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修校
绵阳市涪城区教育研究室

关于公布 2021 年“课堂教学大比武”活动

区级评选结果通知

各中小学：

按照《关于印发【绵阳市 2021 年“课堂教学大比武”暨“基

础教育精品课”遴选活动方案】的通知》（绵教体〔2021〕131

号）文件安排，我区组织专家对各校推荐的 876 节录像课进行了

评审，共评出优课 427 节（其中：一等奖：78 节，二等奖 156

节，优秀奖 193 节）。向绵阳市教育体育局推荐了 58 节优课。

现将评选出的区级奖公布于后，予以表扬。

获奖证书采用电子版形式，不再发放纸质证书。请访问：

www.a61.net---个人中心---我的证书下载。证书自行打印有效。

附件：2021 年绵阳市“课堂教学大比武”活动区级获奖名单

涪城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室

2022 年 6月 20 日

文件

http://www.a61.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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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绵阳市“课堂教学大比武”活动区级获奖名单

一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单位 姓名 学科 学段 课题名称 奖项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黄翠平 道德与法治 小学 学会沟通交流 一等奖

东辰一小 杨斌霸 科学 小学 电和磁 一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赵慧灵 科学 小学 太阳系 一等奖

东辰一小 杜先应 美术 小学 人物与环境 一等奖

东辰二小 杨 丹 美术 小学 一张奇特的脸 一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陈 娟 美术 小学 绵阳景点参观券的设计 一等奖

安昌路小学 张晓凤 数学 小学 复式折线统计图 一等奖

东辰二小 陈红梅 数学 小学 三位数加三位数 一等奖

东辰二小 罗冰雪 数学 小学 解决问题—剪一剪 一等奖

东辰一小 羊思颖 数学 小学 轴对称图形 一等奖

绵阳市花园实验小学 吴彩云 数学 小学 用除法解决有规律的问题 一等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黄先春 数学 小学 《认识几分之一》 一等奖

绵阳市石塘小学 周宏林 数学 小学 圆柱的体积 一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佟凤 数学 小学 数学广角—搭配（二） 一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王彬 数学 小学 十几减 8 一等奖

绵阳市西山路小学 罗红梅 数学 小学 《认识时间》 一等奖

绵阳市先锋路小学 牟芙颖 数学 小学 植树问题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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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御营小学 左丽君 数学 小学 连加连减 一等奖

丰谷小学 何秀莲 体育 小学 跳跃与游戏 一等奖

先锋路小学 徐婷婷 体育 小学 不同方式的跳跃与游戏 一等奖

石塘小学 白文辉 信息技术 小学 广播火箭发射 一等奖

成绵路小学 欧冬梅 音乐 小学 我的家在日喀则 一等奖

东辰一小 万黎 英语 小学 Unit 3 Let's spell 一等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胡洁敏 英语 小学 Transportation 一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金莲 英语 小学 Unit 4 Food 一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黄靖雯 英语 小学 Unit 4 Free Time Lesson 2 一等奖

新皂小学 魏雪 英语 小学 Shopping Day 一等奖

绵阳市园艺小学 韩丽 英语 小学 Unit 4 Asking for Help 一等奖

安昌路小学 刘华 语文 小学 《坐井观天》 一等奖

安昌路小学 冯欢 语文 小学 《要下雨了》 一等奖

安昌路小学 赵爱华 语文 小学 《竹节人》 一等奖

成绵路小学 李虹霞 语文 小学 狐假虎威教学实录 一等奖

成绵路小学 陈楠 语文 小学 《夜间飞行的秘密》 一等奖

东辰二小 左天雪 语文 小学 《普罗米修斯》 一等奖

东辰一小 唐薇 语文 小学 《刷子李》 一等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段春梅 语文 小学 《他——（怎么）了》 一等奖

花园实验小学 罗雪梅 语文 小学 杨氏之子 一等奖

剑门路学校 朱其春 语文 小学 《纸船和风筝》 一等奖

绵阳市城郊小学 孙均 语文 小学 王戎不取道旁李 一等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付丽华 语文 小学 《黄山奇石》 一等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丁洁 语文 小学 《麻雀》 一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邹玲 语文 小学 杨氏之子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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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实验小学 李金花 语文 小学 古诗二首 一等奖

