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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文件
江教体发〔2021〕112 号

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 2021 年“课堂教学大练兵”活动的

表扬通报

各中小学：

为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加强我市师资队伍建设。根据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1 年“课堂教学大比武”暨“基础教

育精品课”遴选活动的通知》（川教函〔2021〕379 号）要求，

我市组织开展了 2021 年课堂“教学大练兵”活动。

活动由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市教仪站、市教育发展中

心协办。经过精心筹备和组织，活动顺利开展。活动分校级初赛

和市级评审两个阶段。初赛由学校组织，市级评审由市教育发展

中心组织学科专家团队完成。参赛组别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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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三个组别，经学校初赛后，推荐到市级评审的作品共 527 份。

经过评审专家认真评审，评选出特等奖作品 110 份，壹等奖作品

167 份，贰等奖作品 227 份。现将评审结果公布如下（排名不分

先后）。

小 学 组

序号
作者
姓名

学校 学科 作品名称 等级

1 于峰 花园小学 音乐 捉迷藏 特等奖

2 易兴明 花园小学 音乐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特等奖

3 陈秀萍 诗城小学 体育 投掷沙包 特等奖

4 江雨欣 诗城小学 体育 跑与游戏 特等奖

5 罗红霞 江油外国语学校 道德与法
治

我的好朋友 特等奖

6 任玉梅 花园小学 科学 建高塔 特等奖

7 李淑君 江油外国语学校 科学 感受空气 特等奖

8 文雯 江油外国语学校 科学 影子的秘密 特等奖

9 吴群 太平镇学校 科学 做框架 特等奖

10 王静 胜利街小学 生命与安全 玩转水果皮 特等奖

11 贺丹 花园小学 英语 Unit 2 My Week partC 特等奖

12 田守珺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My body 特等奖

13 张敏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What can you do 特等奖

14 赵敏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My family 特等奖

15 余小玲 世纪奥桥小学 英语 My friends 特等奖

16 盛欢 诗城小学 英语 Look at me 特等奖

17 刘佳瑶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My week 特等奖

18 冯媛园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My friends 特等奖

19 陈亚男 雁门小学 英语 Unit 3 My weekend plan 特等奖

20 王艳 花园小学 美术 谁的鱼最大 特等奖

21 张灏 花园小学 美术 红色的画 特等奖

22 冯露 江油外国语学校 美术 有趣的生肖邮票 特等奖

23 康英 花园小学 语文 牛和鹅 特等奖

24 刘月梅 文化街小学 语文 精卫填海 特等奖

25 胥亮亮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语文 铁杵成针 特等奖

26 严晓红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只有一个地球 特等奖

27 陈凡 永胜小学 语文 卖火柴的小女孩 特等奖

28 罗娟 世纪奥桥小学 语文 麻雀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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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桂花 诗城小学南校区 语文 司马光 特等奖

30 王茭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语文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特等奖

31 周子琴 中原爱心学校 语文 zh ch sh r 特等奖

32 唐以凤 诗城小学 语文 江南 特等奖

33 李晴 高新实小 语文 伯牙鼓琴 特等奖

34 刘静 花园小学 语文 司马光 特等奖

35 何利均 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语文 雾在哪里 特等奖

36 杨钞茹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语文 美丽的小兴安岭 特等奖

37 邬冬梅 胜利街小学 语文 司马光 特等奖

38 龙燕 诗城小学 语文 坐井观天 特等奖

39 郭丽华 诗城小学 语文 麻雀 特等奖

40 刘若梅 文化街小学 语文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特等奖

41 刘兴丽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特等奖

42 任欣梅 花园小学 语文 故宫 特等奖

43 储美泓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语文 王戎不取道旁李 特等奖

44 周蓉 胜利街小学 语文 灰雀 特等奖

45 王岚 诗城小学 语文 麻雀 特等奖

46 殷巧虹 诗城小学 语文 四季之美 特等奖

47 雍建梅 诗城小学南校区 语文 伯牙鼓琴 特等奖

48 王丹 胜利街小学 数学 打电话 特等奖

49 邓丽 世纪奥桥小学 数学 平行与垂直 特等奖

50 封彦 花园小学 数学 圆的周长 特等奖

51 李琼 胜利街小学 数学 数学思考 特等奖

52 邓敏 高新实小 数学 圆的周长 特等奖

53 严大华 新兴小学 数学 小括号的认识 特等奖

54 罗锡菊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三角形内角和 特等奖

55 郭大莉 诗城小学 数学 周长 特等奖

56 李娟 诗城小学南校区 数学 植树问题 特等奖

57 单成芳 世纪奥桥小学 数学 用字母表示数 特等奖

58 谢晓燕 文化街小学 数学 乘法的初步认识 特等奖

59 刘兴蓉 胜利街小学 数学 认识几分之一 特等奖

60 陈丽 诗城小学 数学 用加法解决问题（6和 7） 特等奖

61 敬晓芸 花园小学 数学 三位数乘两位数笔算 特等奖

62 刘玉玲 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数学 角的初步认识 特等奖

63 唐萍 诗城小学 数学 可能性 特等奖

64 颜红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圆的认识 特等奖

65 李金蓉 胜利街小学 数学 方程的意义 特等奖

66 李鑫 诗城小学 音乐 花之歌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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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陈莉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 我是小音乐家 一等奖

