那一盏灯》

13 郭婧婷 南大附中红谷滩分校 《守初心育新人》

14 付沁琪 进贤二中 《不忘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15 方怡 向远轨道 《心向太阳》

16 黄俊斯 南京路小学 《坚守初心，不负韶华更向前》

17 杨柳 南昌五中 《青春心向党，奋进新时代》

18 刘浩 铁路一中 《愚公精神 薪火相传》

19 余梦瑶 南昌一中 《一路撒播 初心不改》

20 徐唐赋 新建二中 《你，就是中国》

二等奖（20 名）

21 郭龙海 十八中 《一百年风雨征程初心不改，三尺台春风化雨桃李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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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允 十九中 《擘时代画卷，秉传承初心》

23 罗田田 二十八中 《你们，看见了吗》

24 李星桦 雷氏学校 《希望就在奋斗中 》

25 张丽 新建实验小学 《扬帆逐梦迎七一 不忘初心颂党恩》

26 余丽娟 龙津中心幼儿园 《党旗飘扬 青春永随》

27 李辰玮 洪州学校 《汲取榜样力量 不忘初心使命》

28 熊涛 樵舍二中 《今日之中国 正如您所愿》

29 喻琴 新世纪小学 《六月花正红》

30 吴航 十六中 《我的第一届学生们》

31 幸玲红 南昌市青云谱学校 《学党史传红色基因，悟思想扬青春风采》

32 高鑫 实验中学 《不忘初心 根植信仰》

33 邹蓉 二十九中 《学党史 守初心 铸师魂》

34 涂丽娇 师大附小 《牢记初心使命、潜心教书育人》

35 聂静怡 一中 《以爱为笔，谱写教育初心》

36 王莉莎 外国语学校 《“1”》

37 刘政 江西师大附中 《守初心，担使命，严师德，铸师魂》

38 邹园丁 朝阳中学 《信仰的力量——张桂梅》

39 赵欢 八一中学 《播，那颗带着红色基因的种子》

40 蔡思柳 洪都中学 《流金岁月颂百年》

三等奖（32 名）

41 罗亭 二十三中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42 肖琳 豫章中学 《平凡之中放光彩》

43 万芬 三阳集乡中心小学 《不忘百年路，怀揣党恩向前行》

44 高艺瑄 民德学校 《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

45 熊燕红 二十七中 《因为有你》

46 黄艳 罗亭学校 《不忘初心，为梦而战》

47 吴美金 八中 《做一枚新时代螺丝钉》

48 欧阳修 启音学校 《学好百年党史，做立德树人好教师》

49 熊旭玲 十中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50 周成 十五中 《不忘初心忆党史，砥砺前行铭党恩》

51 李金金 致远双语 《学百年党史守初心 庆百年华诞诵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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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许丽敏 外国语高新学校 《在路上》

53 熊蔚 逸夫小学 《风雨百年路 奋进新征程》

54 曹静怡 高新区第二小学 《传红色基因，谱育人新篇》

55 谢孝文 二中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56 李霞 汽车机电 《信仰的力量》

57 朱建文 宏宇学校 《牢记使命，潜心育人》

58 黎磊 师大湾里附小 《三尺讲台守初心 青春无悔育桃李》

59 邹今 三中 《以中共党史为灯，照鉴教育新征途》

60 喻川 十三中 《百年建党,永恒信仰》

61 戴小芳 东方舞蹈 《一心向党，紧跟党走》

62 于璇 十二中 《青山处处留忠骨 此生不悔入华夏》

63 徐露 麻丘高级中学 《坚定信念，用初心守护希望》

64 郭梦瑶 联立学校 《汲取党史精神 潜心教书育人》

65 胡婧婧 江南学校 《百年华诞颂党恩，十年坚守育英才》

66 胡昆 十四中 《冰的熔化 水的沸腾》

67 邓秀秀 现外象湖 《不忘初心跟党走》

68 陈严静
南

知行中学 《守初心，庆华诞》

69 张跃巍 洪范学校 《回顾党史，不忘初心》

70 桂菲 二中 《一路向前，感恩有党》

71 徐丽 盲童学校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72 徐振宇 二十四中 《中共一大会址 这里是红色的诞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