石塘小学 曾国瑛 语文 小学 《麻雀》 一等奖

石塘小学 李素芬 语文 小学 《我要的是葫芦》 一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徐华 语文 小学 《葡萄沟》 一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李铃 语文 小学 《故宫》 一等奖

先锋路小学 王婷婷 语文 小学 赤壁之战 一等奖

先锋路小学 程子原 语文 小学 奇妙的世界 一等奖

先锋路小学 王珏 语文 小学 坐井观天 一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郭诗莉 语文 小学 《学弈》 一等奖

长虹世纪城实小 王静 语文 小学 《g k h》 一等奖

绵阳实验中学 成思怡 道德与法治 初中 预防犯罪 一等奖

东辰初中 杨远丽 地理 初中 《农业》 一等奖

东辰初中 范芹珲 化学 初中 有关化学方程式的简单计算 一等奖

东辰初中 徐瑰 历史 初中 《百家争鸣》 一等奖

绵阳市第二中学 王玉冰 美术 初中 美化生活的装饰布 一等奖

绵阳二中 张月 生物 初中 呼吸道对空气的处理 一等奖

东辰初中 李谦 数学 初中 四点共圆 一等奖

绵阳二中 李陈程 数学 初中 用字母表示数 一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蒋欣芮 数学 初中 用字母表示数 一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杜明君 数学 初中 同类项与合并同类项 一等奖

绵阳市实验中学 胥晓利 数学 初中 等式的性质 一等奖

绵阳市实验中学 王英 数学 初中 整式的加减 一等奖

吴家中学 廖军 体育 初中 一分钟跳绳 一等奖

东辰初中 王晓伟 物理 初中 电阻的测量 一等奖

绵阳二中 文绍勇 物理 初中 透镜成像规律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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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实验中学 庞小丽 音乐 初中 御风万里 一等奖

东辰初中 李楠 英语 初中 《7下 U4 写作-运用写作量表》 一等奖

东辰初中 刘琳 英语 初中 The Growth 一等奖

绵阳八中 江益平 英语 初中 From Shy Girl to Pop Star 一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杨明波 英语 初中 This is my sister 一等奖

东辰初中 舒刚 语文 初中 《千年一望 九州同悲》 一等奖

东辰聚星国际学校 刘慧兰 语文 初中 《昆明的雨》 一等奖

绵阳二中 陈诚 语文 初中 《身边的文化遗产》 一等奖

东辰高中 孙莉 数学 高中 指数函数概念 一等奖

东辰高中 兰晓姣 英语 高中 《 A kife in Spotes》 一等奖

东辰高中 刘道林 语文 高中 《琵琶行》 一等奖

二等奖（排名不分先后）

单位 姓名 学科 学段 课题名称 奖项

花园实验小学 杨小静 道德与法治 小学 不做小马虎 二等奖

长虹世纪城实小 邓惠文 道德与法治 小学 我是一张纸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李兰兰 科学 小学 光的传播方向会发生改变吗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滨江校区 张先慧 科学 小学 加快溶解 二等奖

东辰二小 王婷 科学 小学 空气能占据空间吗 二等奖

绵阳市子云小学 金永兰 科学 小学 生命大营救 二等奖

东辰二小 钟雪瑞 美术 小学 20 世纪的艺术大师——马蒂斯 二等奖

东辰一小 余 滥 美术 小学 参观券的设计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何 力 美术 小学 有趣的汉字——中国的象形符号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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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实验小学 梁能佳 美术 小学 线描画中的黑白对比 二等奖

石塘小学 刘 钢 美术 小学 连环画之画故事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王欢 数学 小学 乘加乘减 二等奖