68 何爽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 火车开啦 一等奖

69 杨江 世纪奥桥小学 体育 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一等奖

70 杨东 中原爱心学校 体育 原地高低运球 一等奖

71 何忠华 高新区实验小学 道德与法治 我们的班规我们订 一等奖

72 张薇 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道德与法治 我的好朋友 一等奖

73 李华 长城实验学校 道德与法治 正确认识广告 一等奖

74 代静 江油外国语学校 科学 点亮点亮小灯泡 一等奖

75 张芳 青莲小学 科学 观察土壤 一等奖

76 袁可 诗城小学 科学 月相变化 一等奖

77 冯华英 诗城小学 科学 导体与绝缘体 一等奖

78 王永才 世纪奥桥小学 科学 风的作用 一等奖

79 吴东平 长城实验学校 科学 声音的高低 一等奖

80 罗术容 特教校 生命与安全 禁止的事情不能做 一等奖

81 袁丽娟 诗城小学 英语 shopping 一等奖

82 任静 双河小学 英语 My Weekend Plan 一等奖

83 杨露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Asking for help 一等奖

84 何欢 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英语 Unit 3 Weather Part B 一等奖

85 王静 马角小学 英语 PA Let's talk 一等奖

86 田莉 诗城小学 英语 Unit 4 I have a pen pal 一等奖

87 杨娟 长城实验学校 英语 My week 一等奖

88 赵丽 逸夫小学 英语 What would you like PB 一等奖

89 张燕 长城实验学校 英语 unit 2 ways to go to schoo 一等奖

90 杜玉芳 诗城小学 英语 Unit 4 What can you do 一等奖

91 尚敏 中原爱心学校 英语 unit4 I have a pen pal Part A 一等奖

92 赵文婷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Animals 一等奖

93 牛斌 花园小学 美术 漂亮的建筑 一等奖

94 谢卓群 花园小学 美术 剪剪画画贴帖 一等奖

95 邓雪梅 江油外国语学校 美术 我喜欢的鸟 一等奖

96 吴琪 江油外国语学校 美术 画夜景 一等奖

97 李晓宇 太白小学 语文 多彩的活动 一等奖

98 郑丽华 永胜小学 语文 ｂｐｍｆ 一等奖

99 关小英 逸夫小学 语文 z c s 一等奖

100 陈曦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等奖

101 蔡加军 雁门小学 语文 宇宙生命之谜 一等奖

102 宁海清 诗城小学南校区 语文 黄山奇石 一等奖

103 肖琴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一等奖

104 唐容华 太平二小 语文 精卫填海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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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陈敏 东安小学 语文 搭船的鸟 一等奖

