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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研初〔2017〕142 号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16 学年度市局直属初中各学科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评选结果的通知 
 

市局直属各初中：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文件精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开展了

2016 学年度市局直属初中“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评选活

动。经各学科专家组评选，评出一等奖 27 名、二等奖 34 名。

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2016 学年度温州市局直属初中各学科“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评选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7 年 10 月 15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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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学年度温州市局直属初中各学科“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评选获奖名单 
 

初中语文 
一等奖（5 名） 

姓名 单位 课题 
陈默然 温州市实验中学 关注我们的社区 

金扬笛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范进中举 

黄林敏 温州市绣山中学 星星变奏曲 

叶露晓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公输 

杨  剑 北大新世纪附属温州学校 星星变奏曲 

二等奖（5 名） 

姓名 单位 课题 
沈雪莹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孤独之旅 

朱培飞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关注我们的社区 

黄  骅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范进中举 

王赛丹 温州外国语学校 星星变奏曲 

谷海燕 温州市第四中学 范进中举 

 
初中数学 

一等奖（4 名） 
姓名 单位 课题 
陈  炜 温州市绣山中学 七下《平行线的性质与判定复习》 

陈依慧 温州市第三中学 七上《2.5有理数的乘方(1)》 

徐  慧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八下《4.4平行四边形的判定(1)》 

陈茂亮 温州市九山学校 七上《1.3绝对值》 

二等奖（7 名） 

姓名 单位 课题 
陈婷婷 温州市实验中学 八下《4.4平行四边形的判定(1)》 

张松园 温州外国语学校 七上《2.5有理数的乘方(1)》 

郑笑冬 温州市第二中学 七上《1.1从自然数到有理数(1)》 

郑怡雨 温州第二实验中学  七上《2.5有理数的乘方(1)》 

王克局 温州市第四中学 
八上《4.3坐标平面内图形的轴对称和

平移(1)》 

童宗雨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七下《4.1因式分解》 

李锦杰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七上《4.1用字母表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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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 
一等奖（5 名） 

姓名 单位 课题 
张永约 温州市南浦中学 7BM7U2 I was born in Quincy 
叶沐然 北大新世纪附属温州学校 7BM7U2 I was born in Quincy. 
曹茉莉 温州市实验中学 7BM7U2 I was born in Quincy. 

张超颖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7BM11U2 Body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 
孙盛豪 温州市绣山中学 7BM7U2 I was born in Quincy 

二等奖（7 名） 

姓名 单位 课题 
柯  佳 温州市第二中学 7BM9U2  He decided to be an actor. 

孙美玲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7BM5U2 You can buy everything on the 

Internet. 

周  茜 温州外国语学校 
7BM11U2 Body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 

娄歆骐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7BM5U2 You can buy everything on the 

Internet. 

严彬然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7BM8U2 Goldilocks hurried out of the 

house. 

高飞飞 温州市第八中学 
7BM6U2 The London Eye is on your 

right 

潘  静 温州市第四中学 
7BM11U2 Body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 
 

初中科学 
一等奖（6 名） 

姓名 学校 课题 

李聪聪 温州市绣山中学 体内物质的运输（二） 

杨雪蓉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金属的化学性质（二） 

鲍思思 温州市实验中学 健康生活（二） 

潘丽碧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金属的化学性质（三） 

陈夏荷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金属的化学性质（二） 

沈婷婷 温州市第三中学 物质的微观粒子模型 

二等奖（6 名） 

姓名 单位 课题 

陈泽华 温州市第四中学 金属材料（二） 

严瑶瑶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体内物质的循环 

潘  旭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食物的消化与吸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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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晓茹 温州市九山学校 来自微生物的威胁 

吴翔翔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人的运动系统和保健 

郑  樊 温州外国语学校 体内物质的运输（二） 

 
初中历史与社会 
一等奖（4 名） 

姓名 单位 课题 

陈雯雯 温州市第八中学 古代西亚国家 

黄一如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古代印度 

黄艳艳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李  情 温州市绣山中学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团结 

二等奖（6 名） 

姓名 单位 课题 

卓艺颖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海洋对人类的影响 

林  宁 温州外国语学校 耕海牧渔 

叶亦佳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古代埃及 

张静静 温州市第三中学 海洋对人类的影响 

侯彬彬 温州市第二中学 国家与地区 

单武达 温州市九山学校 古代印度 

 
初中思想品德 
一等奖（3 名） 

姓名 学校 课题 

卓艺颖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巧化冲突 

吴陈洁 温州市绣山中学 面对侵害 正当防卫 

陆莹然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对校园欺凌说不—依法维护我们的人

身权利 

二等奖（3 名） 

姓名 学校 课题 

潘纯纯 温州市第二中学 我们的成长需要法律保护 

杨旭愉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防止侵害 

叶炜捷 温州市第四中学 生命乐章 

 