东辰一小 刘虎 数学 小学 角的初步认识 二等奖

丰谷小学 陈佳佳 数学 小学 三角形三内角和 二等奖

安昌路小学 李珍贤 数学 小学 看谁搭得又稳又高 二等奖

安昌路小学 苟 琳 数学 小学 速度 时间 路程 二等奖

安昌路小学 肖兴琴 数学 小学 分数的初步认识 二等奖

绵阳花园实小 罗绪燕 数学 小学 方程的意义 二等奖

绵阳花园实小 陈燕 数学 小学 稍复杂的排列问题 二等奖

绵阳市南山小学 唐玉萍 数学 小学 植树问题 二等奖

绵阳市石塘小学 刘国会 数学 小学 集合 二等奖

绵阳市石塘小学 颜金蓉 数学 小学 认识钟表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郭英 数学 小学 有余数的除法解决问题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王茜 数学 小学 求不规则物体的体积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尤洪燕 数学 小学 平行与垂直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熊英 数学 小学 税率 二等奖

绵阳市新皂小学 林晓露 数学 小学 比的意义 二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董文 数学 小学 抽屉原理——鸽巢问题 二等奖

绵阳市子云小学 胡敏 数学 小学 《公因数和最大公因数的应用》 二等奖

绵阳吴家小学 龚艳玲 数学 小学 平行与垂直 二等奖

绵阳西山路小学 胡倩倩 数学 小学 《三角尺拼角》 二等奖

绵阳先锋路小学 贾静 数学 小学 用字母表示数 二等奖

实验中学城北 柳雪梅 数学 小学 小数的产生和意义 二等奖

实验中学城北 石小芳 数学 小学 百分率的应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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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世纪城实小 任丽 数学 小学 倍的认识 二等奖

东辰一小 汪林虎 体育 小学 篮球：变向运球 二等奖

东辰一小 母斐斐 体育 小学 足球：脚内侧传接球 二等奖

剑门路学校 高荣英 体育 小学 投掷：原地侧向投掷轻物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张丁丁 体育 小学 50 米短跑起跑——加速跑 二等奖

东辰一小 冯小宁 信息技术 小学 侦测判断 二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熊正勇 信息技术 小学 保护个人信息 二等奖

东辰二小 王仕衡 音乐 小学 生日快乐变奏曲 二等奖

花园实验小学 刘路亚 音乐 小学 小小羊儿要回家 二等奖

新皂小学 田静 音乐 小学 动物说话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刘萍 英语 小学 My Daydream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张立 英语 小学 Travel Plans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陈景刚 英语 小学 Jobs 二等奖

东辰二小 熊丽 英语 小学 Animals 二等奖

东辰二小 张舒 英语 小学 In the Community 二等奖

东辰一小 雷媛媛 英语 小学 Let's Spell. 二等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申艳 英语 小学 Animals 二等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曹静 英语 小学 Pets 二等奖

绵阳市石塘小学 阮佳锐 英语 小学 Feelings 二等奖

绵阳市石塘小学 谢欣 英语 小学 Unit 3 Animal World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梁李斌 英语 小学 unit 5 Famous People 二等奖

吴家小学 尹小静 英语 小学 Unit 4 Asking for help 二等奖

先锋路小学 李红 英语 小学 Animals 二等奖

先锋路小学 黄燕 英语 小学 Travel Plans 二等奖

安昌路小学 李肖 语文 小学 《商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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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昌路小学 覃英 语文 小学 《四季之美》 二等奖

安昌路小学 邹秋竹 语文 小学 《精卫填海》 二等奖

安昌路小学 肖付琼 语文 小学 《石诗三首》 二等奖

安昌路小学 吴雪梅 语文 小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王芳 语文 小学 《有趣的童谣》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王凤霞 语文 小学 《搭船的鸟》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李虹霞 语文 小学 《狐假虎威》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石媛媛 语文 小学 《美丽的小兴安岭》第二课时 二等奖

成绵路小学 窦春梅 语文 小学 《我要的是葫芦》第二课时 二等奖

东辰二小 李昊颜 语文 小学 《盘古开天辟地》 二等奖

东辰二小 张玉红 语文 小学 《语文园地六》 二等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李瑶 语文 小学 《慈母情深》 二等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杜春 语文 小学 《荷叶圆圆》 二等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李蕊伶 语文 小学 《牛和鹅》 二等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汪萍萍 语文 小学 《 ie üe er》 二等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王丹 语文 小学 《太阳》 二等奖

剑门路学校 刘世瑶 语文 小学 火烧云 二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唐梦珂 语文 小学 《故宫博物院》 二等奖