106 韩敏 龙凤小学 语文 锡林郭勒大草原 一等奖

107 李君 诗城小学南校区 语文 爬山虎的脚 一等奖

108 唐英 世纪奥桥小学 语文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一等奖

109 王莹 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语文 对韵歌 一等奖

110 赵英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圆明园的毁灭 一等奖

111 姜玉华 二郎庙小学 语文 杨氏之子 一等奖

112 樊德利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语文 葡萄沟 一等奖

113 邱娅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语文 秋天 一等奖

114 罗敏 厚坝小学 语文 葡萄沟 一等奖

115 黄莉 中原爱心学校 语文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一等奖

116 代波 九岭小学 语文 四季之美 一等奖

117 髙洁 青莲小学 语文 坐井观天 一等奖

118 向丹 诗城小学 语文 桥 一等奖

119 曾宏 诗城小学 语文 山行 一等奖

120 李先财 世纪奥桥小学 语文 荷叶圆圆 一等奖

121 樊莺 太白小学 语文 牛和鹅 一等奖

122 胡宏 太平二小 语文 麻雀 一等奖

123 吴莉莉 太平镇学校 语文 麻雀 一等奖

124 曾欢 永胜新春小学 语文 桥 一等奖

125 孙礼兵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富饶的西沙群岛 一等奖

126 江林 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语文 阳光 一等奖

127 彭晓艳 中原爱心学校 语文 盘古开天地 一等奖

128 林琳 九岭小学 语文 寒号鸟 一等奖

129 袁月华 诗城小学 语文 爬天都峰 一等奖

130 何玉兰 诗城小学南校区 语文 秋天的雨 一等奖

131 何玉梅 世纪奥桥小学 语文 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 一等奖

132 罗会琼 阳亭小学 语文 搭船的鸟 一等奖

133 田德琼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麻雀 一等奖

134 何建华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盘古开天地 一等奖

135 曾岚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语文 牛和鹅 一等奖

136 李文婷 诗城小学 语文 杨氏之子 一等奖

137 胡琴 文化街小学 数学 按比分配 一等奖

138 赵伟玲 长城实验学校 数学 认识钟表 一等奖

139 魏海燕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植树问题 一等奖

140 樊强 世纪奥桥小学 数学 角的初步认识 一等奖

141 吴光强 新兴小学 数学 9加几 一等奖

142 朱瑜华 双河小学 数学 三位数乘两位数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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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赵江 新安小学 数学 圆的认识 一等奖

144 魏华金 方水小学 数学 数学广角-数与形 一等奖

145 伍小梅 逸夫小学 数学 四边形的认识 一等奖

146 王玉 双河小学 数学 植树问题 一等奖

147 胡建伟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一等奖

148 苏晓丽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分数与除法 一等奖

149 陈俊岐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摆一摆，想一想 一等奖

150 宁忠宪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找规律 一等奖

151 戴乐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认识时间 一等奖

152 周娇 青莲小学 数学 三位数减三位数 一等奖

153 吴燕 太平二小 数学 6的乘法口诀 一等奖

154 王新文 太平镇学校 数学 比的意义 一等奖

155 曹丽 文化街小学 数学 搭配（一）按比分配 一等奖

156 袁玮鸿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认识锐角和钝角 一等奖

157 刘佳文 诗城小学 数学 用加法解决问题（6和 7） 一等奖

158 董坤 双河小学 数学 可能性的大小 一等奖

159 郝艳 新兴小学 数学 简单的排列 一等奖

160 雷英 东兴小学 数学 常见数量关系 一等奖

161 敬克勇 建设路小学 数学 比的应用 一等奖

162 赵静 太平镇学校 数学 植树问题 一等奖

163 何正木 长城实验学校 数学 认识条形统计图 一等奖

164 汪凤 长城实验学校 音乐 外婆的澎湖湾 二等奖

165 龚珍珍 雁门小学 音乐 白桦林好地方 二等奖

166 马洪祥 文胜小学 音乐 外婆的澎湖湾 二等奖

167 田刚 高新区实验小学 音乐 花之歌 二等奖

168 陈永萍 龙凤小学 音乐 编花篮 二等奖

169 熊立彬 新安小学 体育 足球--脚内侧传接球 二等奖

170 卢静 长城实验学校 体育 趣味跳跃练习 二等奖

171 柳静 青莲小学 体育 蹲踞式起跑 二等奖

172 陈露 八一小学 道德与法治 我们所了解的环境污染 二等奖

173 陈柯印 江油外国语学校 道德与法治 公民的身份从何而来 二等奖

174 张莉 诗城小学 道德与法治 不一样的你我他 二等奖

175 王育帅 诗城小学南校区 道德与法治 我们所了解的环境污染 二等奖

176 任小红 九岭小学 道德与法治 我们神圣的国土 二等奖

177 代静 江油外国语学校 科学 火山喷发的成因及作用 二等奖

178 刘谋东 诗城小学 科学 拱形的力量 二等奖

179 冯华英 诗城小学 科学 建筑中的结构 二等奖

180 吴蓉 太白小学 科学 抵抗弯曲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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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赵文卓 诗城小学 科学 空气能占据空间吗 二等奖

182 曾薇 双河小学 科学 点亮小灯泡 二等奖

183 郝雁莹 九岭小学 科学 空气能占据空间吗 二等奖

184 张敏 花园小学五星分校 科学 混合与分离 二等奖

185 李英 太白小学 科学 总结我们的认识 二等奖

186 王衍明 长城实验学校 信息技术 侦测判断 二等奖

187 刘军 战旗小学 信息技术 认识鼠标 二等奖

188 许静 小溪坝小学 英语 Unit 3 What would you like 二等奖

189 杨阳 太白小学 英语 My weekend plan 二等奖

190 凌冬梅 太白小学 英语 My friend 二等奖

191 陈丽 太平三小 英语 Unit 2 My Week partC Story time 二等奖

192 严欢欢 彰明小学 英语
unit3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二等奖

193 周婷婷 八一小学 英语 Dinner's ready 二等奖

194 王欢 东安小学 英语 What would like 二等奖

195 戴春兰 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英语 Making Plans 二等奖

196 林婷 诗城小学南校区 英语 Unit2 Ways to go to school 二等奖

197 罗雪梅 新安小学 英语 自然拼读 二等奖

198 刘丽 诗城小学德胜分校 英语 What can you do？ 二等奖

199 钟育森 东兴小学 英语 Unit3 part B let’s try 二等奖

200 何佳静 阳亭小学 英语 How do you come to school 二等奖

201 郝家彩 新安小学 英语 Unit2 Ways to go to school 二等奖

202 刘思琪 枫顺小学 英语 Unit 2 Colours B 二等奖

203 许朝明 大康小学 美术 绘画中的透视现象 二等奖

204 魏兴剑 河口小学 美术 添画人像 二等奖

205 杜诗羽 江油外国语学校 美术 生活日用品的联想 二等奖

206 袁宏伟 世纪奥桥小学 美术 猜猜我是谁 二等奖

207 周昌龙 长城实验学校 美术 降落伞 二等奖

208 周玉龙 太平二小 语文 古诗三首枫桥夜泊 二等奖

209 欧菊 诗城小学南校区 语文 小小的船 二等奖

210 李容 中原爱心学校 语文 精卫填海 二等奖

211 徐江敏 诗城小学 语文 ie ue er 二等奖

212 肖柳婷 小溪坝小学 语文 胡萝卜先生 二等奖

213 王密 东安小学 语文 牛郎织女（二） 二等奖

214 彭静 诗城小学南校区 语文 秋天 二等奖

215 何勇 义新小学 语文 少年中国说 二等奖

216 欧芮 重华小学 语文 z c s 二等奖

217 徐欧亚 高新实小 语文 只有一个地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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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周永胜 太白小学 语文 桥 二等奖

219 郝春花 诗城小学南校区 语文 口语交际：身边的“小事” 二等奖

220 陈梅 东安小学 语文 桥 二等奖

221 罗蓉 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语文 跳水 二等奖

222 高素蓉 九岭小学 语文 一块奶酪 二等奖

223 李婉蓉 特教校 语文 秋天 二等奖

224 梁漪 太平镇学校 语文 富饶的西沙群岛 二等奖

225 倪安晖 九岭小学 语文 zh ch sh r 二等奖

226 邱亚玲 诗城小学 语文 ang eng ing ong 二等奖

227 王思兴 东安小学 语文 登鹳雀楼 二等奖

228 徐曦 厚坝小学 语文 “漫画”老师 二等奖

229 赵雪梅 双河小学 语文 一块奶酪 二等奖

230 黎勇 大康小学 语文 爬山虎的脚 二等奖

231 陈晋蓉 德胜分校 语文 黄山奇石 二等奖

232 何雨杉 二郎庙小学 语文 囊萤夜读 二等奖

233 凌小娟 双河小学 语文 长相思 二等奖

234 李晓庚 五星村小 语文 麻雀 二等奖

235 强岚 重华小学 语文 暮江吟 二等奖

236 姚芸 贯山小学 语文 竹节人 二等奖

237 龚莉君 厚坝小学 语文 父爱之舟 二等奖

238 任雪梅 青莲小学 语文 四季之美 二等奖

239 刘冬梅 双河小学 语文 狐假虎威 二等奖

240 石艳 太白小学 语文 圆明园的毁灭 二等奖

241 王琼秀 太白小学 语文 少年中国说 二等奖

242 李梅 太平二小 语文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二等奖

243 郑金莲 太平三小 语文 圆明园的毁灭 二等奖

244 杨丽 西屏小学 语文 暮江吟 二等奖

245 张仕秋 小溪坝小学 语文 将相和 二等奖

246 李明 新安小学 语文 难忘的泼水节 二等奖

247 尹建春 雁门小学 语文 缩写猎人海力布 二等奖

248 曹筱琳 永胜小学 语文 夏天里的成长 二等奖

249 岳强 战旗小学 语文 示儿 二等奖

250 陈冬梅 彰明小学 语文 一块奶酪 二等奖

251 唐雪儿 雁门小学 数学 打电话 二等奖

252 唐继敏 贯山小学 数学 比的意义 二等奖

253 刘琰 太白小学 数学 图形的运动（三）：旋转 二等奖

254 姚勤 诗城小学南校区 数学 乘法的初步认识 二等奖

255 胡蓉 花园小学五星分校 数学 认识钟表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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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李含辞
彭莲