绵阳市南山小学 唐绮鲜 语文 小学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王钤 语文 小学 精卫填海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姜真 语文 小学 读不完的大书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张晓玲 语文 小学 搭船的鸟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王光 语文 小学 绵阳市实验小学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杨海燕 语文 小学 《江南》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王菊 语文 小学 我的心儿怦怦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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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实验小学 李妃 语文 小学 雾在哪里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李秋盈 语文 小学 16雷雨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董文倩 语文 小学 荷叶圆圆 二等奖

青义小学 李朝阳 语文 小学 望天门山 二等奖

石塘小学 罗鑫凤 语文 小学 《盘古开天辟地》 二等奖

吴家小学 王尹 语文 小学 《神话的魅力》 二等奖

先锋路小学 李雯 语文 小学 王戎不取道旁李 二等奖

先锋路小学 张玉萍 语文 小学 富饶的西沙群岛 二等奖

先锋路小学 何佳玲 语文 小学 杨氏之子 二等奖

先锋路小学 何晓丹 语文 小学 口语交际：做手工 二等奖

新皂小学 唐述华 语文 小学 《我的朋友》 二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杨清霞 语文 小学 《杨氏之子》 二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张晓燕 语文 小学 《北京的春天》 二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苏丹 语文 小学 《爬天都峰》 二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何小利 语文 小学 《解词金钥匙》 二等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孙健秀 语文 小学 《桥》 二等奖

绵阳市园艺小学 谢林芮 语文 小学 《松鼠》 二等奖

长虹世纪城实小 侯玲玲 语文 小学 《盘古开天辟地》 二等奖

长虹世纪城实小 杨宝军 语文 小学 《爬山虎的脚》 二等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岳丽琼 语文 小学 《伯牙鼓琴》 二等奖

东辰中学 康勤秀 道德与法治 初中 我对谁负责 谁对我负责 二等奖

绵阳二中 贾银莎 道德与法治 初中 善用法律 二等奖

东辰初中 李青 地理 初中 《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二等奖

绵阳二中 罗先凤 地理 初中 《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二等奖

东辰初中 陈倩 化学 初中 燃烧与灭火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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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辰初中 王沐 化学 初中 有关化学式的简单计算 二等奖

东辰初中 杨红梅 历史 初中 《中华民国的创建》 二等奖

绵阳二中 余小琴 历史 初中 《辛亥革命》 二等奖

绵阳九中 刘晓华 历史 初中 五四运动 二等奖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陈 程 美术 初中 纸板的创想-座椅设计 二等奖

东辰初中 王利 生物 初中 显微镜的使用 二等奖

东辰初中 胡绍林 数学 初中 单项式乘单项式 二等奖

东辰初中 陈文静 数学 初中 几何图形规律 二等奖

东辰初中 杨志刚 数学 初中 切线的判定 二等奖

绵阳二中 王静 数学 初中 整式的加减 二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杨茂玲 数学 初中 多项式 二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李明雨 数学 初中 多项式 二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张毅 数学 初中 同类项与合并同类项 二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徐雪英 数学 初中 多项式 二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杨贤 数学 初中 一元一次方程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中学 杨眉 数学 初中 等式的性质概念及应用 二等奖

绵阳四中 罗梓瑄 数学 初中 有理数的除法 二等奖

吴家中学 李春华 数学 初中 随机事件 二等奖

东辰初中 付伟 体育 初中 《篮球体前运球》 二等奖

东辰初中 曹阳 体育 初中 《多种形式的跳绳》 二等奖

东辰初中 杨沛 体育 初中 《核心力量练习》 二等奖

东辰初中 胥海丽 物理 初中 电阻的特殊测量 二等奖

绵阳二中 董美文 物理 初中 功率 二等奖

绵阳二中 韩成才 物理 初中 测量物质密度 二等奖

吴家中学 代晓茂 物理 初中 平面镜成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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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实验中学 聂孟君 音乐 初中 红河谷 二等奖

东辰初中 朱红琼 英语 初中 《Maybe we should learn to relax》 二等奖

东辰初中 李雨芯 英语 初中 《Teenag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own clothes》 二等奖