文胜小学 数学 乘法的初步认识 二等奖

257 彭春兰 花园小学五星分校 数学 两个未知数的和倍问题 二等奖

258 王育帅 诗城小学南校区 数学 圆的整理复习 二等奖

259 李冬 诗城小学 数学 角的初步认识 二等奖

260 李文文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乘法的初步认识 二等奖

261 彭红 大康小学 数学 小数除法-解决问题 二等奖

262 任彬 阳亭小学 数学 比的意义 二等奖

263 薛强 太白小学 数学 积的变化规律 二等奖

264 邓生金 龙凤小学 数学 平行四边形 二等奖

265 黄旭军 龙凤小学 数学 三位数乘两位数 二等奖

266 田凤娇 太白小学 数学 条形统计图 二等奖

267 何秀芬 诗城小学南校区 数学 倍的认识 二等奖

268 张婷婷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乘法的初步认识 二等奖

269 谢志梅 西屏小学 数学 乘法的初步认识 二等奖

270 邓茹芯 诗城小学 数学 6和 7的加法解决问题 二等奖

271 赵庆 太平二小 数学 圆的周长 二等奖

272 杨明 长城实验学校 数学 植树问题 二等奖

273 梁联洪 方水小学 数学 沏茶问题 二等奖

274 赖万彪 重华小学 数学 三位数乘两位数 二等奖

275 肖富春 德胜分校 数学 积的变化规律 二等奖

276 姜洪勇 厚坝小学 数学 用字母表示数洌3 二等奖

277 张凤 诗城小学南校区 数学 解决问题 二等奖

278 杨静 永胜小学 数学 再认识公顷和平方千米 二等奖

279 舒建容 彰明小学 数学 找规律 二等奖

280 唐红 永胜小学 数学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乘法 二等奖

281 李忠浩 长城实验学校 数学 圆的周长 二等奖

282 敬兴海 东安小学 数学 角的分类 二等奖

283 何海燕 逸夫小学 数学 圆的认识 二等奖

284 李亚军 诗城小学 数学 画角 二等奖

285 陈文静 阳亭小学 数学 比的应用 二等奖

286 刘洋 方水小学 数学 三位数除以一位数 二等奖

287 刘又铷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分与合 二等奖

288 王莉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比的应用 二等奖

289 蒋琴梅 彰明小学 数学 9+几 二等奖

290 赵娟 胜利街小学 数学 6.7的认识 二等奖

291 韩敏 龙凤小学 数学 圆的认识 二等奖

292 周福容 含增学校 数学 倍的认识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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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王洪欣 永胜小学 数学 9加几 二等奖

294 王勇 义新小学 数学 6的乘法口诀 二等奖

初 中 组

序号
作者
姓名

学校 学科 作品名称 等级

1 包亚珍 江油外国语学校 音乐 G大调弦乐小夜曲 特等奖

2 林芯涛 江油实验学校 体育 篮球--双手胸前传接球 特等奖

3 周琪佳 江油实验学校 英语 Topic Revision Growth 特等奖

4 王莎莎 江油实验学校 英语 Unit2 mooncakes are delicious ! 特等奖

5 张建华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Unit 5 Reading Beauty in

Common Things
特等奖

6 左剑华 长城实验学校 英语
Unit 4 Reading Who’s got

talent?
特等奖

7 缑菊红 江油实验学校 化学 分子和原子 特等奖

8 刘宏笔 彰明中学 化学 元素 特等奖

9 王婷 江油实验学校 道德与法治 诚实守信 特等奖

10 黄艳 双河初中 道德与法治 以礼待人 特等奖

11 吴建 新安初中 道德与法治 遵守规则 特等奖

12 杨欢 江油外国语学校 物理 光的折射 特等奖

13 王婷婷 江油实验学校 物理 串联和并联 特等奖

14 杨晓菊 江油实验学校 数学 等腰三角形 特等奖

15 梁士川 江油实验学校 数学 圆与直线的关系 特等奖

16 刘乔华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反比例函数中 k的几何意义 特等奖

17 鲜其锐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课题学习：最短路径 特等奖

18 罗安全 华丰初中 数学 二次函数存在性问题之等腰三角形 特等奖

19 黄珂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语文 金色花 特等奖

20 羊静 江油实验学校 语文 背影 特等奖

21 林梅 江油实验学校 语文 对比：人物形象的“隐形翅膀 特等奖

22 魏源 小溪坝初中 语文 艾青诗选 特等奖

23 陈力华 中原爱心学校 生物 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特等奖

24 焦俊琳 江油实验学校 生物 细菌 特等奖

25 唐小燕 华丰初中 心理健康 揭开情绪的神秘面纱 特等奖

26 廖新倩 江油外国语学校 历史 文艺复兴运动 特等奖

27 朱开娅 江油实验学校 历史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特等奖

28 李文静 江油实验学校 地理 中国经济的发展-农业 特等奖

29 郭丽 江油实验学校 音乐 图画展览会 一等奖

30 包贵华 长城实验学校 音乐 苗歌飞扬 一等奖

31 谢均 新安初中 体育 立定跳远 一等奖

32 任文蓉 华丰初中 体育 排球--双手正面垫球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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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王杨 江油实验学校 英语 Unit3 Is this your pencil? 一等奖