东辰初中 范小艳 英语 初中 《8上 U5 Section B 阅读》 二等奖

绵阳八中 赵霞 英语 初中 Unit 5 Section A (2a-2c) 二等奖

绵阳十五中 宋晓燕 英语 初中 Unit4 SectionA(1a-1c) 二等奖

绵阳市第三中学 杨敬 英语 初中 Unit 3 Period 5 Further study 二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王丽娟 英语 初中 Where's my schoolbag?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中学 张利军 英语 初中 Unit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SectionB 2a-2c 二等奖

绵阳四中 邓天兰 英语 初中 Unit4 Section A (1a-1c) 二等奖

东辰初中 周佳琳 语文 初中 《眼处心生句自神--列夫托尔斯泰的眼波流转》 二等奖

绵阳二中 张维 语文 初中 《你形我绘——外貌描写》 二等奖

绵阳二中 张丽君 语文 初中 《散文阅读》 二等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谢媛媛 语文 初中 《背影》 二等奖

绵阳市实验中学 刘阳 语文 初中 《狼》 二等奖

绵阳三中 曹咏红 历史 高中 百家争鸣 二等奖

东辰高中 李莎 生物 高中 分离定律 二等奖

丰谷中学 邓伟 数学 高中 指数函数概念 二等奖

东辰高中 庞势威 体育 高中 羽毛球技术动作正反手握拍转换与颠球 二等奖

东辰高中 刘殊妮 英语 高中 《How to find the main idea》 二等奖

东辰高中 任晓鹃 语文 高中 《登高》 二等奖

绵阳三中 唐世芹 语文 高中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二等奖



12

优秀奖（排名不分先后）

单位 姓名 学科 学段 课题名称 奖项

安昌路小学 郑琬静 道德与法治 小学 大家排好队 优秀奖

成绵路小学滨江校区 于慧媛 科学 小学 影子的秘密 优秀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李可欣 科学 小学 分类和回收利用 优秀奖

绵阳市南山小学 易英 科学 小学 一天的食物 优秀奖

新皂小学 何沙 科学 小学 我们来做热气球 优秀奖

长虹世纪城实小 纪珂 科学 小学 我们是怎样听到声音的 优秀奖

花园实验小学 潘金萍 美术 小学 自行车局部写生 优秀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刘 鎏 美术 小学 多姿多彩的靠垫 优秀奖

绵阳市子云小学 翟霜霜 美术 小学 画火锅 优秀奖

青义小学 李 晓 美术 小学 提线纸偶 优秀奖

实中城北 李夏夏 美术 小学 有趣的勺子 优秀奖

实中城北 汤策慧 美术 小学 猜猜我是谁 优秀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张彬彬 美术 小学 好吃的水果 优秀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李春涛 美术 小学 红色的画 优秀奖

东辰二小 赖星 数学 小学 口算乘法 优秀奖

东辰二小 王其辉 数学 小学 数学广角——简单的排列 优秀奖

东辰二小 岳苗 数学 小学 用字母表示数 优秀奖

东辰一小 王丹 数学 小学 比的意义 优秀奖

丰谷小学 孙莲莲 数学 小学 用正比例解决问题 优秀奖

丰谷镇关帝小学 王琴 数学 小学 《方程的意义》 优秀奖

绵阳成绵路小学 胡昱 数学 小学 《烙饼问题》 优秀奖

绵阳成绵路小学 朱虹怡 数学 小学 简单的小数加法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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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花园实小 李丽平 数学 小学 年月日 优秀奖

绵阳花园实小 杨道光 数学 小学 乘法初步认识 优秀奖

绵阳花园实小 陈莉梅 数学 小学 找规律 优秀奖

绵阳花园实小 龚珏 数学 小学 有余数的除法-进一法 优秀奖

绵阳花园实小 黄烈蓉 数学 小学 掷一掷 优秀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伍桃 数学 小学 《认识四边形》 优秀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徐家玲 数学 小学 《百分数的认识》 优秀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王虹 数学 小学 《解决问题》 优秀奖

绵阳市南山小学 刘月梅 数学 小学 图形的旋转 优秀奖

绵阳市吴家小学 张敏 数学 小学 搭配 优秀奖

绵阳市园艺小学 王庆祝 数学 小学 《倍的认识》 优秀奖

绵阳市子云小学 王晓霞 数学 小学 《平面图形的周长与面积》 优秀奖

绵阳先锋路小学 姜蕾 数学 小学 烙饼问题 优秀奖

绵阳先锋路小学 申小龙 数学 小学 方程的意义 优秀奖

绵阳先锋路小学 张昌建 数学 小学 三角形的面积 优秀奖

绵阳先锋路小学 曾艳 数学 小学 积的变化规律 优秀奖

绵阳先锋路小学 王园 数学 小学 等式性质 优秀奖

绵阳杨家小学 李芋姣 数学 小学 烙饼问题 优秀奖

实验中学城北 王燕 数学 小学 《垂直与平行》 优秀奖

实验中学城北 文袁园 数学 小学 《10 的认识》 优秀奖

实验中学城北 羊爱华 数学 小学 《倍的认识》 优秀奖

实验中学城北 吴俊希 数学 小学 《认识钟表》 优秀奖

实验中学城北 张燕 数学 小学 《圆的周长》 优秀奖

实验中学城北 赵凯 数学 小学 《植树问题》 优秀奖

实验中学城北 周理燕 数学 小学 《田忌赛马中的数学问题》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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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学城北 张立丽 数学 小学 倍的认识 优秀奖

新皂镇金峰小学 杨婵婵 数学 小学 《乘加 乘减》 优秀奖

长虹世纪城实小 陈小琴 数学 小学 百分数的认识 优秀奖

东辰一小 王泽生 体育 小学 篮球：直线运球 优秀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赵峰 体育 小学 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优秀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徐强 体育 小学 投掷：双手头上前掷实心球 优秀奖

先锋路小学 何艳 体育 小学 50 米快速跑 优秀奖

新皂小学 何菊蓉 体育 小学 篮球——行进间运球 优秀奖

杨家小学 唐安亚 体育 小学 双脚跳与游戏 优秀奖

丰谷小学 杨旭 信息技术 小学 广播火箭发射 优秀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薛文芮 信息技术 小学 网络信息辨真伪 优秀奖

东辰一小 张巨东 音乐 小学 愉快的梦 优秀奖

金峰小学 黄玲 音乐 小学 苹果丰收 优秀奖

先锋路小学 张金碧 音乐 小学 我是中国人 优秀奖

先锋路小学 代雨 音乐 小学 咏鹅 优秀奖

安昌路小学 张秀蓉 英语 小学 Transportation 优秀奖

安昌路小学 王先锋 英语 小学 In the Community 优秀奖

安昌路小学 李艳 英语 小学 Animals 优秀奖

成绵路小学 韩丹 英语 小学 What's He Like? 优秀奖

东辰二小 刘亚飞 英语 小学 Family Activities 优秀奖

东辰二小 唐海英 英语 小学 My Body 优秀奖

东辰二小 任锐 英语 小学 Transportation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何艳君 英语 小学 Unit 3 Animals Let's Spell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袁媛 英语 小学 Fruit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叶楠炘 英语 小学 Jobs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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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实验小学 康涛 英语 小学 Unit 3 Animals World Lesson 3 优秀奖