34 王嘉仪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Unit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一等奖

35 赵俊潇 江油实验学校 英语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一等奖

36 张琼珑 华丰初中 英语
Unit3 comparative and

writing
一等奖

37 张岚 双河初中 英语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一等奖

38 杨春梅 武都初中 英语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一等奖

39 郭佳佳 长城实验学校 英语
Unit 4 what’s the best movie

theater?
一等奖

40 杨兴茂 华丰初中 英语
Unit 2 How often do you

exercise?
一等奖

41 杨黎 双河初中 英语 Unit 3 where the restrooms are? 一等奖

42 胡静洁 长城实验学校 化学 核外电子排布 一等奖

43 高小艳 华丰初中 化学 水的组成 一等奖

44 朱智梅 中原爱心学校 化学 元素第一课时 一等奖

45 余琼 长城实验学校 道德与法治 遵守规则 一等奖

46 刘辉 华丰初中 物理 功 一等奖

47 张小双 江油实验学校 物理 光的直线传播 一等奖

48 杨光华 太平镇学校 物理 电压 一等奖

49 吴孝军 武都初中 物理 声音的特性 一等奖

50 廖小敏 华丰初中 数学 有理数的乘方 一等奖

51 王皋培 华丰初中 数学 实际问题与二次函数 一等奖

52 范秀清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关于原点对称的点的坐标 一等奖

53 李蓓 中原爱心学校 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一等奖

54 杨利华 武都初中 数学 用待定系数法求二次函数的解析式 一等奖

55 宁天琼 华丰初中 语文 学习景物描写 一等奖

56 王三峡 江油实验学校 语文 走一步，再走一步 一等奖

57 张谱 青莲初中 语文 我的叔叔于勒 一等奖

58 杨潇 太平镇学校 语文 背影 一等奖

59 李丽容 中原爱心学校 语文 我的叔叔于勒 一等奖

60 杨峻玲 中原爱心学校 语文 春望 一等奖

61 孙晓璇 江油外国语学校 生物 细菌 一等奖

62 胥巧玲 江油实验学校 信息技术
我的第一个 python程序-寻找皮

卡丘
一等奖

63 李青 双河初中 信息技术 我的第一个 Python程序 一等奖

64 于素蓉 青莲初中 历史 拜占庭帝国和查士丁尼法典 一等奖

65 夏红菊 江油外国语学校 历史 君主立宪制的英国 一等奖

66 张春华 中原爱心学校 历史 新文化运动 一等奖

67 曹莎莎 小溪坝初中 地理 水资源 一等奖



- 12 -

68 赵雪彬 武都初中 地理 八上 第二章 地形和地势 一等奖

69 钟尹凰 江油实验学校 美术 手绘线条图像 一等奖

70 余燕 华丰初中 音乐 摇篮曲 二等奖

71 李明芬 青莲初中 音乐 雪绒花 二等奖

72 邓海丽 中原爱心学校 体育 起跑的多种姿势 二等奖

73 江帆 长城实验学校 体育 身体素质与跑的练习 二等奖

74 覃慧 双河初中 体育 快速跑 二等奖

75 全涛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二等奖

76 袁爱 花园路初中 英语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二等奖

77 程智芝 花园路初中 英语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二等奖

78 王雪琴 长城实验学校 英语
Unit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二等奖

79 詹婷婷 长城实验学校 英语 Unit2 This is my sister 二等奖

80 陈巧虹 长城实验学校 英语 Unit 2 This is my sister. 二等奖

81 李锐艳 厚坝初中 英语 Unit2This is my sister 二等奖

82 胡敏 青莲初中 英语 Unit2This is my sister 二等奖

83 马虹 双河初中 英语 Unit2This is my sister 二等奖

84 银成菊 武都初中 英语 Unit 3 Is this your pencil ? 二等奖

85 陈姝宇 彰明中学 英语 Unit 1 My name’s Gina. 二等奖

86 薛冬梅 彰明中学 英语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二等奖

87 尹飞 明镜中学 英语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二等奖

88 杨荟炜 小溪坝初中 英语 Unit 2 This is my sister. 二等奖

89 樊鹏 双河初中 化学 分子和原子 二等奖

90 敬许蓉 明镜中学 化学 化学式与化合价 二等奖

91 李蓉 华丰初中 道德与法治 敬畏生命 二等奖

92 黄雨梅 中原爱心学校 道德与法治 透视追星 二等奖

93 胡咏 华丰初中 物理 电流的测量 二等奖

94 敬建强 华丰初中 物理 串联电路与并联电路 二等奖

95 杨明 华丰初中 物理 汽化和液化 二等奖

96 何长友 长城实验学校 物理 汽化蒸发 二等奖

97 何显荣 长城实验学校 物理 串并联电路中电流的规律 二等奖

98 陈海虹 青莲初中 物理 升华和凝华 二等奖

99 贾鹏 江油实验学校 数学 同类项 二等奖

100 刘亚玲 长城实验学校 数学 合并同类项 二等奖

101 王晓华 长城实验学校 数学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 二等奖

102 钟云亮 长城实验学校 数学 二次函数实际问题复习 二等奖

103 陈春霞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2.1 整式（3）多项式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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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袁琳 华丰初中 数学 单项式 二等奖

105 杨文杰 花园路初中 数学 13.1.1 轴对称 二等奖

106 梁兴明 青莲初中 数学 用字母表示数 二等奖

107 梁林 双河初中 数学 多项式 二等奖

108 杨强 双河初中 数学 二次函数与图形面积 二等奖

109 肖国胜 华丰初中 语文 山坡羊.潼关怀古 二等奖

110 陈杨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记承天寺夜游 二等奖

111 陈晓林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孤独之旅 二等奖

112 唐生彦 长城实验学校 语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二等奖

113 王丽娟 双河初中 语文 千秋诗圣——杜甫 二等奖

114 王敏 双河初中 语文 再塑生命的人 二等奖

115 王映莲 双河初中 语文 人无信不立 二等奖

116 杨刘 双河初中 语文 散步 二等奖

117 刘中华 武都初中 语文 学习描写景物 二等奖

118 敬丽萍 新安初中 语文 论教养 二等奖

119 赵斌蓉 华丰初中 生物 植物体的结构层次 二等奖

120 欧佳文 长城实验学校 生物 细胞通过分裂产生新细胞 二等奖

121 林春艳 华丰初中 生物 细胞的生活 二等奖

122 刘勇 武都初中 生物 真菌 二等奖

123 王天雄 华丰初中 历史 秦末农民大起义 二等奖

124 刘芳 江油外国语学校 历史 明朝的对外关系 二等奖

125 陈永洪 长城实验学校 历史 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 二等奖

126 蒋琼元 明镜中学 历史 远古的传说 二等奖

127 冯舸 华丰初中 地理 第二章第四节自然灾害 二等奖

128 向飞 长城实验学校 地理 多变的天气 二等奖

129 李亚 长城实验学校 美术 美化生活的装饰布 二等奖

130 张娅 双河初中 美术 面具的制作与设计 二等奖

高 中 组

序号
作者
姓名

学校 学科 作品名称 等级

1 蒋海建 江油中学 音乐 钢琴音乐的奇葩 特等奖

2 刘旭泽 江油一中 体育 体能模块-腿部力量 特等奖

3 龙欢 太白中学 英语 The Steamboat Reading 特等奖

4 张美玲 江油一中 英语 The Steamboat 特等奖

5 赵丽平 江油一中 化学 水的电离 特等奖

6 邓文滨 江油外国语学校 政治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特等奖

7 段雪梅 江油外国语学校 物理 欧姆定律 特等奖

8 魏天垠 江油中学 物理 力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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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桃 江油外国语学校 数学 抛物线及其标准方程 特等奖