绵阳市城郊小学 任莉 英语 小学 Unit 3 Food Lesson1 优秀奖

新皂小学 胡巧林 英语 小学 My Pet 优秀奖

杨家小学 杨凯欣 英语 小学 Pets 优秀奖

绵阳市园艺小学 杨红 英语 小学 Unit3 Animals 优秀奖

长虹世纪城实小 冯雪娇 英语 小学 Unit 3 Animal World 优秀奖

安昌路小学 吴映兰 语文 小学 《语言的魅力》 优秀奖

成绵路小学 邓妮 语文 小学 《牛郎织女（一）》第二课时 优秀奖

成绵路小学 吴疑 语文 小学 《雪孩子》第二课时 优秀奖

成绵路小学 张雅 语文 小学 《18.富饶的西沙群岛》第二课时 优秀奖

成绵路小学 杨淇尧 语文 小学 《小小的船》第一课时 优秀奖

成绵路小学滨江校区 赵琼琚 语文 小学 《传统节日的美食》 优秀奖

东辰二小 李凤霞 语文 小学 《普罗米修斯》 优秀奖

东辰二小 李玮玮 语文 小学 《桥》 优秀奖

东辰二小 夏小娟 语文 小学 《父爱之舟》 优秀奖

东辰二小 李芳芳 语文 小学 《爱在细微处》 优秀奖

东辰二小 廖海燕 语文 小学 《竹节人》 优秀奖

丰谷小学 侯鑫 语文 小学 《爬山虎的脚》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刘敏 语文 小学 《我做了一次小实验》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陈凤娟 语文 小学 《商量》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马小薇 语文 小学 《 雪地里的小画家》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唐言 语文 小学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尹莉 语文 小学 《爬天都峰》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邓倩 语文 小学 《ao ou iu》 优秀奖

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嘉涓娟 语文 小学 《21、杨氏之子》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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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九年一贯制学校 羊文娟 语文 小学 《爬天都峰》 优秀奖

关帝小学 余涛 语文 小学 《鲁迅人物形象分析》 优秀奖

花园实验小学 王英冬 语文 小学 富饶的西沙群岛 优秀奖

花园实验小学 曾静 语文 小学 圆明园的毁灭 优秀奖

花园实验小学 宁继蓉 语文 小学 剃头大师 优秀奖

花园实验小学 宁继蓉 语文 小学 青花 优秀奖

剑门路学校 谢卉 语文 小学 习作形形色色的人 优秀奖

剑门路学校 刘玉杰 语文 小学 池上 优秀奖

剑门路学校 胡青 语文 小学 比尾巴 优秀奖

金家林 郑鈺亭 语文 小学 《白鹅》 优秀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李慧 语文 小学 《我爱故乡的杨梅》 优秀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田荷 语文 小学 《山居秋暝》 优秀奖

绵阳市南街小学 王莉 语文 小学 《葡萄沟》 优秀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陈咏 语文 小学 17 爬天都峰 优秀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秦桂珍 语文 小学 四季之美 优秀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邓超 语文 小学 一块奶酪 优秀奖

绵阳市实验小学 任静 语文 小学 狐假虎威 优秀奖

先锋路小学 甘开瑛 语文 小学 慈母情深 优秀奖

先锋路小学 李小华 语文 小学 搭船的鸟 优秀奖

新皂小学 余洋 语文 小学 《慈母情深》 优秀奖

绵阳市御营小学 张雪梅 语文 小学 《搭船的鸟》 优秀奖

长虹世纪城实小 李晓莉 语文 小学 《g k h》 优秀奖

东辰中学 李俊 道德与法治 初中 高扬民族精神 优秀奖

绵阳九中 王琦 道德与法治 初中 公民基本权利 优秀奖

东辰中学 蔡敏 道德与法治 初中 预防犯罪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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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辰初中 杜鹃 地理 初中 《中国气候类型特征及影响因素》 优秀奖

绵阳二中 刘雪华 地理 初中 《黄河（一）》 优秀奖

绵阳二中 刘静 地理 初中 《方向的判定》 优秀奖

绵阳二中 周良 地理 初中 《大洲和大洋（二）》 优秀奖

东辰初中 何芳 化学 初中 化学式的计算 优秀奖

东辰初中 王海帆 化学 初中 质量守恒定律 优秀奖

绵阳八中 王大喜 化学 初中 质量守恒定律 优秀奖

吴家中学 王艳霞 化学 初中 水的净化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张秀 历史 初中 《新文化运动》 优秀奖

东辰初中 焦松岭 历史 初中 《五四运动》 优秀奖

绵阳二中 王静 历史 初中 《辛亥革命》 优秀奖

绵阳四中 冉庆华 历史 初中 《君主立宪制的英国》 优秀奖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谢 炀 美术 初中 吉祥物的设计 优秀奖

绵阳市第二中学 刘娟娟 美术 初中 形式美及其法则 优秀奖

东辰初中 林兴乐 生物 初中 气体交换的过程 优秀奖

东辰初中 罗春红 生物 初中 真菌结构 优秀奖

东辰初中 丁国文 数学 初中 《变量与函数》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彭璐 数学 初中 《含 30 度角的直角三角形》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廖涛 数学 初中 《等腰三角形判定》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周太军 数学 初中 《研究教材 深化教材》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岳林生 数学 初中 点圆最值 优秀奖