10 倪海军 太白中学 数学 赏析数学中的对称美 特等奖

11 郑继成 江油一中 语文 囚绿记 特等奖

12 陈海龙 江油中学 语文 抒志咏怀词 特等奖

13 叶晓红 太白中学 语文 登高 特等奖

14 何倩 江油中学 历史 点亮人性之光——文艺复兴 特等奖

15 宁先伟 太白中学 地理 大气的水平运动 特等奖

16 万静春 江油中学 地理 热力环流 特等奖

17 阳先东 江油一中 音乐 艺术歌曲的成熟—舒伯特的歌曲 一等奖

18 李佳芮 江油一中 英语 Writing about festivals 一等奖

19 邓婷 江油一中 英语 Grammatical Filling 一等奖

20 任林丽 江油中学 英语 Book2 module5 V 一等奖

21 王冬 江油一中 化学 化学平衡图象 一等奖

22 杨万民 江油中学 化学 萃取和分液 一等奖

23 江君 江油一中 政治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一等奖

24 赵晴霞 江油中学 政治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一等奖

25 赵汝顺 江油一中 物理 人造卫星宇宙速度 一等奖

26 何冬妮 太白中学 物理 电容器与电容 一等奖

27 胡文君 太白中学 物理 欧姆定律 一等奖

28 王海燕 江油一中 数学 椭圆及其标准方程 一等奖

29 周绍芳 江油一中 数学 函数零点问题 一等奖

30 周永梅 江油一中 数学 正余弦函数的单调性与最值 一等奖

31 郭晓玉 太白中学 数学 对数函数及其性质 郭晓玉 一等奖

32 陈红琳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语文 咏怀古迹 一等奖

33 何天萍 江油一中 语文 试卷诗歌鉴赏评讲 一等奖

34 薛颖 太白中学 语文 秋兴八首 一等奖

35 陈丹 江油中学 语文 烛之武退秦师 一等奖

36 李艰珍 厚坝初中 语文 红星照耀中国 一等奖

37 谢晴 江油一中 生物 通过神经系统的调节 一等奖

38 高峻 江油外国语学校 生物 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的关系 一等奖

39 夏雪梅 太白中学 生物 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 一等奖

40 徐宇婷 太白中学 历史 文艺复兴 一等奖

41 朱远泉 江油外国语学校 历史 文艺复兴 一等奖

42 田娜 太白中学 地理 外流河的水文特征 一等奖

43 申卫东 江油一中 地理 中国冬季气温分布特点 一等奖

44 刘俊东 太白中学 地理 热力环流 一等奖

45 杨璐 江油一中 音乐 非洲歌舞音乐 二等奖

46 姚赟 太白中学 英语 The steamboat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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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王荣 太白中学 英语 Carnival 二等奖

48 白雪 太白中学 英语 Carnival 二等奖

49 张文 江油外国语学校 英语 A life in sport 二等奖

50 杨中香 江油一中 英语 Error Correction 二等奖

51 李煜 太白中学 化学 金属晶体的原子堆积模型 二等奖

52 文春霞 江油外国语学校 化学 原子晶体 二等奖

53 张婕 江油中学 政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等奖

54 袁晴 江油一中 政治 经济生活第一单元复习及试卷评讲 二等奖

55 吴沙 太白中学 政治 我们的中华文化 二等奖

56 姜兴伟 太白中学 政治 和平与发展 二等奖

57 高兰兰 江油一中 物理 抛体运动 二等奖

58 郭方兵 江油中学 物理 摩擦力 二等奖

59 何益 江油中学 物理 欧姆定律 二等奖

60 王克 江油中学 物理 电场电场强度和电场线 二等奖

61 张青林 江油中学 物理 重力 二等奖

62 蒋璐蔓 江油中学 数学 蒋璐蔓椭圆的简单几何性质 二等奖

63 羊静 江油一中 数学 导数与函数的零点 二等奖

64 李金梅 太白中学 数学 求解过一点的直线方程李金梅 二等奖

65 许翠平 太白中学 数学 极坐标方程中的几何意义 二等奖

66 冉芳 江油一中 语文 文言文整体阅读 二等奖

67 刘男 江油一中 语文 专题学习——补写句子 二等奖

68 苟胜洋 江油中学 语文 论据的选择与使用 二等奖

69 冷雪梅 江油中学 生物 遗传信息的携带者-核酸 二等奖

70 杜婷婷 江油一中 生物 基因的表达 二等奖

71 王钰萍 江油中学 生物 内环境稳态的重要性 二等奖

72 龙玲 江油一中 历史 洋务运动 二等奖

73 邓汝文 太白中学 历史 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和革命者 二等奖

74 韩杨 江油一中 历史 顺乎世界之潮流 二等奖

75 邓少丽 太白中学 地理 外流河的水文特征 二等奖

76 王方 太白中学 地理 河流的水文水系特征 二等奖

77 张燕 江油外国语学校 地理 荒漠化的防治 二等奖

78 陈丹 江油一中 地理 河流地貌的发育河流堆积地貌 二等奖

79 席玉华 江油中学 地理 影响降水的因素 二等奖

根据获得一等奖以上数量的多少，经综合评定，以下学校被

评为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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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练兵优秀组织奖
学 校 学 校

江油外国语学校 江油中学

诗城小学 华丰初中

江油实验学校 中原爱心学校

江油一中 胜利街小学

长城实验学校 坚勇五一二实验小学

花园小学 江油外国语学校

太白中学 中原爱心学校

江油外国语学校 诗城小学南校区

世纪奥桥小学 文化街小学

根据通知要求，为制作证书，请各校于

11 月 17 日前，扫描右方二维码，填报获得

大练兵一等奖和特等奖的指导教师和技术支

持教师信息。报送联系人：严建华老师，联

系电话：V660223。

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2021 年 11 月 9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