东辰初中 陆虹君 数学 初中 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 优秀奖

东辰初中 甘震宇 数学 初中 圆周角运用 优秀奖

绵阳八中 杨雪萍 数学 初中 去括号 优秀奖

绵阳二中 顾朝武 数学 初中 等腰三角形的判定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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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二中 杨小梅 数学 初中 含 30°的直角三角形的性质 优秀奖

绵阳二中 杨昊燃 数学 初中 最短路径问题 优秀奖

绵阳二中 高攀 数学 初中 合并同类项 优秀奖

绵阳二中 涂鹏 数学 初中 特殊平行四边形 优秀奖

绵阳九中 杨海蓉 数学 初中 3.1.2 等式的性质 优秀奖

绵阳九中 蔡易海 数学 初中 二元一次方程组 优秀奖

特殊教育学校 赵海明 数学 初中 正比例函数图象的特征与性质 优秀奖

吴家中学 邓峰 数学 初中 圆内接四边形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张红梅 体育 初中 《跳绳和八字跳绳》 优秀奖

东辰初中 蒲冯飘 体育 初中 《双人接力游戏》 优秀奖

东辰初中 曹礼勋 体育 初中 《快速跑》 优秀奖

东辰初中 任达 体育 初中 《迎面接力》 优秀奖

东辰初中 田德 物理 初中 光的直线传播 优秀奖

东辰初中 江宽 物理 初中 运动的快慢 优秀奖

东辰初中 袁廷树 物理 初中 电阻的测量 优秀奖

绵阳二中 阳燕 物理 初中 运动的描述 优秀奖

绵阳二中 牛金慧 物理 初中 功率 优秀奖

绵阳四中 赵小川 物理 初中 变阻器 优秀奖

绵阳市第二中学 胥洁 音乐 初中 昆韵—姹紫嫣红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周茉 英语 初中 《Beauty in common things》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冉潇 英语 初中 《Unit3 This is my sister》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唐诗丝 英语 初中 《Unit3 This is my sister》 优秀奖

东辰初中 王曦 英语 初中 《8下 U7 Section A 阅读》 优秀奖

东辰初中 叶书帆 英语 初中 《the difficult search for American products in the US》 优秀奖

绵阳八中 蒋佩珊 英语 初中 Unit3 SectionB(2a-2e)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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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八中 许晓东 英语 初中 Unit 4 Section B (2a-2c) 优秀奖

绵阳十六中 代敏 英语 初中 Unit3 Section B 2a-3a 优秀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陈西 英语 初中 Unit One My name’s Gina 优秀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胥颖 英语 初中 unit 2 This is my sister. 优秀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彭俊 英语 初中 unit2 This is my sister 优秀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陈潇雪 英语 初中 Unit 1 My name’s Gina. (Section A 1a-2d) 优秀奖

绵阳四中 李清香 英语 初中 Unit 1What’s the matter Revision 优秀奖

绵阳四中 龚丽 英语 初中 Unit7 Section B Writing 优秀奖

东辰初中 秦琴 语文 初中 《白杨礼赞》 优秀奖

东辰初中 胡芯瑜 语文 初中 《昆明的雨》 优秀奖

绵阳市涪城区西园学校 宋红梅 语文 初中 《猫》 优秀奖

绵阳四中 涂小强 语文 初中 《孝亲敬老，从我做起》 优秀奖

十六中 钟瑜 语文 初中 《行路难》 优秀奖

东辰高中 蒋小龙 历史 高中 《列强入侵与中国军民的反抗》 优秀奖

东辰高中 佘婷 生物 高中 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式 优秀奖

东辰高中 冷昌财 数学 高中 椭圆中直线过定点问题 优秀奖

东辰高中 吴君直 数学 高中 对数函数图像与性质 优秀奖

东辰高中 陈慧姗 英语 高中 《 Sports and Health》 优秀奖

东辰高中 唐丹 英语 高中 《Our Body and Healthy Habits》 优秀奖

东辰高中 陈洋 语文 高中 《荷塘月色》 优秀奖

丰谷中学 周小燕 语文 高中 《秋兴八首》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